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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
随着深度学习进入计算机视觉领域，
各种深度学习图像语义分割方法相继出现，
其中全监督学习方

法的分割效果显著超过弱监督学习方法。将全监督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分为五类，
并对各类中最具有代表性
的方法进行详细分析，
重点阐述各种方法核心部分的实现过程。对语义分割领域中的主流数据集进行归纳总结，
介
绍了性能算法指标，
并在主流数据集上对各种代表性方法的效果进行对比，
最后对语义分割的未来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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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as deep learning enters the field of computer vision, various deep learning image semantic segmentation methods that are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methods have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including fully supervised
learning, the segmentation effect of the method significantly exceeds that of weakly 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 the
image semantic segmentation methods of fully supervised learning ar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ethods of the various type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 of the core components of
each method are emphasized. After tha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stream data sets in the field of semantic segmentation, introduces the performance algorithm indicators, and compares the effects of various representative methods on the
mainstream data sets, and finally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semantic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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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语义分割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是一个重要的

别出物体的具体轮廓。为了解决这些难点，最初大多图

研究方向，可以从像素级别对图像中的各个事物进行图

像语义分割技术都是基于传统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阈

像识别和目标检测。具体来说，图像语义分割是指从像

值、边缘检测以及区域的分割方法。随着深度学习的出

素级别分辨出图像中的目标对象具体是什么以及目标

现，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逐渐取代了传统

对象在哪个位置，即先把图片中的目标检测出来，然后

方法，其准确率和速度等各种性能指标都有着很大程度

描绘出每个个体和场景之间的轮廓，最后将它们分类并

的提高。现如今，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在自动

对属于同一类的事物赋予一个颜色进行表示。而图像

驾驶、面部分割、服装解析、遥感图像以及医学图像等领

语义分割存在一些难点，例如不同种类的物体有着相似

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的外观或形状，此时很难将物体种类区分开来。而且当

目前，已经存在不少综述性文章对各种图像语义分

物体尺寸过小时，不仅易丢失物体的细节，而且难以识

割方法进行分析和点评。文献[1-2]主要是对常见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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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分割方法进行全面解析；文献[3-4]对多种语义分割方

一个像素作为训练样本，保留每个像素在原图片中的位

法进行了合理的分类，并对数据集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置信息，在网络训练时对各个像素进行预测并输出一个

文献[5-7]详细描述了多种语义分割方法并对各方法的

相对应的判断标注，最终计算出各个像素最大可能属于

优势之处进行合理的分析对比，同时对各种方法进行明

哪一类别。

应

与

确的分类。本文在已有综述的基础上，补充了许多最新

程

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并对目前主流方法的描述说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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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进一步完善。

预测结果

反馈/推理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的不断发展，图像语义分割

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步，越来越多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前
沿图像语义分割方法相继出现，均不同程度对网络模型

25

进行了改进。由于在前沿的深度学习语义分割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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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督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的效果要明显优于弱

监督以及半监督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本文旨在对

原图

图1

全监督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全面
分析。全卷积网络（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FCN）

[8]

分割图
21

FCN 网络结构图

FCN 最先在图像语义分割领域引入了一种端到端、

的出现，标志着深度学习正式进入视频图像语义分割领

像素到像素的全卷积网络。文献[12]是对 FCN 的一种

域。本文将从 FCN 开始，按照分类依次介绍各种语义

改进，引入了表观适配网络学习视觉的相似性，获取特

分割方法。接着对各种图像语义分割方法进行性能对

征图的低级像素信息，并通过表征适配网络获取表征信

比，介绍图像语义分割的评估指标和数据集。最后对所

息，能一定程度提升分割效果。文献[13]以 DenseNet[14]

有图像语义分割方法从多个方面进行总结，并对语义分

网络结构作为骨干，并对 Dense 块后的特征图使用上采

割的未来进行展望。

样恢复图像分辨率，使得网络模型的精度更加准确且更
加易于训练。

1

全监督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

DeepLab 系列网络专门用于图像语义分割，该系列

由于经过像素级标注的图像可以包含较多的细节

通过不断改进网络模型来优化图像语义分割效果，最先

信息，有利于通过网络训练提取到更加丰富的语义信

问世的是 DeepLabV1[15]。DeepLabV1 首先将 VGG16 中

息，因此目前取得较好分割效果的方法大多属于全监督

的全连接层转化为卷积层，
接着将网络中最后两个池化层

学习类型。由于早期计算效率低下，早期语义分割方法

之后的卷积层替换为空洞卷积（Dilation Convolution）[16]。

大多采用全卷积的方式来直观地获得分割结果，为了使

空洞卷积优势之处在于可以增加感受野，
不仅可以很好地

网络模型形成一种对称的美感，编码器解码器结构也逐

解决由于池化计算导致的图像分辨率降低的问题，还能

渐变得流行起来。随着计算力的增加，新方法开始将注

大幅提升网络对图像中大物体的分割效果。DeepLabV1

意力机制引入到语义分割模型中来提升性能，也有些方

在网络的最后一层添加了全连接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法尝试着设计出特殊模块添加进已知模型中来提升分

Random Field，CRF）[17]，可以小幅提升图像语义分割的

割精度。后来，由于单一网络难以满足对所有数据集中

精确率。由于空洞卷积会增加计算复杂度，文献[18]使

图像都有较好的分割效果，进而开始出现非静态网络用

用联合金字塔上采样来代替空洞卷积，通过将多个并行

于图像语义分割。根据这些方法的不同特点，将全监督

的不同扩张率的空洞卷积恢复到相同分辨率，在提高模

学习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共分为 5 大类：基于全卷积的

型精度的同时还能加快计算速度。

图像语义分割方法、基于编码器解码器结构的图像语义

DeepLabV2[19] 在 DeepLabV1 的基础上做出了改进，

分割方法、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基于

以残差网络 ResNet[20]代替 VGG16 作为网络模型，ResNet

添加特殊模块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以及基于非静态网

直接将输入信息绕道传到输出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

络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

统神经网络在训练过程中或多或少丢失部分信息的问题。

1.1

基于全卷积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

为了解决空洞卷积难以识别小物体的问题，DeepLabV2

全卷积网络（FCN）是将深度学习运用到图像语义

使 用 了 空 洞 空 间 金 字 塔 池 化（Atrous Spatial Pyramid

分割领域的开山之作。FCN 的主要思想是把 AlexNet 、

Pooling，
ASPP）对原图提取多尺度特征。ASPP 的思想与

VGG16 以及 GoogleNet 等常见的网络结构中的全连

空间金字塔池化[21]类似，
可以更有利于获取同一事物在不

接层转化为卷积层，并在最后使用反卷积，用来将经过

同尺度下的特征。由于ASPP的加入，
虽然使得DeepLabV2

下采样压缩后的特征图通过上采样恢复到原来的尺寸，

相较于 DeepLabV1 有了更多的参数量，但是却带来了很

具体的网络结构如图 1 所示。FCN 可以把图像中的每

大程度上的精度提升。文献[22]对 DeepLabV2 的分割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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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做出了优化，采用 Xception 网络作为编码器，增加

网络结构。其中编码器通过卷积池化操作获得像素的

FPN 解码特征的过程，并减少了 ASSP 的参数数量，使分

位置信息，而解码器通过反卷积操作还原像素的位置信

割速度提高了近一倍。

息，进而形成一种对称的网络结构。

应

DeepLabV3 在 DeepLabV2 的基础上做出了改进，
[23]

与

依旧以残差网络 ResNet 作为网络模型。DeepLabV3 提

程

SegNet[27] 是最经典的编码器解码器结构的图像语

义分割网络，具体网络结构图如图 2 所示。SegNet 中编

供了两种思路，第一种是在结构上利用空洞卷积能够增

码器以 VGG16 网络结构为原型，保留了 VGG16 中的前

加感受野的优势，采用空洞卷积来加深网络的层数，这

13 个网络层，完全删除了全连接层，用来提取输入图的

样做的优势在于不用担心因为网络层数的增加而降低

特征。而解码器与编码器相对应，对编码器生成的特征

图像分辨率，之后将这些串行连接的空洞卷积与 ASSP

图进行上采样，保证最后的分割图与原图分辨率一样。

相结合。DeepLabV3 的第二种思路是在 ASSP 模块中

值得注意的是，SegNet 中的每一个池化都添加了一个索

做出了改进，在模块中添加了一个 1×1 的卷积层和 BN

引功能，作用是保留经过最大池化后剩余元素的初始位

（Batch Normalization），并在模型最后添加了全局平均

置。添加索引使编码器在网络训练过程中不再需要把

池化 ，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图片语义信息。最后，由

完整的生成图传递给解码器，可以大幅减少网络训练时

于 CRF 学习速度过慢，且在 DeepLabV1 和 DeepLabV2

的内存占用。文献[28]也使用了编码器解码器结构，并

中提升的精度较少，因此在 DeepLabV3 中被舍弃。最终

提出了双通道，用来分别处理像素标注目标图像和所有

实验结果证明，DeepLabV3 即使是在去除了 CRF 的条件

源图像，不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图像标注问题，还提升

下也能获得比 DeepLabV2 更高的精确度。文献[25]在

了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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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eepLabV3 的基础上，使用轻量化 MobileNet 作为特征

U-Net[29] 是对生物医学图像和遥感图像 [30] 进行语义

提取器，并采用 Swish 激活函数进行精度补偿，使得在

分割的编码器解码器结构的网络。编码器通过卷积和

相同精度的条件下，模型大小和运行时间大幅降低。

池化提取输入图特征，之后将这些特征图传递给解码器

RefineNet 是一种用于高分辨率语义分割的多路

进行上采样。U-Net 用到了网络层之间通道的拼接，这

径优化网络，该网络可以完美利用降采样过程中的所有

种网络层之间的拼接方法可以实现多层次融合，也就是

可用信息，以实现使用远程残差连接的高分辨率预测。

说把网络中的每一层信息融合在了一起。拼接的优势

RefineNet 网络一共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残差卷积

在于通过实现多层次融合，使得网络在训练过程中可以

单元，用来接收多个任意分辨率的特征图并获得这些特

很大程度减少因为池化层的计算而丢失的信息。而由

征图的底层信息；第二部分是多分辨率融合，将多个分

于 U-Net 多次使用复制和裁剪，最终虽然会导致语义分

辨率的图像通过上采样恢复到相同的分辨率并进行融

割图即使通过解码器进行上采样也不能够恢复到与输

合；第三部分是链式残差池化，构建由多个块组成的链，

入图相同的尺寸，但是在同期却因为在网络结构中保留

每个块由一个最大池化层和一个卷积层组成，可以从较

了更多的原图信息而取得了较高的精度。文献[31]对

大的图像区域捕获背景上下文信息并提取高级语义特

U-Net 进行了改进，采用了 DenseNet 的思想，将 U-Net 中

征。RefineNet 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结合高级语

的前四层全部连接起来，可以更好地获取多个层次的特

义特征和低级特征生成高分辨率分割图的网络结构，该

征，专门用来处理生物医学图像。

[26]

网络适用于多类语义分割任务，在语义分割主流的 7 个
数据集中超过了所有同期的其他网络。

1.2

DeepLabV3+[32]在 DeepLabV3 的基础上做出了改进，
采用了编码器解码器结构进行图像语义分割。DeepLabV3+

基于编码器解码器结构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

将 DeepLabV3 网络结构作为编码器，并添加一个简单高

编码器解码器结构是语义分割领域中一种流行的

效的解码器用于获取空间信息，具体的网络结构如图 3

卷积编解码
输出

输入
池化索引

RGB 图像

分割图
卷积+归一化+ReLu

图2

池化

上采样

SegNet 网络结构图

Soft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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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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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

与

3×3 卷积
比例 12

程

3×3 卷积
比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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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化

解码器

上采样

低级特征

1×1 卷积

3×3 卷积

拼接

图3

预测

上采样

DeepLabV3+网络结构图

所示。DeepLabV3+使用了 Xception[33] 结构进行图像语

增加，而且使得能保留的原图信息越来越少。为了解决

义分割，可以大幅提升网络的运行速度。在编码器中，

这些问题，设计出 non-local[36]，一种可以用于图像语义

利用空洞卷积获取并调整编码器特征的分辨率，来平衡

分割的自注意力机制模块，该模块的示意图如图 4 所

运行时间和精确度之间的关系。在编码器中的 ASPP 以

示。non-local 模块可以通过直接计算出任意两点的关

及解码器中，添加了深度分离卷积，可以大幅降低网络

系来高效获得长范围依赖，且能保证输入图和输出图尺

的参数量，使得整个网络模型可以快速计算并保持较好

度不变，
便于应用到各种网络模型中。文献[37]以 ResNet

的学习能力。最后，将由空洞卷积获得的低级纹理特征

为网络结构并利用 non-local 模块，在该模块中加入金字

和由 ASSP 获得的高级语义特征拼接起来，经过 3×3 卷

塔池化进行下采样，使得 non-local 模块从计算任意两点

积层再上采样获得预测结果。DeepLabV3+取得了较

的关系转变为计算任意一点和图像块之间的关系，大幅

DeepLabV3 更高的精度，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准。

提升了计算效率。文献[38]使用了两个注意力机制模块，

1.3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
近年来，随着注意力（Attention）机制在自然语言处

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领 域 取 得 主 导
地位，人们把 Attention 机制也同样用在了图像语义分割
上。将注意力机制引入语义分割网络，可以更好地从大
量语义信息中提取出最关键的部分，使得网络的训练过
程更加高效，分割效果也会显著提升。但基于通道注意
力机制的模型 SENet[34] 很难达到像素级别的分割效果，
因此大多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使用自
注意力机制模型来提高图像语义分割精度。
DANet 就是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图像语义分割

第一个模块通过双线性池化[39]获得图像的全部特征，并
将其放在一个集合中，第二个模块将这些特征自适应地
分配到每个位置，与 non-local 有类似之处。CCNet[40] 是
一种基于十字交叉模块的网络，十字交叉模块是对 nonlocal 模块的一种改进。使用了串行连接的两个十字交
叉模块，使得每个像素点在第一个模块中先计算出该点
与其十字型结构的其他像素点的关系，接着在第二个模
块遍历所有的像素点，这样可以在提升精度的同时降低
内存。
输出

T × H × W × 1 024

[35]

网络，采用带有空洞卷积的 ResNet 作为主干网络。将

1×1×1

元素求和

经过主干网络后的生成图通过两个并行的自注意力机

T × H × W × 512
softmax

制模块，即位置注意力模块和通道注意力模块。位置注
意力模块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来更新位置特征，用来获

THW × THW

得生成图的任意两个位置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通道
注意力模块同样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来更新每个通道，
用来获得生成图任意两个通道之间的通道依赖关系。
最后对经过两个自注意力机制模块的输出图进行元素
求和实现融合，最终通过一次卷积获得语义分割图。
大多数的语义分割任务都通过多个卷积层来增大
感受野，但随着卷积层的不断堆叠，不仅造成计算量的

矩阵乘法

转置

T × H × W × 512 T × H × W × 512
ϕ:1 × 1 × 1

θ:1 × 1 × 1

T × H × W × 512
g:1 × 1 × 1

T × H × W × 1 024
输入

图4

non-local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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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进行压缩并减少网络参数，从而进一步提升速度。

出，但由于每个像素点都要和全图所有其他的像素点进

单从速度指标来看，E-Net 的速度是 SegNet 的 20 多倍。

行计算，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过大。EMANet[41] 是

PSPNet[44] 是一种用于复杂场景的金字塔场景解析

应

一种期望最大化注意力机制网络。EMANet 的核心之

网络，用来将复杂场景上下文特征嵌入基于 FCN 的像

处在于 EMA 单元，该单元通过 EM 算法中的 E 步更新注

素预测框架中，通过金字塔池化模块聚合了基于不同区

与

程

意力图，M 步更新一组基，之后 E 步 M 步交替执行，最后

域的上下文信息，具体的网络结构如图 5 所示。PSPNet

迭代出一组紧凑的基。由于仅在这组紧凑的基上运行注

的核心之处在于金字塔池化模块，首先让经过卷积层的

意力机制，
相较于 non-local 大幅降低了复杂度。EMANet

特征图进入金字塔池化模块。该模块通过四种不同尺

随着 EM 算法迭代次数的增加，其性能相较 non-local 有

度的池化得到不同大小的输出特征图，之后将多个输出

了明显的提升。

特征图通过卷积层再进行上采样，可以将多个不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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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et 是一个添加了通用附加注意力机制模块

输出特征图恢复到和原特征图相同的尺寸，最后对所有

的网络，名为高度驱动注意力网络，专门用来对城市场

的输出特征图和原特征图进行拼接卷积得到最终图像

景图像进行语义分割。通过对城市场景图像的观察，发

语义分割图。PSPNet 通过金字塔池化模块可以很好地

现图像水平分割部分的像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可

解决由于大多数基于 FCN 网络没有捕获到足够的上下

以根据像素的垂直位置有选择地调整信息特征并对像

文信息而导致错误分割的问题，因此可以提升对具有相

素进行分类。就类别分布而言，城市场景图像中每行像

似外观的不同物体的语义分割精度。

[42]

素都包含不同的上下文信息，HANet 模块的主要目的就

PointRend[45]是基于点的渲染的神经网络模块，该模

是提取这些信息并计算每行像素的注意权重，用来表示

块的设计理念是将对图像分割问题视为图像渲染问题

每行的重要性。HANet 模块将原图通过宽度池化压缩

进行处理。所谓渲染，即把 3D 实体在 2D 平面上绘制出

空间维度，再经过三层卷积获得注意力图，并将正旋位

来，难点在于对实体的边缘进行分割。PointRend 模块

置编码添加到 HANet 模块中，用于提取高度方向的上下

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点的选择策略，仅选择处

文信息，最后将注意力图与特征图进行元素乘积获得分

于物体边缘位置的点；第二部分是点的特征表示，通过

割图。HANet 模块可以添加进如 DeeplabV3+的现有模

双线性插值计算出被选择的点的特征；第三部分则是对

型中，可在城市场景数据集中取得最高性能。

这些点的特征进行预测。其中重点在于点的选择策略，

1.4

基于添加特殊模块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

通过计算该点与其近邻点是否显著不同的方式可以自

目前，许多图像语义分割方法通过构建特殊模块，

适应地正确选择出少量物体边缘位置的点，不仅能避免

并将特殊模块添加到常见网络结构中达到提升图像语

对所有像素进行过多无用的计算，还能直接影响最终的

义分割性能的目的。E-Net[43]属于实时图像语义分割的

分割效果。PointRend 模块可以理解成上采样功能模

网络，和大多数的语义分割网络不一样，该网络的侧重

块，用双线性插值法进行上采样，并对模糊的点进行预

点主要放在确保一定精度时网络的速度上。E-Net 设计

测，直到达到所需的分辨率。该模块可以添加到实例分

出一种初始模块来达到目的，初始模块将池化层和卷积

割网络 Mask R-CNN[46] 和语义分割网络 DeepLab 中，进

层采用并行的方式计算，代替传统 CNN 中池化层在卷

一步提升分割精度。

积层之后的设定。之后再对并行运行的结果进行拼接

SPNet[47]是由条纹池化模块（Strip Pooling Module，

作为输出，可以减少网络的深度并降低计算量。另外将

SPM）和混合池化[48]模块（Mixed Pooling Module，
MPM）

下采样放置在网络结构的前端，可以有效地对特征图的

构建而成的图像语义分割网络，该网络的核心在于条纹
卷积
卷积

卷积
特征图
金字塔池化模块

图5

PSPNet 网络结构图

上采样

输入图

卷积

池化

CNN

卷积

分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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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化（Strip Pooling）。条纹池化是一种新的池化方法，

Auto-DeepLab 在未预训练的条件下性能超过了当时大

其 计 算 方 式 和 平 均 池 化 一 样 ，但 池 化 核 变 为 1 × n 或

多数预训练模型。

应

n × 1（n 为特征图的长或宽）。这种长方形池化核相较

Dynamic Routing[53] 是最新的语义分割表示方法，

于大多数正方形池化核可以更好地捕获图像中长条型

提出了一个动态路由的新概念。动态路由会根据输入

结构的目标对象。SPM 将输入图通过并行的水平条纹

图像中不同尺度目标的分布情况进行推理，并在推理过

与

程

池化和竖直条纹池化得到两张特征图，再将两张特征图

程中自适应地生成不同的网络结构。利用动态路由，可

进行扩张求和后得到融合特征图，最后将融合特征图进

以将图像中各类物体根据尺寸的大小自适应地分配到

行卷积处理后与原输入图进行像素相乘获得输出图。

相对应分辨率的网络层上，从而针对性地实现特征变

MPM 是对 SPM 的改进，区别在于添加了金字塔池化，

换。在路由空间方面，可以包含多个独立的节点，每个

与条形池化构成混合池化，用来解决 SPM 不能较好地

节点都包含上采样、尺度不变和下采样三种尺度变换通

捕获图像中的非长方形目标的问题。SPNet 通过 SPM

路 。 与 Auto-DeepLab 中 的 节 点 只 能 选 择 一 条 路 径 不

和 MPM 对各类形状的物体都有较好的分割效果，其精

同，动态路由中的每个节点都支持多通路选择和跳跃连

度达到了 SOTA。

接，因而可以模拟出很多经典的语义分割网络架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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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Net[49] 是用于场景解析的特征金字塔对齐网络，
通过将光流对齐模块（Flow Alignment Module，FAM）
插入特征金字塔网络（Feature Pyramid Network，
FPN）

[50]

框架构建而成。SFNet 的核心部分在于 FAM，FAM 将变

换后的高分辨率特征映射与低分辨率特征映射相结合，
生成语义流场，用于将低分辨率的粗略特征转化为高分
辨率的精细特征。FAM 在形式上类似于通过光流对齐
两个视频帧，用于学习相邻层特征映射之间的语义流，
并将高级语义特征有效地传播到高分辨率特征并进行
对齐，进而获得具有高分辨率的高级语义特征。由于
FAM 可以高效地将语义信息从深层传递到浅层，可以
更加丰富地表示低级特征的语义。SFNet 通过丢弃部
分相对无关的卷积来减少计算开销，再配合使用 FAM
提升精度，使得网络在分割精度和速度之间实现最佳的
平衡。最终不仅在速度上达到了实时的效果，还显著提
高了准确性，在多个数据集中均表现出了极佳的性能。

1.5

基于非静态网络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
直到现在，大多图像语义分割网络都属于单一静态

网络，虽然静态网络也能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图像有着较
高精度，但是静态网络却不能保证最适用于所有类型的
图像。因此设计出一种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图像进行合
理网络构建的非静态网络，不仅会适用于所有图像，还
能较静态网络取得更高精度。
Auto-DeepLab[51] 是一种自动搜索图像语义分割架
构的方法，该方法首次将神经架构搜索（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NAS）[52] 用 在 图 像 语 义 分 割 中 。 AutoDeepLab 提出了一种网络级架构搜索空间，这种搜索空
间可以增强单元级搜索空间，从而形成分层架构搜索空
间，通过这种分层架构搜索空间可以搜索到最优的单元
架构和网络架构。为了保证搜索最优架构的高效性，
Auto-DeepLab 设计出了一种与分层架构搜索空间相匹
配的连续松弛的离散架构，可以通过梯度下降的方法进
行优化，进而明显提升搜索效率。由于搜索的高效性，

路由选择方面，由于对每个节点都设置了一个计算单元
并设置了一种软条件门控，使得该节点选择的每一条路
径的概率都由门控函数计算，因而可以动态地选择路
径。此外，通过给门控函数设计预算约束，可以尽可能
舍弃无意义的计算，进而降低计算成本。实验结果显
示，Dynamic Routing 网络较大多数静态网络有着更优
越的性能。

2 语义分割的性能对比
2.1 图像语义分割性能评估指标
为了对各种图像语义分割方法的性能进行公平的
对比，需要使用一种统一的、在语义分割领域公认的评
估指标。目前，语义分割领域中常用的三种评价指标包
括精度、执行时间以及内存占用。就精度这一评价指标
而言，最常见的性能评估指标包括像素精度（PA）、平均
像素精度（MPA）、平均精度（AP）、平均召回率（AR）、平
均 精 度 均 值（mAP）、交 并 比（IoU）以 及 平 均 交 并 比
（MIoU）。 在 评 估 结 果 时 ，一 般 会 选 择 PA、MPA 以 及
MIoU 这三项指标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1）精度
精度是当前语义分割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PA 表示语义分割图像中分割正确的像素数量与总像素
数量的比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n

PA =

∑ p ii

i=0
n
n

（1）

∑ ∑ p ij
i=0 j=0

MPA 表示每个类别中正确的像素数量与该类别所
有像素数量的比值的均值，
具体的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n
p ii
MPA = 1 ∑ n
（2）
n + 1 i=0
∑ p ij
j=0

MIoU 从字面上理解，表示各类像素的观测区域和
真实区域的交集与并集之间的比值的平均值，从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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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分割结果和真实图像的重合程度。MIoU 是图像

多张图像用于语义分割，这些适用于语义分割的图片尺

语义分割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项指标，具体的计算方法

寸不同，且不同物体之间存在遮挡现象。

应

如式（3）所示：
MIoU =

PASCOL Context[55]数据集是由PASCOL VOC 2010

p ii

n

1
n + 1∑
i=0

n

n

j=0

j=0

∑ p ij + ∑ p ji - p ii

数据集改进而来，添加了大量的物体标注和场景信息，

与

（3）

程

一共有 540 个标注类别。但在算法评估时，一般选择出
现频率最高的 59 个类别作为语义标签，剩余类别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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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表示像素的类别；p ij 表示实际类型为 i ，预测

类型为 j 的像素的数量；p ii 表示实际类型为 i ，预测类
型也为 i 的像素的数量，即正确的像素数量。

背景。

PASCOL Part[56]数据集也是由 PASCOL VOC 2010

数据集改进而来，图像数量保持不变，但对数据集中的
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三部分中的图像添加了像素级

（2）执行时间

对于实时语义分割任务，执行时间是比精度还重要

别的标注。对于原数据集中的部分类别也进行了切分，

的一个指标。这项指标可以反映运行速度的快慢，进而

使得物体的各个部位都有像素标注，可以提供丰富的细

决定是否能投入到实际应用中。

节信息。

（3）内存占用

MS COCO[57]数据集是一种由微软团队提供的可用

当满足精度和执行时间指标时，由于可能在某些应

于语义分割的大型数据集。MS COCO 数据集提供了

用场景中存在内存配置固定的情况，此时需要考虑内存

包括背景共 81 种类别、328 000 张图像、2 500 000 个物

占用问题。

体实例以及 100 000 个人体关键部位标注。数据集中的

2.2

图像语义分割数据集

图片来源于室内室外的日常场景，图片中每个物体都有

不同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在处理相同类型的图像

精确的位置标注，适用于对网络进行预训练。

时的效果参差不齐，而且不同的图像语义分割方法擅长

Cityscapes[58] 数据集是一种无人驾驶视角下的城市

处理的图像类型也各不一样。为了对各种图像语义分

景观数据集。Cityscapes 数据集记录了 50 个不同城市

割方法的优劣性进行公平的比较，需要一个包含各种图

的街道场景，包含了 5 000 张精细标注还有 20 000 张粗

像类型且极具代表性的图像语义分割数据集来测试并

略标注的城市环境中无人驾驶的场景图像。这 5 000 张

得到性能评估指标。下面将依次介绍图像语义分割领

精细标注图像共分为 2 975 张训练图像，1 525 张测试图

域中常用的数据集，所有常用数据集的数据对比如表 1

像以及 500 张验证图像，总共提供了包括行人、车辆和

所示。

道路等 30 种类别标注。

PASCOL VOC 系列数据集在 2005 年至 2012 年每

KITTI[59]数据集是一种用于自动驾驶场景的算法评

年都会用于图像识别挑战，为图像语义分割提供的一套

估数据集。KITTI 数据集中包含了城市、乡村以及高速

优秀的数据集。其中最常用的 PASCOL VOC 2012

[54]

公路等多种真实场景图像，最初用于评估目标检测等技

数据集包括场景在内共有 21 种类别，主要包含人类、动

术，是自动驾驶领域最受欢迎的数据集之一。但是该数

物、交通工具和室内家具等。该数据集共包含 10 000 多

据集创立时却缺乏语义标注，后来通过三人添加手工标

张图像，
而适用于语义分割的图像有 2 913 张，
其中 1 464

注的方式使得该数据集可用于语义分割。

张作为训练图像，另外 1 449 张作为验证图像。之后该

ADE20K[60-61]数据集是一种由 MIT 发布并维护的用

数据集的增强版 PASCOL VOC 2012+又标注了 8 000

于场景解析的大型数据集。ADE20K 数据集拥有超过

表1

语义分割常见数据集对比

年份

数据集

种类数量

数据总量

训练集

验证集

测试集

应用场景

2008

CamVid

32

701

368

100

233

驾驶场景

2011

SBD

21

11 335

8 498

2 857

—

通用场景

2011

Sift Flow

34

—

2 688

—

—

室外场景

2012

PASCOL VOC 2012

21

10 000+

1 464

1 449

1 449

通用场景

2012

NYUDv2

40

1 449

795

654

—

室内场景

2014

PASCOL Context

540

—

10 103

10 103

9 637

通用场景

2014

PASCOL Part

21

—

10 103

10 103

9 637

人体解析

2014

MS COCO

81

328 000

82 783

40 504

81 434

室内室外场景

2015

Cityscapes

30

5 000

2 975

500

1 525

城市场景

2015

KITTI

10

—

112

驾驶场景

2015

SUN-RGBD

37

10 000+

2 666

2 619

5 050

室内场景

2017

ADE20K

150

25 000+

20 210

2 000

3 352

室内室外场景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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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00 张场景图像，其中训练集有 20 210 张图像，验证

展，为 PASCOL VOC 数据集中图像提供了正确的标签，

集有 3 000 张图像，测试集有 3 352 张图像。数据集中的

这些标签提供了各个物体的边界信息。SBD 数据集包

图像包含了 150 种类别，图像中的物体大多为室内和室

含 11 335 张具有 21 个类别的图像，其中 8 498 张图像作

应

为训练集，2 857 张图像作为验证集。

与

外的常见物体。

SUN-RGBD 数据集是通过 4 个 RGBD 传感器捕
[62]

程

CamVid[66] 数据集是最早用于自动驾驶的数据集。

获的图像集合而成的数据集。SUN-RGBD 数据集均为

CamVid 数据集是由车载摄像头从驾驶员的角度拍摄的

密集标注，图像尺寸与 PASCOL VOC 一致，包含 10 000

5 个视频序列组建而成的，包含了在不同时段的 701 张

多张 RGBD 图像和 37 种类别，另外还包含了 146 617 个

图像和具有 32 个类别的语义标签。

多边形标注和 58 657 个边界框标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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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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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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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实验结果分析与对比

NYUDv2[63]数据集是由微软 Kinect 设备获得的室内

各种图像语义分割方法的网络结构和所使用的数

场景组成的数据集。NYUDv2 数据集由一系列的视频

据集各不相同，无法对所有指标进行比较。为了对各种

序列组成，包含 1 449 张具有 40 个类别的 RGBD 图像。

方法进行公平且直观的对比，表 2 选择 MIoU 作为对比

数据集中共包含 464 种室内场景，26 种场景类型，适用

上述图像语义分割方法的指标，并列举各种图像语义分

于家庭机器人的图像分割任务。

割方法的关键技术。

Sift Flow 数据集是以室外场景为主的 数 据 集 。
[64]

Sift Flow 数据集共有 2 688 张连同场景在内的 34 种类

3

总结与展望

别的训练集图像，包含例如沙漠、河流以及山川等 8 种

目前，自从深度学习进入图像语义分割领域，越来

户外类型场景，每张图像都带有像素级标签，专门用于

越多的全监督学习语义分割方法相继提出，伴随着计算

基于室外场景的任务。

机性能的提升和网络模型的优化，其分割精度不断提

SBD[65] 数据集是对 PASCOL VOC 数据集的一个扩
表2
分类

年份

方法

升。本文主要对当前主流的全监督图像语义分割方法

图像语义分割方法对比

优缺点

适用场景

关键技术

数据集

MIoU/%

PASCOL VOC 2012

62.2

PASCOL Context

37.8

MS COCO

22.7

CamVid

51.9

PASCOL VOC 2012

67.6

PASCOL VOC 2012

79.7

Cityscapes

70.4

空洞卷积和

PASCOL VOC 2012

85.7

ASPP 结合

Cityscapes

81.3

PASCOL VOC 2012

83.4

PASCOL Context

47.3

MS COCO

33.6

Cityscapes

73.6

NYUDv2

46.5

SUN-RGBD

45.9

ADE20K

40.7

优点：端到端训练，能确保输出图和 各类场景均
2014

FCN

原图有相同尺寸

缺点：反卷积操作会丢失大量的原图 多用于室内
信息，导致分割精度较低

2014

DeepLabV1

2015

DeepLabV2

像语义分割方法 2017

DeepLabV3

基于全卷积的图

可使用，但大

卷积层替换
全连接层

场景
空洞卷积、

优点：利用空洞卷积网络有较大的感

条件随机场

受野，且 ASPP 能捕获多尺度特征，对 大多用于室外
大目标物体的分割精度较高

的城市场景

缺点：对小目标物体的分割精度较差

ASPP 模块

优点：可以更好地捕获图像中的高级
语 义 特 征 ，并 将 其 与 低 层 特 征 相 融
2017

RefineNet

合，有效地提升分割精度
缺点：会丢失部分目标的边界信息，

适用于所有

链式残差池化

场景

模块

且网络训练用时较长
优 点 ：利 用 索 引 保 留 元 素 的 位 置 信
2015

SegNet

息，能降低网络训练时的内存占用
缺点：网络参数较多，却没有相对较

用于室内场景

保留池化后元
素初始位置

CamVid

60.1

SUN-RGBD

31.8

ISBI

77.6

PASCOL VOC 2012

89.0

Cityscapes

82.1

好的分割精度
优点：通过拼接实现多层次融合，可

基于编码器解码
器结构的图像语
义分割方法

2015

U-Net

以保留更多的网络层信息

用于生物医

缺点：由于拼接需要裁减图像，导致 学图像

网络层之间通
道拼接

分割图尺寸小于原图
优点：ASPP 中添加深度分离卷积，使
2018

DeepLabV3+

得网络分割精度进一步提升
缺点：对小目标物体的分割精度较差

大多用于室外
的城市场景

深度分离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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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分类

年份

2019

方法

优缺点

适用场景

应

与

DANet

关键技术

并行自注意力
机制模块

优点：通过多个自注意力机制模块增

基于注意力机制
的图像语义分割
方法

程

g
r
工
o
.
j
机
a
e
算
c
.
计
w
w
w
2019

2019

2019

Asymmetric
Non-local

强全局的特征融合

缺点：空间复杂度和时间复杂度都较高

CCNet

EMANet

适用于所有

Non-local 模块

场景

十字交叉模块

优点：EM 算法引入到注意力机制中，

EM 算法

大幅降低了复杂度且提升了精度

51

数据集

MIoU/%

PASCOL VOC 2012

82.6

PASCOL Context

52.6

MS COCO

39.7

Cityscapes

81.5

PASCOL Context

52.8

Cityscapes

81.3

ADE20K

45.2

Cityscapes

81.4

ADE20K

45.2

PASCOL VOC 2012

88.2

PASCOL Context

53.1

MS COCO

39.9

Cityscapes

83.2

Cityscapes

64.0

CamVid

51.3

SUN-RGBD

19.7

PASCOL VOC 2012

85.4

Cityscapes

80.2

Cityscapes

78.6

优点：可以高效提取垂直方向的上下

文信息，且该注意力机制模块便于添

2020

HANet

加到现有的网络模型中

用于城市场景

缺点：仅适用于图像垂直方向类别分

提取高度方向
上下文信息

布不平衡的数据集

优点：并行的池化和卷积模块以及压

2016

E-Net

缩图像可以大幅提升网络速度

大多用于室

缺点：大幅提升网络速度的代价是精 外场景

池化层与卷积
层并行

度大幅降低
优点：金字塔池化模块可以捕获更多
2017

PSPNet

的上下文信息进而提升分割精度

大多用于室

缺点：会丢失部分的边界信息且网络 外场景

金字塔池化
模块

速度较慢
基于添加特殊模

优点：特定的点的选择策略可以更好

块的图像语义分 2019

PointRend

割方法

处理物体边界信息，其特殊模块添加
到多个模型中均能提升分割精度

适用于所有
场景

仅对边缘位置
点进行计算和
预测

优点：设计的条纹池化模块可以大幅
2020

SPNet

提升网络对长方形物体的分割精度

适用于所有

缺点：对于非长方形物体的分割精度 场景

条形池化

提升不大
优点：利用光流对齐模块代替传统上
2020

SFNet

采样，可以高效地提取并传递语义信 大多用于室
息，对网络的分割精度以及速度均有 外场景

光流对齐模块

大幅提升
2019 Auto-DeepLab
基于非静态网络

分层架构搜索

加合适的网络结构来训练网络

空间

场景

82.0
54.5

ADE20K

45.6

Cityscapes

81.3

CamVid

72.4

PASCOL Context

54.6

ADE20K

44.7

PASCOL VOC 2012

85.6

Cityscapes

79.7

ADE20K

44.0

PASCOL VOC 2012

84.0

Cityscapes

80.7

优点：可以根据图像中物体的尺寸分

的图像语义分割
方法

优点：引入 NAS，可以自主搜索出更 适用于所有

Cityscapes
PASCOL Context

2020

Dynamic

布不同，依靠软条件门控动态选择最 大多用于室

Routing

佳的网络路径进行训练，使得分割精 外场景

动态路由

度高于大多静态网络

进行了分类，依次对每种类别中极具代表性的方法进行

制可以简化特征提取方式，使得引入注意力机制的方法

了综合性的评估，详细介绍了各方法的网络模型和具体

性能超过了大多全卷积语义分割方法。语义分割领域

流程，并对各方法的实验效果进行了对比。在语义分割

仅仅在引入注意力机制的三年内，已经出现少量通过引

领域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重点进行

用注意力机制使其性能达到了 SOTA 的语义分割网络

展望。

模型，证明了引入注意力机制的有效性。到目前为止，

（1）注意力机制

许多注意力机制模块都是以 non-local 为基准进行结构

自从注意力机制引入到图像语义分割领域，出现了

或者算法上的改进，嵌入到网络模型中能提升分割精

多种基于注意力机制的语义分割方法。由于注意力机

度。也有少量注意力机制模块专门针对某一数据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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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共同特点来设计，仅在该数据集中能取得最好效

[8] LONG J，SHELHAMER E，DARRELL T.Fully convolu-

果。从当前发展趋势来看，语义分割网络模型中如何引

tional networks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C]//2015 IEEE

应

入更合适的注意力机制模块来提高性能将会是未来研
究的重点。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与

2015：3431-3440.

[9] KRIZHEVSKY A，SUTSKEVER I，HINTON G E.Imagenet

（2）实时图像语义分割技术

程

目前，主流图像语义分割方法把重点都放在分割精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

g
r
工
o
.
j
机
a
e
算
c
.
计
w
w
w

度方面，缺乏对实时性的关注。任何网络模型在追求精
度的同时，势必会增加网络层数和网络参数量，这都对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2012：
1097-1105.

网络的实时性产生影响。而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无论是

[10] SIMONYAN K，ZISSERMAN A.Very deep convolutional

无人驾驶还是智能机器人，为了保障人身安全，需要对

networks for large-scale image recognition[J].arXiv：1409.

网络的实时性进行严格的把控。现在，部分网络通过采

用轻量化的主干网络、改变网络模型通道数或对图像进
行压缩的方法来确保实时性，但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分
割精度的下降。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速度指标而大幅降
低分割精度同样不能满足应用需求。因此如何在保证

分割精度的前提下提升语义分割网络模型的速度，也会
成为语义分割领域中一个研究热点。
（3）数据集的自动标注

1556，2014.

[11] SZEGEDY C，LIU W，JIA Y，et al.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C]//2015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2015：1-9.

[12] ZHANG Y，QIU Z，YAO T，et al.Fully convolutional
adaptation networks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C]//2018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2018：6810-6818.

[13] JÉGOU S，DROZDZAL M，VAZQUEZ D，et al.The one

目前大多数主流的图像语义分割领域所使用的数

hundred layers tiramisu：fully convolutional densenets

据集都是依赖人工标注的方式构建的，这并不能满足图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C]//2017 IEEE Conference on

像语义分割的需求。人工进行图像像素级标注所需的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Workshops，2017.

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过大，且产生的精细标注的图片数

[14] HUANG G，LIU Z，MAATEN L V D，et al.Densely

量也较少。而自动标注的难点在于其容易忽略图像的

connected convolutional networks[C]//2017 IEEE Confer-

深层语义，且没有一个固定的质量评价标准，导致最终

ence on Coru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2017.

结果和人工标注图像差距较大。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

[15] CHEN L C，PAPANDREOU G，KOKKINOS I，et al.Seman-

深入，许多基于深度学习的数据集自动标注方法相继出

tic image segment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ts

现。最初主要是基于多模态空间的方法以及基于多区

and fully connected CRFs[J].arXiv：1412.7062，2014.

域的方法。之后出现利用基于 GAN 的方法，使自动标

[16] YU F，KOLTUN V.Multi- scale context aggregation by

注图像可以通过网络训练尽可能缩小与人工标注图像

dilated convolutions[J].arXiv：1511.07122，2015.

的差距，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为了能在实际应用中有效

[17] KRÄHENBÜHL P，KOLTUN V.Efficient inference in

地解决标注成本问题，设计出更好的 GAN 模型对图像

fully connected CRFs with Gaussian edge potentials[C]//

数据集自动标注或将成为另一个研究热点。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1：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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