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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Net 的甘蔗提取方法
董秀春，蒋 怡，王 思 ※，李宗南，王 昕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成都 610066）

摘要：【目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分类方法是使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快速提取作物种植空间
信息的新方法。【方法】以云南省陇川县甘蔗种植园为研究区，收集空间分辨率为 0.5 m 的
Google Earth 开放影像进行数据预处理，建立样本数据集，构建 U-Net 神经网络模型，训练

模型参数；使用 U-Net 模型提取甘蔗种植空间信息，通过地面样方数据验证甘蔗提取精度。

【结果】（1）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甘蔗分类总体精度和 Kappa 系数分别为 92.76% 和 0.848 0，
面积总精度为 94.41%；平坝区、丘陵区分类精度存在差异，总精度和 Kappa 系数分别为

97.10%、0.922 1 和 88.42%、0.767 3；（2）受部分地物 RGB 影像特征与甘蔗相似的影响，分
类结果存在错分现象。【结论】基于 U-Net 神经网络模型的方法可用于高分辨率影像的甘蔗

提取，更准确的分类精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关键词：遥感；卷积神经网络；信息提取；甘蔗
DOI：10.12105/j.issn.1672-0423.20190604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遥感平台的不断更新，不同成像方式、不同波

段和分辨率的遥感数据并存，形成了多源、海量、多时相的遥感大数据［1］。为充分利用
遥感大数据，需要更高的遥感影像分析、海量数据处理和信息提取能力［2-3］。传统的遥
感影像处理和分析技术难以满足多源异构海量大数据的处理精度和效率需求。以支持向
量机［4］、随机森林［5］、Softmax［6］等为代表的浅层机器学习方法可有效改善传统监督分
类方法目标识别的准确度和分类精度，但其学习能力和泛化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海量遥
感影像分类的需求。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重要分支，是一种模拟人脑神经结构处理信
息的方法，能有效地进行特征选择与特征提取，已在图像识别分类、语音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等多应用领域取得较大突破［7-8］，为遥感大数据信息提取提供了新方法［9］。研究
人员通过使用高分辨率真彩色影像进行图像分类［10］和目标识别［11-12］，在土地覆盖分类、
地籍边界线提取等方面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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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甘蔗是云南边疆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掌握甘蔗空间分布及时空变化可

为地方政府、农业部门进行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提供重要参考 ［14］。目前，甘蔗遥感分
类提取方法包括监督分类［15］、面向对象分类［16］和决策树［17-18］等，研究人员通过 EOS/

MODIS、HJ 卫星遥感数据，实现了甘蔗种植信息提取、面积估算以及动态监测。U-Net

具有较强的语义分割功能，可对图像上的每个像素点实现语义标注，目前在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分类中得到较好的应用［19-20］。为探索基于深度学习的甘蔗种植空间信息提取方
法，文章以云南省陇川县甘蔗种植园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 U-Net 的神经网络模型提取

甘蔗种植空间信息，利用地面样方数据评价模型精度，为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甘蔗空间
信息提取提供技术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隶属于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位于云南省德宏州西南部（图 1）。该区域

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以河谷盆地、丘陵为主，平均海拔 930~1 100 m，年均气温
18.4~20.3℃，年降雨量 1 400~1 700 mm，年日照时间 2 281~2 453 h，昼夜温差大，霜期
短少，充足的气候资源和土地资源适宜甘蔗生长。

Fig.1

1.2

图1

研究区位置及影像示意图

Location and Google Earth imagery of study area

数据源

1.2.1 Google Earth 数据

Google Earth 影像是 Google 公司自 2005 年推出的高空间分辨率 RGB 合成影像，用户

可通过 Google Earth（GE）虚拟地球软件实时浏览和下载。云南秋冬季节可获取清晰无云
遥感影像，10—11 月为甘蔗伸长期，是甘蔗最佳遥感监测时期。下载 2018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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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辨率为 0.26 m、19 级的 RGB 合成影像为数据源，经重采样、裁剪等预处理，形成
空间分辨率为 0.5 m、影像幅宽为 8 km×8 km 的待分类影像，覆盖区域地形分为典型的
平坝和丘陵地区，如图 1 所示。
1.2.2 样方数据

结合农业农村部大宗作物遥感监测地面调查数据，确定甘蔗解译标志。将研究区分

为甘蔗和非甘蔗两类。选取甘蔗感兴趣区建立样本数据集，其中用于训练的样本 200 个，

用于验证的样本 40 个（图 1）。在研究区随机建立 4 个大小为 500 m×500 m 的样方，随

机分布于平坝区和丘陵区，如图 1 黑色方框标注范围所示，目视解译获取样方内甘蔗种
植面积和空间分布，作为分类精度验证数据。
1.3

甘蔗提取
使用 ENVI5.5 中的深度学习模块进行甘蔗空间信息提取。该模块是基于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的遥感图像分类工具，采用基于 U-Net 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影像分类处理，

该模型是典型的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由压缩通道和扩张通道组成。压缩通道是卷积神
经网络结构，重复采用 2 个卷积核大小均为 3×3 的卷积层和 1 个 2×2 步长为 2 的最大

池化层，逐层完成影像特征提取，在每次下采样过程中，特征通道的数量会加倍；扩展
通道中每个步骤首先通过 2×2 的反卷积对特征图进行上采样，减半特征通道数量，然后

再拼接对应压缩通道特征图，同时进行 2 次 3×3 的卷积进行特征提取，重复该步骤，在

最后的输出层，通过卷积核大小为 1×1 的卷积层将特征图映射到 1 个灰度图像，其像素
代表属于感兴趣特征的概率。具体步骤为：首先构建 U-Net 网络模型，然后加入训练样

本和验证数据进行模型训练；最后使用模型进行影像分类，根据验证数据计算混淆矩阵，
评价模型分类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该 文 采 用 2018 年 11 月 28 日 空 间 分 辨 率 为 0.5 m 的 Google Earth 影 像 数 据， 基 于

U-Net 模型对云南省德宏州甘蔗种植区 8 km×8 km 的范围进行种植空间信息提取，结果

如图 2 所示。U-Net 模型精度验证结果表明，基于 Google Earth 影像的深度学习分类总
精度为 92.76%，Kappa 系数为 0.848 0，面积总精度为 94.41%。根据图 2，基于 Google

Earth 开放数据的甘蔗深度学习分类效果良好，大部分甘蔗均能被较好识别。部分地物存
在错分，如部分河流区域草地、操场人工草坪、湖泊错分为甘蔗，如图 2 中矩形和椭圆

形圈出部分。与典型的平坝、丘陵区域的分类精度比较结果见表 1。平坝区、丘陵区分
类精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平坝区的分类总精度比丘陵区高约 9%，Kappa 系数较丘陵

区域高约 0.16；甘蔗的错分、漏分误差显示平坝区较低，尤其是漏分误差显著低于丘陵

区。

不同区域分类精度存在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平坝区域地块形状规则、界线清晰，
便于特征对象分割提取；平坝区域水肥条件好，大部分甘蔗长势整齐，整体纹理特征一
致，有利于特征识别。丘陵区域受地形、水肥条件、管理水平等影响，甘蔗长势参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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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呈现出较大的纹理特征差异，部分长势较差的甘蔗漏分较多；部分地块受其他作物

或植被干扰，地块界线模糊，出现错分现象，影响了整体分类结果。部分地物 RGB 影像
特征与甘蔗相似，导致部分地物存在错分现象。

Fig.2

图2

基于 U-Net 的甘蔗提取结果

表1

不同区域分类精度验证结果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Sugarcane based on U-Net in study area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in different regions
样方类型

遥感监测

平坝

甘蔗
其他

丘陵

甘蔗
其他

3

错分误差

漏分误差

生产者精度

用户精度

总精度

（%）

（%）

（%）

（%）

（%）

Kappa 系数

1.70

2.14

97.86

98.30

97.10

0.922 1

95.70

88.42

0.767 3

6.51

4.30

19.30

5.22

15.98
5.35

94.78

84.02

94.65

93.49

80.70

结论与讨论
U-Net 网络模型具有结构清晰的优点，能够在小样本数据集下获得较好的训练效果［21］，

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深度学习在作物空间信息提取中受限于作物样本数据集缺乏的问题。
研究以云南陇川县甘蔗种植区 0.5 m 的 Google Earth 影像进行 U-Net 模型训练和甘蔗分类

提取，经地面样方数据验证，基于 U-Net 模型的甘蔗分类总体精度和 Kappa 系数分别为

92.76% 和 0.848 0，结果表明该方法可行，可为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甘蔗空间信息提取提
供技术参考。

研究使用 Google Earth 开源高分辨率影像进行基于 U-Net 的甘蔗深度学习分类方法

探索，结合研究结果，未来仍需进一步尝试使用多光谱（尤其是带有红边波段）影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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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作物深度学习分类方法研究。开放的 Google Earth 影像数据是研究人员常用空间参
考数据，被应用在农作物面积地面样方调查［22］、遥感影像分类［23-24］等多项研究中。但

分类结果显示，受部分地物 RGB 影像特征与甘蔗相似的影响，使用 Google Earth 开放的
RGB 合成影像存在部分较明显的错分现象。相关研究表明，更广的光谱范围有利于地物

识别［25］，因此，需进一步研究多光谱影像作物空间信息提取方法，以减少作物错分、漏
分现象，提高作物分类提取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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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of sugarcane from Google Earth
image based on the U-Net model
Dong Xiuchun，Jiang Yi，Wang Si※，Li Zongnan，Wang Xin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ichu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Sichuan Chengdu 610066，China）

Abstract：［Purpose］To extract the desired information from remote sensing big data requires
efficient data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xtraction of crop planting spatial

information by using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rapidly，a method of sugarcan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was preliminary studied.［Method］In this study，part

of the sugarcane planting area in Longchuan county which is located in Dehong prefecture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 Subsequently，the classification of sugarcane was performed in

ENVI5.5 through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U-Net architecture. Firstly，
the Google Earth image on November 28，2018 was collected and resampled into an image with

a 50 cm spatial resolution and an 8 km×8 km area. Secondly，the regions of interest（ROI）

about sugarcane were selected and the ground sample verification data was produced by manual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work about U-Net deep learning classification model parameters were
completed in ENVI5.5. Finally，sugarcane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were completed by using the trained deep learning classifier，and the accuracy of the method
was verified preliminary.［Result］First，the overall accuracy and Kappa coefficient of

sugarcan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method were 92.76% and 0.848 0，and the

area accuracy was 94.41%. Second，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The total accuracy and Kappa coefficient of the flat dam area were 97.10%
and 0.922 1，much higher than the hilly area which had the results of 88.42% and 0.767 3. In

addition，the miss classified pixels in the hilly area were much more than flat dam. Third，partial

misclassification were existed in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by using Google Earth images，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in RGB images for some objects features are similar to sugarcanes.

［Conclusion］This study showed that U-Net neural network model can be used to extract
sugarcane spatial information from high resolution images.

Key words：remote sensing；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information extraction；sugarca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