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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

图像描述方法，该方法从标注语句训练集中构建

属性词汇表，采用VGGNet模型作为CNN模型，采用

带标签的数据集进行CNN的参数训练与调整，输

入待描述的图像，得到语义属性预测概率，将图

像送入CNN网络中提取出描述释义向量并计算出

每个释义对应的权重，再根据释义向量以及其对

应权重计算出上下文向量，将语义属性预测概率

及上下文向量输入到多级联结的循环神经网络

中，输出的结果的组合即为该图像的自然语言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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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从标注语句训练集中提取语义属性，构建属性词汇表；

S2：采用VGGNet模型作为CNN初始模型，采用单标签的ImageNet数据集进行CNN的参数

预训练，然后再用多标签数据集MS  COCO进行CNN参数的精细调整；

S3：输入待描述的图像，将其分割成不同的区域，输入到训练好的CNN中，将图像信息表

达成高等级的语义信息，得到语义属性预测概率；

S4：将图像送入CNN网络中提取出描述不同区域的释义向量；

S5：根据上一层LSTM的隐变量的信息计算出每个释义对应的权重，再根据释义向量以

及其对应权重计算出上下文向量；

S6：将语义属性预测概率及上下文向量输入到多级联结的循环神经网络中，输出的结

果的组合即为该图像的自然语言描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2中，将CNN最后一个全连接层的输出输入到一个256分类的softmax分类器中，然后最小

化损失函数 即可，其中 ，N代表训练样本数；y i j＝[y i 1 ,

yi2,······,yic]是第i个图像对应的标签向量；pij＝[pi1,pi2,······,pic]是

对应的预测向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3中，采用多尺度组合分组MCG算法将一张输入图像分割成不同的局部区域图片，再将这

些图片送入步骤S2训练好的CNN中，采用最大池化算法得到语义属性预测概率Vatt(I)。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4中，将图像送入VGGNet网络中，并从VGGNet的conv5_3层中取出描述不同区域的释义向

量ai。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5中，根据上一层LSTM的隐变量的信息ht-1可以计算出每个释义对应的权重αi，再根据

计算出上下文向量zt。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6中，使用x和p代表循环神经网络LSTM的输入与输出，t代表生成描述的自然语句的长

度，则整个网络训练的具体过程如下：

S61：将语义属性预测概率送入第一个的LSTM中，此时第一个LSTM的输入为x-1＝WeaVatt

(I)，其中Wea为属性权重矩阵，除此以外生成隐变量h-1送入下一个LSTM中；

S62：对于每一层LSTM，将xt和上一层隐变量信息ht-1送入LSTM的计算单元，其中：xt＝

WesZt，zt为上下文向量，Wes为上下文向量嵌入矩阵；

S63：LSTM单元进行计算，得到图像描述的输出结果：pt+1＝LSTM(xt ,ht-1)，其中，函数

LSTM(·)代表着长短时记忆单位中遗忘层，更新层，输出层的信息传递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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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视觉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

描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科技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图像数据的数量大幅度地提升。同时，图像信

息提取的需求也日益提高。而根据图像给出能够描述图像内容的自然语言语句已经计算机

视觉领域一个研究热点。

[0003] 由计算机视觉技术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图像描述这个课题作为一个热

点已经持续了几年，很多方法都被提出。例如：基于局部区域特征的方法，基于多模态递归

神经网络的方法以及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结合循环神经网络(RNN)的方法等。其中，基

于CNN结合RNN的方法研究的成果最多，效果最好。然而，这些方法把图像输入CNN之后从CNN

靠后的层中取出激活数据输入到RNN中，而忽略了图像的深层次的语义概念以及区域关注

点信息。所以我们图像描述研究将针对基于图像高级语义及关注点机制的多级联结循环神

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以提取图像深层次的语义概念以及区域关注点信息。

[0004] 基于CNN结合RNN的方法的主要思想是：首先将图像信息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

从卷积神经网络的靠后的层提取激活数据；接下来将这些数据输入到循环神经网络中，通

过最小化损失函数来输出最有可能的图像描述。很多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探索与改进。

Mao等人提出了一种多重循环神经网络(m-RNN)来用于图像描述，网络通过一个由单词嵌入

层，RNN网络输出层和CNN网络输出层组成的多模态层来提升输出准确度。Xu等人在语言模

型部分用LSTM代替了传统的RNN，并且将图像的输入方式由每一个时间点输入改为了只在

初始的时候输入一次，减小了噪音干扰，提升了输出效果。以上的方法都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但是现在的图像描述研究经常忽视了图像深层次的语义概念以及区域的关注点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于提高图像描述的输出准确率是有很大帮助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描述准确率高的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

[0006] 为了达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从标注语句训练集中提取语义属性，构建属性词汇表；

[0009] S2：采用VGGNet模型作为CNN初始模型，采用单标签的ImageNet数据集进行CNN的

参数预训练，然后再用多标签数据集MS  COCO进行CNN参数的精细调整；

[0010] S3：输入待描述的图像，将其分割成不同的区域，输入到训练好的CNN中，将图像信

息表达成高等级的语义信息，得到语义属性预测概率；

[0011] S4：将图像送入CNN网络中提取出描述不同区域的释义向量；

[0012] S5：根据前一步系统的隐变量的信息计算出每个释义对应的权重，再根据释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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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及其对应权重计算出上下文向量；

[0013] S6：将语义属性预测概率及上下文向量输入到多级联结的循环神经网络中，输出

的结果的组合即为该图像的自然语言描述。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2中，将CNN最后一个全连接层的输出输入到一个256分类的

softmax分类器中，然后最小化损失函数 即可，其中，N代表训练样

本数；y i j＝[yi1 ,yi 2 ,······ ,yic]是第i个图像对应的标签向量；pi j＝[pi1 ,

pi2,······,pic]是对应的预测向量。

[0015] 进一步地，采用多尺度组合分组MCG算法将一张输入图像分割成不同的局部区域

图片，再将这些图片送入步骤S2训练好的CNN中，采用最大池化算法得到语义属性预测概率

Vatt(I)。

[0016] 进一步地，将图像送入VGGNet网络中，并从VGGNet的conv5_3层中取出描述不同区

域的释义向量ai。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5中，根据前一步系统的隐变量的信息ht-1可以计算出每个释

义对应的权重αi，再根据 计算出上下文向量zt。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6中，别用x和p代表循环神经网络LSTM的输入与输出，t代表

生成描述的自然语句的长度。则整个系统的具体过程如下：

[0019] S61：将语义属性预测概率送入第一个的LSTM中，并生成隐变量h-1送入下一个LSTM

中：x-1＝WeaVatt(I)，其中Wea为属性权重矩阵；

[0020] S62：对于每一个时刻，将xt和上一层隐变量信息ht-1送入LSTM的计算单元，其中：xt

＝WesZt，zt为上下文向量，Wes为上下文向量嵌入矩阵；

[0021] S63：LSTM单元进行计算，得到图像描述的输出结果：pt+1＝LSTM(xt,ht-1)，其中，函

数LSTM(·)代表着长短时记忆单位中遗忘层，更新层，输出层的信息传递与计算。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发明公开一种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该方法从标注语句训练

集中构建属性词汇表，采用VGGNet模型作为CNN模型，采用带标签的数据集进行CNN的参数

训练与调整，输入待描述的图像，得到语义属性预测概率，将图像送入CNN网络中提取出描

述释义向量并计算出每个释义对应的权重，再根据释义向量以及其对应权重计算出上下文

向量，将语义属性预测概率及上下文向量输入到多级联结的循环神经网络中，输出的结果

的组合即为该图像的自然语言描述。本发明用不同的图像训练集对图像进行与训练与精确

调整，训练结果更加准确；利用语义属性预测概率，挖掘图像深层次的信息；关注区域信息

以及上下文内容的关系，跟好地反馈出图像信息；采用LSTM模型，结合语义属性预测概率和

关注区域信息，提高了描述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本发明模型总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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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26] 为了更好说明本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

的尺寸；

[002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

的。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图1所示，一种多级联结循环神经网络的图像描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从标注语句训练集中提取语义属性，构建属性词汇表。

[0032] (2)采用VGGNet模型作为CNN初始模型，采用单标签的ImageNet数据集进行CNN的

参数预训练，然后再用多标签数据集MS  COCO进行CNN参数的精细调整。

[0033] (3)输入待描述的图像，将其分割成不同的区域，输入到训练好的CNN中，将图像信

息表达成高等级的语义信息，得到语义属性预测概率。

[0034] (4)将图像送入CNN网络中提取出描述不同区域的释义向量。

[0035] (5)根据前一步系统的隐变量的信息计算出每个释义对应的权重，再根据释义向

量以及其对应权重计算出上下文向量。

[0036] (6)将语义属性预测概率及上下文向量输入到多级联结的循环神经网络中，输出

的结果的组合即为该图像的自然语言描述。

[0037] 进一步的，步骤(1)中的具体过程如下：使用最常用的单词来构建词汇表，这些单

词可以是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而且对复数以及词态不进行区分，最终得到了一个包括256

个单词的属性词汇表。

[0038] 步骤(2)中的具体过程如下：将CNN最后一个全连接层的输出输入到一个256分类

的softmax分类器中，然后最小化损失函数 即可，

[0039] 其中，N代表训练样本数；yij＝[yi1,yi2,······,yic]是第i个图像对应的标

签向量；pij＝[pi1,pi2,······,pic]是对应的预测向量。

[0040] 步骤(3)中的具体过程如下：采用多尺度组合分组(MCG)算法将一张输入图像分割

成不同的局部区域图片。再将这些图片送入步骤(2)训练好的CNN中，采用最大池化算法得

到语义属性预测概率Vatt(I)。

[0041] 步骤(4)中的具体过程如下：将图像送入VGGNet网络中，并从VGGNet的conv5_3层

中取出描述不同区域的释义向量ai。

[0042] 步骤(5)中的具体过程如下：根据前一步系统的隐变量的信息ht-1可以计算出每个

释义对应的权重αi，再根据 计算出上下文向量zt。

[0043] 步骤(6)中的具体过程如下：分别用x和p代表循环神经网络LSTM的输入与输出，t

代表生成描述的自然语句的长度。则整个系统的具体过程如下：

[0044] (6-1)将语义属性预测概率送入第一个的LSTM中，并生成隐变量h-1送入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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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TM中:x-1＝WeaVatt(I)，其中Wea为属性权重矩阵。

[0045] (6-2)对于每一个时刻，将xt和上一层隐变量信息ht-1送入LSTM的计算单元，其中：

xt＝WesZt，zt为上下文向量，Wes为上下文向量嵌入矩阵。

[0046] (6-3)LSTM单元进行计算，得到图像描述的输出结果：pt+1＝LSTM(xt,ht-1)。其中，

函数LSTM(·)代表着长短时记忆单位中遗忘层，更新层，输出层的信息传递与计算。

[0047] 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的部件；

[0048] 附图中描述位置关系的用于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49]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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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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