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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在野外运动车辆分类过程中，传统梅尔倒谱系数与高斯混合模型分类方法对干扰噪声较为敏感的情况，
提出了改进的密集卷积网络结构(DenseNet)方法。首先是将声音信号转换为语谱图，然后送入到改进的 DenseNet 网
络结构中进行识别。其中，改进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是在全连接层加入了中心损失(center loss)函数，使得同类特征
聚合程度较高，这样就能够提取出声音信号的深度特征，有利于分类。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样本集下，改进
DenseNet 方法的识别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达到 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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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Mel cepstrum coefficient and Gaussian mixture model is sensitive to interference noise in the classification process of field vehicles. To address the issue, an improved method based
on dense convolution network structure (DenseNe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 the acoustic signal is converted to the
spectrogram and then inputs to the improved DenseNet network structure for identification. The improved DenseNet
network structure adds the function ‘center loss’ at the full connection layer to make the similar features more highly
aggregated, so that the depth features of the acoustic signal can be extracted, which is beneficial to classifica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ame sample set, the recognition rate of the improved DenseNet method can
reach 97.70%, which outperforms the existing method.
Key words: field vehicle identification; deep features; Dense convolution network structure; spectrogram; center loss

0 引 言*

取梅尔倒谱系数(Mel-Frequency Cepstum Coefficients,
MFCC) ，提取快速傅里叶变换频谱信息(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提取基于经验模式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的相关特征 ，提取关于
信号的自回归模型(Autoregressive Model)、离散小波
变换(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DWT)、小波包变换
(Wavelet Packet Transform, WPT) 与信息熵 (Sample
Entropy)的混合特征 等。常见的分类方法主要有高斯
混合模型方法(Gaussian Mixed Model, GMM) 、支持
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稀疏表示分
类(Sparse Representation Classification, SRC) 和朴素
贝叶斯分类器(Naive Bayesian Classifier, NBC) 。
本文首先使用传统分类方法中的 MFCC 特征
提取方法对声音信号进行特征提取，然后使用
GMM 模型进行分类。然而在识别的过程中发现，
[4]

在野外环境中，无人值守地面传感器系统是用
来获得入侵目标军事情报的有效手段 。常用的传感
器有：图像传感器、声音传感器、震动传感器和红
外传感器 等。相对于其他传感器来说，声音传感器
比较小巧，容易布置，隐蔽性较好，更为安全 。
利用声音传感器对野外的运动车辆进行识别，识
别的步骤主要是先对声音信号进行特征提取，然后根
据提取的特征进行分类。常用的特征提取方法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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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提取方法对噪声比较敏感 ，而噪声中
风噪声占绝大部分，所以在风噪声较大的情况下，
提取的特征中会包含大量的风噪声信息，从而影响
识别结果。为了提取出声音信号中更深度层次的特
征，本文借鉴图像处理中目标识别的方法。根据文
献 [13] 提出的密集卷积网络 (Dense Convolutional
Network, DenseNet)结构具有加强特征的传递，能够
有效地重复利用之前提取的特征等优点，本文在原
有的 DenseNet 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心损失 (center
loss)函数的改进，使得同类特征之间较为紧凑，不
同类之间的特征较为分散，从而达到更好的识别目
的。本文首先将采集到的声音信号转换为语谱图，
然后利用改进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进行特征提取
并生成深度层次的特征，最终得到识别结果。

年

[12]

MFCC

1 声音信号模型

本文中的声音信号是由微孔径均匀圆阵
(Uniform Circular Array, UCA)来采集的，圆阵为四
元十字形状，半径为 4cm，该设备采集的信号具有
如下特点 ：
(1) 虽然传声器阵列紧密排列，但各阵元传声
器接收的信号相位不同，依然有相位偏差。
(2) 野外环境中，各传声器阵元采集到的噪声
信号主要是风噪声和电路噪声，无论是风噪声还是
电路噪声，在各阵元间都是不相关的。
车辆声音信号主要是由发动机、轮胎、排气系
统、传动系统以及机械碰撞等 5 种发声部件产生，
当一辆状态良好的车辆以恒定的速度运动时，其信
号的主要噪声是由发动机、推进系统和排气系统决
定的。传声器阵列各个阵元采集得到的声音信号模
型可表示为
y (t ) = x (t ) + n (t )，i =1, 2, ⋅⋅⋅, N
(1)
式中： x (t) 和 n (t) 表示的是第 i 个传声器阵元采集
到的信号部分和噪声部分， y (t) 是各阵元接收到的
信号，N 表示阵元的个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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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原理

传统分类方法
传统分类方法中，对声音信号进行目标识别的
常见算法是使用 MFCC 特征，以 GMM 作为分类
器。具体的识别流程如图 1 所示。其中，在该处的
特征提取算法框图如图 2 所示，其中 FFT 表示快速
傅里叶变换，DCT 表示离散余弦变换。
文献[8]中已经描述了具体的 MFCC 特征提取
2.1

2020

图 目标识别流程图

1
Fig.1 The flowchart of object recognition

图

流程图

2 MFCC
Fig.2 The flowchart of MFCC

流程和 GMM 分类算法的设计，本文不再赘述。
2.2 改进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
为了提取出声音信号的深度特征，本文借鉴了
目前图像处理中目标识别的方法，将声音信号转换
为语谱图，这样就可以运用文献 [13] 中提出的
DenseNet 方法进行图像层次的目标识别。由于
DenseNet 网络结构在网络层加强了对特征的传递，
能够更为有效地重复利用之前的特征，从而得到声
音信号的深度特征，所以本文将对 DenseNet 改进
的网络结构用于本文的野外运动车辆识别。改进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整体识别过程如下：首先将声音
信号转换为语谱图，然后使用对 DenseNet 改进的
网络结构进行识别，得到识别结果。本文对该网络
结构的改进点是在其全连接层加入了 center loss 函
数。这样做可以使同类特征之间的间距变小，不同
类之间的间距变大 。
2.2.1 语谱图
与上述 MFCC 特征提取过程类似，声音信号在
送到 Mel 滤波器组之前的处理过程中就已经得到了
语谱图。语谱图是语音能量时频分布的二维平面
图，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频率，具有连通时、
频两域的特点。
本文中语谱图的生成过程如图 3 所示。其中值
得注意的是，需要将流程图中的功率谱矩阵进行伪
[14]

图 语谱图的生成过程

3
Fig.3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spect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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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映射函数处理。
2.2.2 改进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形式
在 DenseNet 中，每一层的输入均来自前面所
有层的输出，即如果网络结构有 l 层的话，则第 层
的输入是前面所有层的输出，即如下式(2)所示。如
图所示，表示的是 5 层的 dense block 结构的示意图，
其中 x 是 H 的输入，而 H 的输入则是 x 和 x ( x
是 H 的输出)，类似的，H 的输入则是 x 、x ( x 是
H 的输出)、 x ( x 是 H 的输出)和 x ( x 是 H 的输
出)。用公式表示关系如下：
x = H ([ x , x , ⋅⋅⋅, x ])
(2)
式(2)中，x 表示第 l 层的输出，H 表示的是一个非
线性变换，一般包括批量处理化(Batch Normalization, BN) 、线性激活函数 (Rectified Linear Units,
ReLU) 、 池 化 (Pooling) 和 卷 积 (Convolution) ，
[ x , x , ⋅⋅⋅, x ] 表示的是将第 0 层到第 l−1 层的输出的
特征图(feature map)做级联(concatenation)。
2.2.3 改进的 DenseNet 识别算法
池化层 (Pooling layers) ：在进行式 (2) 的级联
(concatenation)操作中，需要保持特征图的尺寸大小
相同，池化操作的目的就是使得特征图的尺寸保持
一致。为了改进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中池化操作
更为方便，将改进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分成了如
图 5 所示的多个密集连接块(dense blocks)。各个密
集连接块之间的是过渡层(transition layers)，主要包
含卷积和池化操作，处理过程如图 5 所示。
增长率(Growth rate)k：增长率表示的是每个密
集连接块中每层输出的特征图个数。如果每个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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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换函数 H 产生 k 个特征图，则第 l 层会有
k + k (l −1) 个特征图的输入( k 表示的是在输入层的
通道个数)。
l

0

0

1

1

3

l −1

l

图 4 层密集连接块结构示意图

5
Fig.4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5-layer dense block structure

瓶颈层(bottleneck layers)：虽然每一层只输出 k
个特征图，但是它依然有许多输入。为了减少输入
的特征图数量，提高计算效率，每个密集连接块的
3×3 卷积操作前都包含了一个 1×1 的卷积操作。
在将语谱图送到第一个密集连接块之前，对该
语谱图进行卷积，卷积层每个卷积核尺寸为 3×3。为
了使得特征图尺寸保持一致，需要在输入的每层特
征图中加入全 0 填充(padding)。在两个密集连接块
之间，使用 1×1 的卷积层和 2×2 的平均池化层作为
过渡层。在最后一个密集连接块之后，本文使用交
叉熵损失函数(softmax loss)和中心损失(center loss)
函数。具体的改进 DenseNet 网络结构如图 6 所示。
softmax loss 函数如式(3)所示：

图 带有 个密集连接块的改进

网络结构

5
4
DenseNet
Fig.5 Improved DenseNet network structure with four dense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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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改进的

2020

年

结构图

6
DenseNet
Fig.6 The diagram of improved DenseNe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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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 y = j)⋅(c − x )
l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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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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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δ ( yl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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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ℝ 表示第 l 个深度特征，属于第 y 类；d 式(6)中：
表示特征维度的大小；W ∈ℝ 表示在最后的全连接
1, c = 0
δ (c)= 
(7)
层中的权重 W ∈ℝ 的第 j 列； b∈ℝ 表示的是偏置
0, c ≠ 0
项；m 表示的是小批量(mini-batch)的大小；n 表示
本文为了得到区别性比较明显的特征，采用
种类的数目。
softmax loss 与 center loss 函数去训练 DenseNet 网
center loss 函数如式(4)所示：
络，表达式为
1
l =1

d

l

l

d

j

d *n

n

m

LC =

mm

x −c
2∑
l

2

(4)

yl 2

其中：c ∈ℝ 表示深度特征中第 y 类的类中心。理
论上，c 应该随着深度特征的改变而改变，即在每
次迭代过程中应当将整个训练集考虑进去，并且平
均每一类的深度特征，但是如此操作不切实际并且
效率低下。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文献[14]做出了两个调整：
(1) 不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更新中心值，而是基于
mini-batch 逐步进行更新调整，这样在每次迭代过
程中，中心值可以由相应的类的特征值平均计算得
到；(2) 为了避免一些错误的样本集造成巨大干扰，
使用标量 α 来控制中心点的学习率，α 的取值范围
为[0,1]。 L 关于 x 的梯度如式(5)所示， c 的迭代
公式如式(6)所示。
l =1

d

l

yl

yl

C

∂LC
= x −c
∂xl l yl

l

yl

(5)

L = LS + λ LC =
mm

− ∑ lg
l =1

W yTl xl +byl

e
n

∑e

W jT xl +b j

+

λ

mm

2∑
l =1

xl − cyl

2
2

(8)

j =1

3 实验与结果分析

在实验中，本文使用传统分类方法进行算法对
比。为了突出传声器阵列信号的空时特性，特地选
取了第一通道信号作对比实验。其中 MFCC+GMM
分类方法是在 Windows 10 环境下，使用的是
MATLAB R2017a 软件平台，硬件配置参数如下：
Intel i7 CPU，主频率为 2.80 GHz，8G 内存；改进
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方法是在 Windows 10 环境
下，使用的是 Pytorch 软件平台，硬件配置参数如
下：Titanx GPU，32G 内存，12 G 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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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
各个车型的语谱图张数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本次实验的数据集使用的是在外场采集的信
2 测试集中各车型的样本数
of different car types in the test set
号，数据库为 Vehicle_SIMIT。实验场景示意图如 Table 2 Sample表 numbers
图 7 所示，道路全长约 1 000 m，声音采集设备位
车型
条数
帧数
SW
4
3 356
于道路中心点，距离路面中心约 15 m，每次运动车
TW
3
1 700
辆从图 7 的起点处驶向终点处，该过程称作一次运
LW
5
2 362
行。声音采集设备是由 4 个 ICS40720 传声器组成
TV
7
14 584
的均匀圆阵，采样率为 8 192 Hz，圆阵直径为 8 cm，
合计
19
22 272
采集设备如图 8 所示。本实验一共采集了草地、砂
表 3 语谱图训练集中各车型的样本数
石路、水泥路以及硬土路 4 种车辆目标的声音信号。
Table 3 Sample numbers of different car types in the
training set of spectrogram
车辆的运行速度分别为 10 km·h 、20 km·h 、30～
60 km·h 不等。针对小型车，速度在 30～60 km·h
车型
条数
语谱图(张数)
SW
16
711
范围内；对于重型车，车速为 10、20 km·h 。本文
TW
10
307
所做的实验均是基于传声器阵列距离路面中心
LW
16
434
15 m 的场景，不适用于其他应用场景。4 种类型的
TV
10
1 102
车辆分别是三种轮式车和一种履带车，记作
合计
52
2 554
Smallwheel(SW)、Truckwheel(TW)、Largewheel(LW)、
表 4 语谱图测试集中各车型的样本数
Tracked vehicle(TV)。
Table 4 Sample numbers of different car types in the test set
3.1

-1

-1

-1

-1

-1

of spectrogram

图 实验场景图

车型

条数

语谱图(张数)

SW
TW
LW
TV

4
3
5
7
19

201
98
133
924
1 356

合计

7
Fig.7 The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cene

结果分析
3.2.1 参数设计
本文在 MFCC+GMM 分类方法中，梅尔滤波器
的个数取 24，高斯混合模型的阶数为 10 ，迭代次
数为 50，收敛阈值设置为 0.000 1。声音采集设备同
3.1 节中；分帧的时长为 12.5 ms。改进的 DenseNet
图8 声音采集设备实物图
网络结构的各个参数如图 6 所示，设计的是 121 层
Fig.8 The picture of acoustic signal acquisition equipment
4 个密集连接块，3 个过渡层；语谱图
本文的实验进行了 4 种野外车辆的识别准确率 的网络结构，
8 s，帧移为 2 s 分帧，
研究。每条样本信号按照 12.5 ms 时长进行分帧， 的操作为：先是按照帧长为
6.25 ms 帧长、3.125 ms 帧移
按照帧数计算，样本集中训练集占 66%，测试集为 然后每帧图片中按照
分成小的语谱图，最终得到的语谱图尺寸为
34%。各个车型帧数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对于语谱图的操作，本文同样选取了第
同时对该样本集进行了语谱图的转换操作，此 256×256
一通道信号与经过了不同波束形成之后的信号进
时语谱图的训练集占比为 66%，测试集占比为 34%， 行对比。本实验中将该网络结构的学习率
(learning
表 1 训练集中各车型的样本数
rate)设置为 0.001，规定如果连续两个迭代的误差不
Table 1 Sample numbers of different car types in the training set
下降时，学习率除以 10 迭代更新，批量的大小(batch
车型
条数
帧数
size)为 64，权重值使用 ImageNet 的预训练权重，λ
SW
16
12 002
TW
10
5 361
取值为 0.003， α 取值为 0.5。
LW
16
7 640
3.2.2 实验分析
TV
10
17 778
合计
52
42 781
在进行特征提取之前，本文分别对传声器阵列
3.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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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进行了不同的波束形成处理，然后使用 GMM
分类器进行分类实验验证。
为了突出传声器阵列信号的空时特性，本文选取
了单通道信号进行对比。第一种方法是直接选取传
声器阵列的第一通道声信号(记作 Sig1)进行 MFCC 特
征提取，其他的方法是使用一些常见的波束形成方法
对四通道传声器阵列信号进行处理，例如对四通道信
号进行叠加加权波束形成(Overlay Weighting BeamForming, OWBF)、最佳加权矢量波束形成，又称最小
方差无畸变响应波束形成(Minimum Variance Distortionless Response, MVDR) 、 常 规 波 束 形 成
(Conventional Beamforming, CBF) 、延迟求和波束
形成(Delay and Sum, DS) 来进行信号增强，然后执
行后续的步骤。这些方法的训练误差如图 9 所示。

2020

年

些干扰噪声，所以传统方法 MFCC+GMM 对该条声
音样本识别误差较大。第 8 条的原始信号以及其分
类结果如图 11 所示。图 11(a)表示 SW 车第一通道
的原始信号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其包含很多干扰噪
声。图 11(b)表示的是其分类结果，纵坐标的 1、2、
3、
4 分别代表的是该条样本中每一帧被预测为 SW、
TW、LW、TV 结果的情况。

[15]

[15]

[16]

(a)

原始信号

(b) 识别结果
图 11 包含干扰噪声较多的 SW 车原始信号图和识别结果图

Fig.11 The original signal (a) and the recognition result (b) of
the SW vehicle with more interference and noise

图 不同波束形成方式的特征提取训练误差

9
Fig.9 Training errors in feature extraction for different
beamforming methods

由图 9 中可知，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不同波
束形成方式的特征提取训练误差逐渐趋于平缓。这
说明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训练误差趋于收敛。在
众多波束形成方式中，MFCC+OWBF 的训练误差
初始值最小，为 0.06 左右，MFCC+MVDR 的训练
误差初始值最大，为 0.21 左右。
在分类过程中，每一条样本的识别错误率如图
10 所示，由图中可以看出，由于第 8 条信号包含一

图

不同波束形成方式下的测试集识别错误率

10
Fig.10 Recognition error rates of test set for different
beamforming methods

由于 MFCC+GMM 对包含干扰噪声的信号识
别效果不佳，所以本文借鉴图像目标识别的方法，
将声音信号转换为语谱图图像信号，并且使用能够
提取出声音信号深度层次特征的改进 DenseNet 来
进行野外车辆的分类识别。
本文使用图 3 所示的方法得到的语谱图结果如
图 12 所示。每一条样本的完整语谱图会被切割成
10 多张 256×256 的小尺寸语谱图。语谱图的横轴是
时间轴(时间/s)，纵轴是频率轴(频率/Hz)，这些语
谱图包含了原始信号的完整运动过程，反映了相对
于传声器阵列，目标车辆在由远及近和远离的运动
过程中其声音信号中所有频率的变化。由于同一地
理环境中空气介质的相对均匀性，传声器阵列在不
同的布设位置，对于同一车型所采集的目标声信号

图

小语谱图示意图

12 256×256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256×256 small spect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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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成分基本不变，仅整体幅度有所不同。4 种野 型的主要频率成分都在 4 000 Hz 以内，但不同车型
外车辆的大语谱图如图 13 所示。可以看出，4 种车 的语谱图差距较大。
由图 9 可知，MFCC+OWBF 与 MFCC+CBF 的
特征提取训练误差与识别的测试误差较小，因此，
在将语谱图输入到改进 DenseNet 网络结构之前，
本文对传声器阵列信号也同样选取了第一通道信
号、OWBF、CBF，同时使用原有 DenseNet 网络结
构加上 CBF 波束形成方法做对比，本文将这些操
作记作 DenseNet+CBF，改进 DenseNet+ Sig1，
改进 DenseNet+OWBF，改进 DenseNet+ CBF。识
别曲线如图 14 所示。
(a) SW

图

(b) TW

(c) LW

改进

结构下的野外车辆识别率

14
DenseNet
Fig.14 Recognition rates of field vehicles under improved
DenseNet structure

由图 14 可知，改进 DenseNet+CBF 的初始值要
比改进 DenseNet+Sig1 和改进 DenseNet+OWBF 高，
说明使用 CBF 进行传声器阵列信号的预处理波束
形成效果要比单通道信号与 OWBF 好，同时改进
DenseNet+CBF 方法的识别率比 DenseNet+CBF 的
识别率高 2%，为 97.70%，说明加入了 center loss
函数之后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提取出了声音信号语
谱图的深度特征，有利于分类。结合传统方法分类
实验，本文所用方法得到的识别率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知，无论是传统 MFCC+GMM 分类方
表 5 传统分类方法与改进 DenseNet 方法下的野外
车辆识别率

Table 5

Recognition rates of field vehicles under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improved DenseNet
methods

方法

图

(d) TV

四种野外车辆的语谱图

13
Fig.13 Spectrograms of four kinds of field vehicles

识别率/%

MFCC+Sig1
MFCC+OWBF
MFCC+OBF
MFCC+DS
MFCC+CBF
DenseNet+CBF
DenseNet+Sig1
DenseNet+OWBF
DenseNet+CBF

改进
改进
改进

语谱图
语谱图
语谱图

90.98
94.80
80.01
91.98
93.90
95.13
96.61
97.27
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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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是神经网络方法，使用波束形成对传声器阵列
信号进行操作之后，其识别率明显要高于 Sig1 方
式。这说明对传声器阵列信号进行波束形成能够实
现信号增强，有效地利用了传声器阵列信号的空时
特性；对于同一数据集，使用的 DenseNet 方法与改
进 DenseNet 方法均明显优于传统方法，DenseNet
方法的识别率为 95.133%，改进 DenseNet 方法的识
别率平均为 97%左右，传统方法为 90%左右。这说
明相对于传统方法，DenseNet 方法能够更好地提取
出包含干扰噪声的声音信号特征，减少干扰噪声对
识别结果的影响；同时，相对于原有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加入 center loss 的 DenseNet 识别准确率
也有所提高，平均提高了 2%。这说明加入 center
loss 使得同类特征之间较为紧凑，得到了较好的识
别结果。其中在改进的 DenseNet 方法中，改进
DenseNet+CBF 方法的识别率最高，为 97.70%。不
同方法的运行时间如表 6 所示。
Table 6

方法

运行时间/min

MFCC+Sig1
MFCC+OWBF
MFCC+OBF
MFCC+DS
MFCC+CBF
DenseNet+CBF
DenseNet+Sig1
DenseNet+OWBF
DenseNet+CBF

改进
改进
改进

参
[1]

[2]

[3]

[4]

[5]

[6]

表 6 各实验运行时间

Running time of each experimental methods

语谱图
语谱图
语谱图

20.932 1
23.444 3
23.088 9
22.614 2
23.862 1
59.555 6
60.643 9
71.936 1
69.990 7

[7]

[8]

[9]

[10]

4 结 论

针对 MFCC+GMM 方法易受干扰噪声的影响，
进而影响目标识别的特征提取过程，最终导致野外
运动目标识别率变差的问题，本文尝试引入图像目
标识别的方法，并在原有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上
进行了改进。改进点主要是在该网络结构的 softmax
处加入了 center loss，以使得同类之间的特征较为
紧凑，不同类之间的特征差别变大。实验结果表明，
改进的 DenseNet 网络结构的识别率相较于传统方
法平均提高了 7%左右，效果较好的改进 DenseNet+
CBF 方法识别率为 97.70%。因实际项目需要，今
后计划对该网络结构进行优化，从而可以移植到本
课题的外场试验中，达到提高野外监控传感网中运
动车辆的识别准确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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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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