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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局特征的空间注意力机制
张连超，乔瑞萍，党祺玮，翟沛源，孙红帅
（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710049，西安）

摘要：为了获得卷积神经网络特征图中不同特征点之间的长距离依赖关系，使卷积神经网络更好地区分前
景目标和背景信息，提出了一种具有全局特征的空间注意力机制。通过通道融合层将多通道的原始特征图
组合成单通道的特征融合图，消除了通道间信息分布对获取空间注意力权重的影响；将特征融合图经过全
局特征获取处理，获得能够反应特征融合图中某个特征点与特征融合图中所有点之间相关性的全局特征图；
全局特征图与初始值为0的可学习变量相乘，并且通道域复制自身大小为原始特征图大小，扩展后的全局特
征图与原始特征图对应元素相加，获得具有注意力机制的特征图。在不同卷积神经网络中加入具有全局特
征的空间注意力机制后，实验结果：在脑电波二分类任务中，算法分类准确率最高提升了0.839%；在CIFAR10数据集多分类任务中，算法分类准确率最高提升了0.484%；在夜间车辆单类别检测中，在交并比阈值大
于0.5的平均精度值评判标准下算法最高提升了3.860%，在交并比阈值大于0.75的平均精度值评判标准下算
法最高提升了11.726%；在voc2007数据集多类别检测中，在交并比阈值大于0.5的平均精度值评判标准下算
法最高提升了0.778%，在交并比阈值大于0.75的平均精度值评判标准下算法最高提升了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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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ttention Mechanism with Global Characteristics
ZHANG Lianchao , QIAO Ruiping , DANG Qiwei , ZHAI Peiyuan , SUN Hongshuai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long-distance dependence between different feature points in the feature map of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so that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an better distinguish the foreground target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 spatial attention mechanism with global features is proposed. Combine the multichannel original feature map into a single-channel feature fusion map through the channel fusion lay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between channels on obtaining spatial attention weights is eliminated; the feature
fusion map through global feature acquisition processing to obtain the global feature map, which represen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 feature point and all points in the feature fusion map; the global feature map is multiplied by
the learnable variable with an initial value of 0, and copies itself to the size of the original feature map in channel
domain. The expanded global feature map is added to the original feature map to obtain a feature map with attention
mechanism. After adding the spatial attention mechanism with global features to differen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e brain wave two classification task, the algorithm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is
increased by a maximum of 0.839%; in the CIFAR-10 data set multi-classification task,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algorithm is improved by a maximum of 0.484%; in the single-category detection of night vehicles, the algorithm is improved by a maximum of 3.860% with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he average accuracy value of Intersection over Union(IoU) greater than 0.5, and the algorithm is improved by a maximum of 11.726% with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he average accuracy value of IoU greater than 0.75; in the multi-category detection of the voc2007 data
set, the algorithm has improved by a maximum of 0.778% with the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the average precision
value of IoU greater than 0.5, and the algorithm has improved by a maximum of 1.232% with the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the average precision value of IoU greater than 0.75.
Keyword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spatial attention mechanism; global features; feature fusion; target classification; targe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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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机制广泛应用于各种任务中，例如机器
翻译领域的[1][2][3]和视觉识别领域的[4][5][6][7]。在网络
中添加注意力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网络的表达能力。
目前视觉识别领域主要有三种添加注意力机制的方
式：空间注意力机制、通道注意力机制和混合注意
力机制。通道注意力机制是在卷积网络不同通道间
添加注意力机制，例如 Squeeze & Excitation (SE)
block[8]。SE block 通过全局池化层对同一特征图的
不同通道进行空间域压缩，然后沿通道域进行重新
加权。权重大小表示各个通道的重要程度。在 SE
block 的基础上引入全局信息从而得到 Global Context (GC) block[9]；空间注意力机制是在卷积网络的
空间域内添加注意力机制，例如借鉴非局部均值方
法的 Non-local Neural Networks[10]，利用特征图中所
有位置的特征加权和计算出一个位置的响应；空间
注意力机制和通道注意力机制可以同时加入到网络
中，代表的混合注意力机制有 Convolutional Block
Attention Module(CBAM) [11]。CBAM 是通过全局最
大池化和全局平均池化提取空间和通道权重，并将
两种权重融合的注意力机制。Spatial and Channel
Squeeze & Excitation block (scSE)[12] 是一种将 SE
block 的注意力机制从通道域扩展到空间域得到
Channel Squeeze and Spatial Excitation block (sSE)，
然后将 sSE block 和 SE block 结合的注意力机制。
sSE block 通过卷积层将多通道特征压缩为单
通道特征，消除通道间信息分布对空间注意力机制
的影响；然后通过 sigmoid 归一化空间权重信息；
最终将空间权重信息和输入特征图对应元素相乘。
Non-local block 借鉴 non-local means method[13]
的思想利用特征图中所有位置的特征加权信息计算
出一个位置的响应，最终获得的像素级空间注意力
权重反应了同一通道内不同位置间的依赖关系。正
因为如此 Non-local block 的计算量非常大。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9]发现特征图中任意点的全局权
重相似，通过共享全局权重的方式简化 Non-local
block 的计算过程。与 Non-local block 不同，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最终获得通道注意力权重来表
达各个通道的重要情况。
Non-local block 计算复杂且没有融合各通道信
息，sSE block 融合各通道信息但是缺乏全局信息。
本文提出一种新型轻量级注意力机制模块：具有全
局特征的空间注意模块(Spatial attention block with
global characteristics，SG block)。SG block 借鉴 sSE
block 进行全通道特征融合；借鉴 Non-local block 获
取全局特征信息；改进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对
Non-local block 中全局特征计算过程的简化步骤。

y2

SG block 在融合各通道信息的基础上加入特征图的
全局信息。比较 sSE block, SG block 增加了特征图
的全局信息；比较 Non-local block，SG block 融合
了各通道信息，并且减少了计算成本。

1 具有全局特征的空间注意力模块
sSE block 和 Non-local block 都是空间注意力机
制。其中 sSE block 沿通道域压缩并在空间域激活获
得空间注意力权重。虽然 sSE block 融合了各通道信
息，但是缺乏空间全局信息。Non-local block 可以通
过计算特征图中所有位置的特征加权和获取全局信
息，但是计算量复杂，并且没法兼容各通道信息。
基于此,本文提出轻量级注意力机制模块 SG block，
在融合各通道信息的基础上加入特征图的全局信息。
SG block 结构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SG block 结构流程图，𝒙表示原始特征图，𝒚𝟎表示特征融
合图，𝜶表示全局特征图，𝒛表示具有注意力机制的特征图， 𝐶 × 𝐻 × 𝑊
表示 C 个通道，每个通道 H 行 W 列。

SG block 结构流程图可以分为三个步骤：(1)通
道融合层；(2)全局特征获取步骤；(3)全局特征聚合
步骤，SG block 可以抽象为公式(1)：
𝒛 = 𝐹(𝒙, 𝑊𝑍 ∙ 𝛼(𝛿(𝒙)))
(1)
式中： 𝛿(∙)代表通道融合层的操作步骤，也就是一
个大小为𝐶 × 𝐻 × 𝑊 的原始特征图𝒙经过一个1 ×
1 × 1卷积核的卷积层后得到一个大小为1 × 𝐻 × 𝑊
的特征融合图𝒚𝟎； 𝛼(∙)代表全局特征获取步骤，𝒚𝟎
调整大小变为1 × 𝐻𝑊 (1 行𝐻 × 𝑊列)的𝒚。𝒚经过
softmax 函数后得到一个大小为1 × 𝐻𝑊的相关性矩
阵，相关性矩阵和𝒚对应元素点乘得到一个大小为
1 × 𝐻𝑊的全局特征图𝜶，将𝜶调整大小为1 × 𝐻 × 𝑊；
𝐹(∙,∙)表示全局特征融合，𝜶通道域复制自身大小变
为𝐶 × 𝐻 × 𝑊，然后𝜶中每个元素乘上一个初始值为
0 的可学习变量𝑊𝑍 ，最后与𝒙中的对应元素相加获
得大小为𝐶 × 𝐻 × 𝑊的具有注意力机制的特征图𝒛。

———————— http://zkxb.xjtu.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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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道融合层获取
公式(1)中𝛿(∙)，输入𝒙输出𝒚𝟎。
Non-local block 和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是
直接在原始特征图上进行全局特征提取，在获取全
局特征前加入通道融合层是 SG block 的一个创新点
本文借鉴 sSE block 中的通道压缩方式进行通道融
合，也就是通过一个1 × 1 × 1卷积核的卷积层将多
通道特征压缩为单通道特征，从而获得全通道信息。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两点：减少运算量，单通道特
征的数据大小只有1 × 𝐻 × 𝑊，而 C 维通道特征的
数据大小为𝐶 × 𝐻 × 𝑊，作为像素级注意力机制，单
通道特征的计算量会大幅度降低；增加鲁棒性，不
同通道只能表示同一个位置的不同特性，通过卷积
层将不同通道进行线性组合获得的通道融合层可以
有效的融合同一位置的不同特性，从而增加了特征
图表达的鲁棒性。通道融合层可以表达为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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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说明其上层卷积拥有𝐶个卷积核。如果将卷积核
类比为滤波器，𝒙第𝑁个通道就是浅层特征经过上层
𝑁
卷积中第𝑁个卷积核所表达的特征。公式(3)中𝑥11
表
𝐶
1
2
𝑁
𝑁
示图2长方体框住𝒙部分[𝑥11 , 𝑥11 , ⋯ 𝑥11 , ⋯ 𝑥11 ]，𝑥11
表达的是位置(1,1)处的第𝑁种特征。特征融合图𝒚𝟎
𝑁
在位置(1,1)处的值𝑦11 是由𝐶种𝑥11
线性组合而成。因
此𝑦11 表达位置(1,1)处的信息就兼顾了多种特征，而
𝑁
𝑥11
表达位置(1,1)处的信息只关注了第𝑁种特征。相
比较单一通道获取全局特征的方法。SG block中多
特征融合产生的全局特征更加具有鲁棒性。
1.2 全局特征获取步骤

公式(1)中𝛼(∙)，输入𝒚𝟎输出𝜶
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共享卷积核进行特征提取，
一般情况下卷积核大小为3 × 3，这样会导致网络特
征图的局部感受野(Local Receptive Fields)较小，例
如输入特征图不进行填充，经过一个3 × 3卷积核得
𝐶
到输出特征图。输出特征图中一点只与输入特征图
𝑁
𝑦𝑖𝑗 = ∑ 𝑤𝑔 ∙ 𝑥𝑖𝑗
中9个点相关，而与其他点无关。实际中一个目标占
1
据的像素点远远大于9个点，因此会导致卷积神经网
0≤𝑖<𝐻
络只学习到目标的局部特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0≤𝑗<𝑊
(2)
可以通过增大卷积核来获取更大的感受野，例如
𝑁
式中：𝑥𝑖𝑗
表示大小为𝐶 × 𝐻 × 𝑊原始特征图𝒙中的元
AlexNet[14]中采用的11 × 11和5 × 5卷积核，但是这
素，𝑤𝑔 表示通道融合层中1 × 1 × 1卷积核的权重，
样会导致运算量和参数量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模型
𝑦𝑖𝑗 表示大小为1 × 𝐻 × 𝑊的特征融合图𝒚𝟎 中的元素。
深度的增加。VGGNet0提出通过利用多个3 × 3卷积
以𝒚𝟎中位置(1,1)处的点𝑦11 为例，𝑦11 由公式(3)获得:
核替代大型卷积核，这样浅层区域依然没有全局信
𝐶
息。基于此诞生了借鉴非局部均值方法的Non-local
𝑁
𝑦11 = 𝑤𝑔 ∙ ∑ 𝑥11
Neural Networks，Non-local block通过计算一点与其
1
(3)
他全部点的相关度提取全局特征。
𝑁
式中：𝑥11
表示 𝒙中第𝑁通道位置(1,1)的元素，通道
1.2.1 通道融合层的全局特征提取 我们借鉴Non融合层中1 × 1 × 1卷积核学习到的权重为𝑤𝑔 ，𝑦11
local Neural Networks的方法来获取全局特征。经过
表示𝒚𝟎中位置(1,1)处的点。
1.1节中通道融合层后，得到了𝐻行𝑊列特征融合图
通道融合层如图 2 所示。
𝒚𝟎。将𝒚𝟎调整大小为1行𝐻 × 𝑊列矩阵𝒚。 𝒚𝟎中位置
(𝑖, 𝑗)点，也就是𝒚中(1, 𝑖 × 𝑗)的信息为𝑦𝑖𝑗 ，则𝑦𝑖𝑗 点对
应的全局特征是利用𝑦𝑖𝑗 点与𝒚中所有特征点计算得
出的。𝑦𝑖𝑗 点对应的全局特征可以表示为公式(4)：
1
𝛼𝑖𝑗 =
∑ ∑(𝑓(𝑦𝑖𝑗 , 𝑦𝑎𝑏 ) 𝑔(𝑦𝑎𝑏 ))
𝐶(𝑦)
(4)
∀𝑎 ∀𝑏

图 2 通道融合层示意图
其中原始特征图𝒙为一个𝐶 × 𝐻 × 𝑊大小的三维特
征图，特征融合层是一个权重为𝑤𝑔 的一维卷积核，
特征融合图𝒚𝟎是一个𝐻 × 𝑊大小的二维特征图。
1.1.1 通道融合层的鲁棒性 原始特征图𝒙有𝐶个通

式中：𝛼𝑖𝑗 表示𝑦𝑖𝑗 点对应的全局特征，𝑦𝑎𝑏 表示𝒚中的
一点。𝑓(𝑦𝑖𝑗 , 𝑦𝑎𝑏 )用于𝑦𝑖𝑗 和𝑦𝑎𝑏 之间的相关性，𝐶(𝑦)
表示归一化函数，𝑔(𝑦𝑎𝑏 ) 是对𝒚进行信息变化。
𝑔(𝑦𝑎𝑏 ) 是对𝒚进行线性变换，在Non-local block
中的目的是为了匹配通道数和获得各个通道之间的
依赖关系，在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中的作用是
获得各个通道之间的依赖关系。𝑔(𝑦𝑎𝑏 )采用1 × 1卷
积核，其形式为公式(5)：

———————— http://zkxb.xjtu.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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𝑔(𝑦𝑎𝑏 ) = 𝑊𝜌 𝑦𝑎𝑏

(5)

式中：𝑊𝜌 表示卷积权重。
𝑓(𝑦𝑖𝑗 , 𝑦𝑎𝑏 )是计算两点间的相关性，采用高斯函
数(Gaussian)计算两点间相关性，其形式为公式(6)：
𝑓(𝑦𝑖𝑗 , 𝑦𝑎𝑏 ) = 𝑒 𝑦𝑖𝑗𝑦𝑎𝑏
(6)
𝑇
式中：𝑦𝑖𝑗 是𝒚 中的一点，𝑦𝑎𝑏 是𝒚中的一点，𝑦𝑖𝑗 𝑦𝑎𝑏
表示点乘相似度。
𝐶(𝑦)表示归一化函数，当位置(𝑖, 𝑗)为定值时：
𝐶(𝑦) = ∑ ∑ 𝑓(𝑦𝑖𝑗 , 𝑦𝑎𝑏 )
∀𝑎 ∀𝑏

(7)

由公式(6)、公式(7)可以推导出公式(8)：
1
𝑒 𝑦𝑖𝑗𝑦𝑎𝑏
𝑓(𝑦𝑖𝑗 , 𝑦𝑎𝑏 ) =
∑∀𝑎 ∑∀𝑏 𝑒 𝑦𝑖𝑗𝑦𝑎𝑏
𝐶(𝑦)
(8)
将公式(8)和公式(5)代入公式(4)可得公式(9)：
=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𝑖𝑗 𝑦𝑎𝑏 )

𝛼𝑖𝑗 = ∑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𝑖𝑗 𝑦𝑎𝑏 ) 𝑊𝜌 𝑦𝑎𝑏 )

(9)
1.2.2 通道融合层的全局特征提取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经过实验发现一幅图中每个点的全局特
征相似。例如输入特征图𝒚，𝒚中不同位置点为𝑦𝑖𝑗 ，
∀𝑎 ∀𝑏

通过余弦相似度(cosine distance)和 JS 散度(JensenShannon divergence )进行距离测算可以发现任意𝑦𝑖𝑗
与𝒚的相关性矩阵(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𝑖𝑗 × 𝒚))相似。
如图3所示，相关性矩阵的计算过程可以分为两
步：(1)𝐻𝑊 × 1的𝒚𝑇 与1 × 𝐻𝑊 的𝒚矩阵相乘得到
𝐻𝑊 × 𝐻𝑊的二维矩阵；(2)𝐻𝑊 × 𝐻𝑊的二维矩阵每
一 行 分 别 经 过 softmax 变 换 得 到 相 关 性 矩 阵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𝑇 × 𝒚))。

图 3 相关性矩阵计算过程图，(∙)𝑇 表示矩阵转置；×表示矩
阵乘法；𝐻 , 𝑊表示输入特征图行列数，𝐻𝑊表示一个𝐻 × 𝑊的数；𝒚𝑇 是
𝐻行𝑊列的输入特征图𝒚𝟎调整大小为 1 行𝐻 × 𝑊列的矩阵然后转置形成；
𝒚是𝐻行𝑊列的输入特征图𝒚𝟎调整大小为 1 行𝐻 × 𝑊列的矩阵。

𝑦11 与𝒚的相关性矩阵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11 × 𝒚)，可以

y4

理解为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𝑇 × 𝒚)中的第一列。根据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的实验结论可以得出：不同位置
𝑦𝑖𝑗 的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𝑖𝑗 × 𝒚)差别很小。
由上文分析可得：不同𝑦𝑖𝑗 的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𝑖𝑗 × 𝒚)
差别很小，因此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𝑖𝑗 × 𝒚)与𝑦𝑖𝑗 的值关系不
大，我们令𝑦𝑖𝑗 = 1则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𝑖𝑗 × 𝒚)可以简化为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𝑇 × 𝒚)可由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
近似表达，𝜶由𝑊𝜌 𝒚与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𝑇 矩阵相乘得出，
因此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中的𝛼𝑖𝑗 由公式(10)得
出：
𝛼𝑖𝑗 = ∑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𝑎𝑏 ) 𝑊𝜌 𝑦𝑎𝑏 )

(10)
∀𝑎 ∀𝑏
从公式(10)中可以看出，同一通道内无论位置(𝑖, 𝑗)
如何变化，𝛼𝑖𝑗 都相同。因此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本身是一个通道注意力机制。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利用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取代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𝑇 × 𝒚)，大大减少了运算量。但是如果只
作这一种改变势必导致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是
一个通道注意力机制。而 Non-local block 得到的是
像素级注意力权重，空间领域较通道领域更能体现
注意力权重的细节。本文意图使简化后的 Non-local
block 是一种空间注意力机制。因此简化过程有两步
(1)利用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取代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𝑇 × 𝒚)；(2)将
𝑊𝜌 𝒚与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点乘。简化后𝛼𝑖𝑗 由公式(11)得出：
𝛼𝑖𝑗 =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𝑎𝑏 ) ∙ 𝑊𝜌 𝑦𝑎𝑏
𝑎 = 𝑖, 𝑏 = 𝑗
(11)
对比公式(10)和公式(11)可以发现，对于同一通
道的不同位置，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得到的𝛼𝑖𝑗
相同，其表达的是不同通道的重要性；而 SG block
得到的𝛼𝑖𝑗 不同，表达的是空间域内各个像素点之间
的依赖关系。因此在目标定位方面，加入空间注意
力机制 SG block，比加入通道注意力机制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的输入特征图没有经
过通道融合层是一个多通道特征，并且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是一个通道注意力机制，因此需要一
个卷积层通过线性组合的方式捕捉各个通道间的依
赖关系。为了消除通道间信息分布对空间注意力机
制获取的影响，SG block 在提取𝛼𝑖𝑗 之前进行了通道
融合，融合特征图𝒚𝟎的通道数为 1，从而不需要获
取通道间的依赖关系，𝒚𝟎通过卷积层的意义不大，
因此本文省略了权重为𝑊𝜌 的卷积层，最终 SG block
中的𝛼𝑖𝑗 由公式(12)得出：
𝛼𝑖𝑗 =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𝑎𝑏 ) ∙ 𝑦𝑎𝑏
𝑎 = 𝑖, 𝑏 = 𝑗
(12)
图4显示的是Non-local block、Simplified non-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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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和SG block中 𝛼𝑖𝑗 生成的计算过程。Non-local
block中的 𝛼𝑖𝑗 由公式(9)可以计算得出；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中的𝛼𝑖𝑗 由公式(10) 可以计算得出；
SG block中的𝛼𝑖𝑗 由公式(12) 可以计算得出。

图5 SG block网络结构图，○∙表示对应元素相乘；○+
图 4 Non-local block、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和
SG block 中𝛼𝑖𝑗 计算图，×表示矩阵乘法；∙表示对应元素点乘。

表示对应

元素相加；𝐶𝑜𝑛𝑣(1 × 1 × 1)0.5表示一个初始值为0.5，卷积核大小为1 ×
1 × 1的卷积𝑤𝑔 ；
𝐶𝑜𝑛𝑣(1 × 1 × 1)0 表示一个初始值为0，卷积核大小为1 ×
1 × 1的卷积𝑊𝑍 ；resize1表示𝒚𝟎调整大小为1行𝐻 × 𝑊列的矩阵𝒚；resize2

1.3 全局特征聚合

表示将1行𝐻 × 𝑊列的𝜶调整为1通道、𝐻行、𝑊列。

公式(1)中𝐹(∙,∙)，输入𝒙、𝑊𝑍 和𝜶输出𝒛。
全局特征图𝜶是一个1 × 𝐻 × 𝑊大小的矩阵，由

表1 SG block算法
Algorithm：SG block 算法

于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本身的特性∑∀𝑖 ∑∀𝑗(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𝑦𝑖𝑗 )) = 1，

Input

因此大量𝛼𝑖𝑗 的值接近零。如果𝜶与𝒙通过点乘的方式

Process

𝑁
进行全局特征聚合，势必导致𝒛中元素𝑧𝑖𝑗
的值过小

1. 𝒙经过一个初始值为 0.5 的1 × 1 × 1卷积输出1通道、𝐻行、𝑊列特征融

产生梯度消失问题，使梯度无法迭代。为了解决上
述问题，本文采用𝜶与𝒙中对应元素相加来生成𝒛。
𝜶乘上初始值为0的可学习权重𝑊𝑍 ，目的是使𝒛
从𝒙平滑过渡，从而使网络更加容易迭代收敛。
SG block 的全局特征聚合可以表达为公式(13)：
𝑁
𝑁
𝑧𝑖𝑗
= 𝑊𝑍 ∙ 𝛼𝑖𝑗 + 𝑥𝑖𝑗
(13)
𝑁
式中：𝑧𝑖𝑗 表示𝒛中𝑁通道上位置(𝑖, 𝑗)点，𝜶位置(𝑖, 𝑗)
𝑁
点表示为𝛼𝑖𝑗 ，𝒙中𝑁通道，位置(𝑖, 𝑗)点表示为𝑥𝑖𝑗
。
1.4

𝑪
特征图𝒙 = {𝒙𝑵
𝒊𝒋 }𝑵=𝟏

𝒊=𝟏

𝑯

𝒋=𝟏

𝑾

合图𝒚𝟎
2. 𝒚𝟎调整大小为1行、𝐻 × 𝑊列矩阵𝒚
3. 𝒚经过 softmax 函数后得到1行、𝐻 × 𝑊列的相关性矩阵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
4. 𝑠𝑜𝑓𝑡𝑚𝑎𝑥(𝒚)和𝒚对应元素相乘获得1行、𝐻 × 𝑊列的全局特征图𝜶
5. 𝜶调整大小为1通道、𝐻行、𝑊列
6. 1通道、𝐻行、𝑊列的𝜶经过一个初始值为 0 的1 × 1 × 1卷积𝑊𝑍 得到𝑊𝑍 𝜶
7. 𝒙中的每个通道加上𝑊𝑍 𝜶最终获得具有注意力机制的特征图 z
Output

𝑪
特征图𝒛 = {𝒛𝑵
𝒊𝒋 }𝑵=𝟏

𝒊=𝟏

𝑯

𝒋=𝟏

𝑾

SG block 整体架构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将公式(2)和公式(12)带入公式(13)中，可以求出

为了评估本文提出的算法，我们对机器视觉中
两类基本任务进行实验：目标分类任务，chb_mit数
据集上进行脑电波二分类，在CIFAR-10数据集上进
行多分类；目标检测任务，在夜间车辆数据集上进
行单目标检测，在voc2007数据集上进行多目标检测。

𝑁
𝑁
𝑧𝑖𝑗
，𝑧𝑖𝑗
可由公式(14)求出：
𝑁
𝑧𝑖𝑗
= 𝑊𝑍 ∙

𝑁
exp(∑𝐶1 𝑤𝑔 𝑥𝑖𝑗
)
𝑁
∑∀𝑖 ∑∀𝑗 exp(∑𝐶1 𝑤𝑔 𝑥𝑖𝑗
)

𝐶
𝑁
𝑁
∙ ∑ 𝑤𝑔 𝑥𝑖𝑗
+ 𝑥𝑖𝑗
1

(14)
式中：𝑤𝑔 表示通道融合层的卷积权重；原始特征图
𝒙是𝐶通道，H 行，W 列的三维矩阵。𝑥𝑖𝑗𝑁 表示𝒙中第
𝑁通道中位置(𝑖, 𝑗)处的点；具有注意力机制的特征
图𝒛是一个𝐶通道，H 行，W 列的三维矩阵。𝑧𝑖𝑗𝑁 表示
𝒛中第𝑁通道中位置(𝑖, 𝑗)处的点；𝑊𝑍 表示初始值为 0
的可学习权重。
SG block网络结构图如图5所示：
0 ≤ 𝑖 < 𝐻 ; 0 ≤ 𝑗 < 𝑊; 0 ≤ 𝑁 < 𝐶

2.1 在 chb_mit 数据集上进行脑电波二分类
1) chb_mit数据预处理
首先通过STFT将chb_mit数据集中的脑电波数
据生成23 × 128 × 8三维矩阵数据，其中采集通道
23个；128表示脑电信号在1-128HZ频域；8表示将2
秒采集信号均分为8段时域。然后对三维矩阵填充数
据零到23 × 128 × 128大小，作为输入数据。每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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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小为363.5KB左右。
2) 算法平台和环境
操作系统：Ubuntu 16.04
编程语言：python3.6、pytorch 1.0
显卡支撑：CUDA9.0、Cudnn7.0
显卡
：1080Ti单显卡
3) 调整参数s
在实验中，我们发现部分网络在添加SG block
后出现损失不收敛问题。通过数据分析发现，SG
block的通道融合图通过softmax函数时会出现部分
数据过大导致计算无法进行。究其原因，通道融合
图的参数通常是成百上千个单通道数据的线性组合，
经过softmax函数中的指数函数时会产生巨大数。这
些巨大数会导致两种情况发生，情况1：32bit容纳不
下巨大数，导致迭代无法进行；情况2：巨大数经过
softmax后会产生接近于1的结果，根据softmax函数
的性质(所有输出结果总和为1)通道融合图的其他
数据通过softmax后结果接近于0，发生信息丢失。为
了避免产生巨大数，作为一个创新点，我们对通道
融合层进行了适应性调整。通道融合图中𝒚𝟎的数据
统一除以调整参数s。
表2 实验参数

Resnet
18
Resnet
50
Resnet
101

优化器

最大迭代次数

学习率

训练批次

optimizer

max_epoch

learning rate

batch size

SGD

50

0.001

64

8

SGD

50

0.001

64

8

SGD

50

0.001

64

8

s

SGD 表 示 随 机梯 度 下 降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SGD)；s表示调整参数；无预训练权重。
表3 所有残差单元加入不同注意力机制实验结果
SNL

sSE

SE

SG

Resnet18

92.950

96.189

90.930

95.274

Resnet50

96.723

95.998

94.512

97.409

Resnet101

97.142

73.895

96.684

97.561

表4 SG block加入不同层实验结果
Resnet
18
Resnet
50
Resnet
101

y6

2.1.1 数据分析 实验在 chb_mit 数据集上进行，目
标分类标准指标有 Top-1 Acc 和 Top-5 Acc。Top-1
Acc 表示概率最大的结果分类正确则判定预测正确；
Top-5 Acc 表示概率前五的结果如果存在分类正确
则判定预测正确。作为二分类问题 Top-1 Acc=Top5 Acc。
1) 不同注意力机制实验结果(所有层加注意力机制)
为了对比所有残差模块加入不同注意力机制对
目标分类任务的提升情况。在resnet18、resnet50和
resnet101所有残差层加入SNL block、sSE block、
SE block和SG block。
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Resnet18中加入sSE效
果最佳。有提升效果的注意力机制包括sSE和SG；
Resnet50和Resnet101中加入SG效果最佳，有提升效
果的注意力机制包括SNL和SG。
SG block在resnet18、resnet50和resnet101分别
提升0.533%、0.839%和0.763%
2) SG block加入不同层实验结果
为了讨论 SG 嵌入到特征提取网络的任意残差
模块中的效果。我们分别在 resnet50、resnet18 和
Resnet101 的 c1、c2、c3、c4 和 c1+c2+c3+c4 嵌入
SG block。
实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在 resnet18、resnet50 和
resnet101 大部分残差层加入 SG 分类效果有所提升，
所有残差模块中加入 SG 可以获得更好的分类结果。
SG block在resnet18、resnet50和resnet101最大
提升0.533%、0.839%和0.763%
3) 实验结论
在 chb_mit 数据集上进行脑电波二分类，网络
Resnet101+SG block 检测准确率最高。在较为简单
的网络 Resnet18 中 sSE 表现最好，在较为复杂的网
络 Resnet50 和 Resnet101 中 SG 表现最好。这是因
为数据集单个样本信息较大，浅层网络表达能力弱，
获得特征图包含的相关性不明显，此时加入全局相
关性可能对网络产生负面影响。为了验证上述结论，
本文选取了小样本图片分类数据集 CIFAR-10 进行
多分类任务。
2.2 在 CIFAR-10 数据集上进行多分类任务

baseline

c1

c2

c3

c4

ALL

94.741

95.084

93.674

93.636

94.474

95.274

96.570

96.875

96.532

96.913

96.608

97.409

96.799

96.456

96.951

96.532

96.951

97.561

1) CIFAR-10数据集简介
CIFAR-10数据集是由10个类，60000张3通道
RGB彩色图像组成，每张图片尺寸为32 × 32，每类
含有6000张图像。共含有50000张训练图像和10000
张测试图像。每张图像大小仅为1.3KB。
2) 算法平台和环境
操作系统：Ubuntu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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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语言：python3.6、pytorch 1.0
显卡支撑：CUDA9.0、Cudnn7.0
显卡
：1080Ti 单显卡
表5 实验参数

Resnet
18
Resnet
50
Resnet
101

优化器

最大迭代次数

学习率

训练批次

optimizer

max_epoch

learning rate

batch size

SGD

20

0.001

32

8

SGD

20

0.001

32

8

SGD

20

0.001

16

8

s

SGD 表 示 随 机梯 度 下 降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SGD)；s表示调整参数；无预训练权重。
表6 c3层中加入不同注意力机制实验结果
NL

SNL

sSE

SE

SG

Resnet18

83.183

83.167

83.600

82.350

83.817

Resnet50

83.418

83.416

83.420

83.322

83.444

Resnet101

83.075

83.000

83.325

83.517

83.556

表7 SG block加入不同层实验结果
Resnet
18
Resnet
50
Resnet
101

baseline

c1

c2

c3

c4

ALL

83.333

83.619

83.717

83.817

83.609

83.683

83.401

83.460

83.380

83.444

83.400

83.325

83.383

83.528

83.512

83.556

83.732

83.658

2.2.1 数据分析 实验在 CIFAR-10 数据集上进行，
目标分类标准指标包括 Top-1 Acc 和 Top-5 Acc。表
6 和表 7 中显示的是 Top-1 Acc 的实验结果，所有实
验的 Top-5 Acc 均等于 1.
1) 不同注意力机制实验结果(c3 层加注意力机制)
为了对比c3残差模块加入不同注意力机制对目
标分类任务的提升情况。在 resnet18、resnet50和
resnet101的c3残差层中加入NL block、SNL block、
sSE block、SE block和SG block。
实验结果如表6所示，在Resnet18中加入SG效果
最佳。有提升效果的注意力机制包括sSE、SE和SG ；
Resnet50中加入SG效果最佳，有提升效果的注意力
机制包括NL、SNL、sSE和SG；Resnet101中加入SG
效果最佳，有提升效果的注意力机制包括SE和SG。
SG block在resnet18、resnet50和resnet101分别
提升0.484%、0.043%和0.173%
2) SG block加入不同层实验结果
为了讨论 SG 嵌入到特征提取网络的任意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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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中的效果。我们分别在 resnet50、resnet18 和
Resnet101 的 c1、c2、c3、c4 和 c1+c2+c3+c4 嵌入
SG block。
实验结果如表 7 所示，在 resnet18、resnet50 和
resnet101 大部分残差层加入 SG 分类效果有所提升。
SG block 在 resnet18、resnet50 和 resnet101 最大提
升 0.484%、0.059%和 0.349%
3) 实验结论
在 CIFAR-10 数据集上较为简单的网络 Resnet18 中加入 SG 表现最好。较为复杂的网络 Resnet50 和 Resnet101 中所有注意力机制的提升效果
均有限。这是因为 Resnet18 已经很好地表达 CIFAR10，更深的网络意味着更多的参数，在简单样本上
不稳定。因此各种注意力机制对 Resnet50 和 Resnet101 的提升有限。
2.3 在夜间车辆数据集上进行单目标检测
1) 夜间车辆数据集简介
夜间车辆数据集是用于对夜间车辆单一目标进
行检测的数据集，数据集由网上收集的200段、不等
时长的夜间行车记录仪视频采样得到的2500张图片
组成。其中训练数据集2000张图片，测试数据集500
张图片。每张图片1080 × 1920像素大小，数据集共
包含11920个夜间车辆目标，其中大型目标占样本总
数16.7%；中型目标占样本总数60%；小型目标占样
本总数23.3%。
2) 算法平台和环境
操作系统：Ubuntu 16.04
编程语言：python3.6、pytorch 1.0
显卡支撑：CUDA9.0、Cudnn7.0
显卡
：1080Ti 单显卡
表8 实验参数
YOLOv3

optimizer

max_epoch

learning rate

batch size

s

SGD

100

0.0005

1

8

SGD 表 示 随 机梯 度 下 降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SGD)；s表示调整参数；无预训练权重。
表9 不同注意力机制实验结果
𝑨𝑷𝟓𝟎：𝟗𝟎

Precision

recall

𝑨𝑷𝟓𝟎

𝑨𝑷𝟕𝟓

baseline

42.282

80.981

69.001

73.809

43.090

NL

—

—

—

—

—

SNL

—

—

—

—

—

sSE

43.536

75.326

76.672

72.176

44.695

SE

45.884

77.667

76.902

73.998

45.400

SG

47.817

79.721

75.282

75.913

5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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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SG block加入不同层实验结果
𝑨𝑷𝟓𝟎：𝟗𝟎

Precision

recall

𝑨𝑷𝟓𝟎

𝑨𝑷𝟕𝟓

baseline

42.282

80.981

69.001

73.809

43.090

特征图层 1

47.395

81.974

75.003

75.593

50.250

特征图层 2

50.060

80.450

76.981

76.716

52.392

特征图层 3

47.817

79.721

75.282

75.913

50.069

All

48.486

85.355

74.470

77.669

54.816

(b) YOLOv3 检测结果图

2.3.1 数据分析 实验在夜间车辆数据集上进行，目
标检测标准主要包括𝐴𝑃50:90 、𝐴𝑃50和𝐴𝑃75。AP值由
准确率(Precision)作为𝑦轴和召回率(recall)作为𝑥轴
的坐标轴上的precision-recall曲线与𝑥轴𝑦轴围成图
像的面积。𝐴𝑃50 表示当真实框与预测框的交并比
(IOU)大于50%时，认定其为一个预测。𝐴𝑃75表示当
真实框与预测框的交并比大于75%时，认定其为一
个预测。𝐴𝑃50:90是 𝐴𝑃50、𝐴𝑃60 、𝐴𝑃70 、𝐴𝑃80 、𝐴𝑃90
的平均值。Precision表示𝐴𝑃50 下的平均精准率，recall
表示𝐴𝑃50下的平均召回率。
1) 不同注意力机制实验结果(图层 3 加注意力机制)
在YOLOv30的第3特征图层间的残差网络中添
加4个NL block、4个SNL block、4个sSE block、4个
SE block和4个SG block。
表9中实验数据以𝐴𝑃50 、𝐴𝑃75 和𝐴𝑃50:90 为评价
标准YOLOv3中加入SG效果最好，有提升效果的是
SE和SG。sSE在𝐴𝑃50评价标准下对网络有负面作用。
NL和SNL加入后网络不收敛，说明本任务采用的数
据集和YOLOv3对仅具有全局特征提取的注意力机
制不友好。
以𝐴𝑃50 为评价标准，SG block提升了2.104%；
以𝐴𝑃75为评价标准，SG block提升了6.979%。
2) SG block加入不同层实验结果
我们分别在YOLOv3卷积神经网络中特征图层
1、特征图层2、特征图层3和三个图层中的残差模块
嵌入SG block。
如表10所示，加入SG效果均有所提升。以𝐴𝑃50
和𝐴𝑃75为评价标准，所有特征图层加入SG效果最好。
以𝐴𝑃50 为评价标准SG block提升了3.860%；以
𝐴𝑃75为评价标准，SG block提升了11.726%。
3) 结果展示

(a) 原图

(c) YOLOv3+SE 检测结果图

(d) YOLOv3+SG 检测结果图
图 6 YOLOv3 加入各种注意力机制检测结果图
图 6 显示 YOLOv3 中加入各种注意力机制的效
果图，相比较原始检测效果，SE 可以解决误检测问
题。SG 既解决了误检问题也解决了漏检问题，并且
车辆预测框更加接近真实框，这也应证了 SG 中包
含的全局相关性信息有利于定位和区分目标。
2.4 voc2007 数据集上进行多目标检测
1) 算法平台和环境
操作系统：Ubuntu 16.04
编程语言：python3.6、pytorch 1.0
显卡支撑：CUDA9.0、Cudnn7.0
显卡
：1080Ti 单显卡
表11 训练数据
YOLOv3

optimizer

max_epoch

learning rate

batch size

s

SGD

20

0.004

4

8

无预训练权重。
表12 不同注意力机制实验结果
𝑨𝑷𝟓𝟎：𝟗𝟎

Precision

recall

𝑨𝑷𝟓𝟎

𝑨𝑷𝟕𝟓

baseline

49.622

87.645

86.961

74.834

49.284

+NL

49.736

87.405

87.535

74.977

49.213

+SNL

—

—

—

—

—

+sSE

47.889

87.188

86.663

73.837

46.499

+SE

50.155

87.359

87.511

75.049

49.041

+SG

50.160

87.627

87.713

75.612

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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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SG block加入不同层实验结果
𝑨𝑷𝟓𝟎：𝟗𝟎

Precision

recall

𝑨𝑷𝟓𝟎

𝑨𝑷𝟕𝟓

baseline

49.622

87.645

86.961

74.834

49.284

c1

49.851

88.067

86.421

75..285

49.660

c2

50.203

87.932

86.923

74.986

49.998

c3

49.784

87.327

86.915

74.728

49.451

c4

50.160

87.627

87.713

75.612

50.516

All

49.992

87.361

87.211

75.159

50.144

2.4.1 数据分析 实验在 voc2007 数据集上进行, 目
标检测标准主要包括𝐴𝑃50:90 、𝐴𝑃50和𝐴𝑃75。此处 AP
值是多类别 AP 的平均值。
1) 不同注意力机制实验结果(c4 层加注意力机制)
在 resnet50 的 c4 层分别加入 Non-local block、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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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sSE block、SE block 和
SG block。表 12 中实验数据表明在𝐴𝑃50:90、𝐴𝑃50和
𝐴𝑃75三个评价标准中 SG 效果都达到最好。以𝐴𝑃50
为评价标准，有提升效果的注意力机制包括 NL、SE、
SG。加入 SNL 后网络不收敛。
以𝐴𝑃50为评价标准SG block提升了0.778%
2) SG block加入不同层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 SG 嵌入到特征提取网络任意残差模
块的效果。我们分别在 resnet50 的 c1、c2、c3、c4
和 c1+c2+c3+c4 嵌入 SG。表 13 中实验数据表明以
𝐴𝑃50 为评价标准，除了 c3 残差网络外其他层加入
SG 检测效果都有提升，其中提升最大的是在 c4 残
差网络加入 SG，提升了 0.778%。
3) 结果展示

(a) Faster rcnn 检测结果图
(b) Faster rcnn +SE 检测结果图
(c) Faster rcnn +SG 检测结果图
图7 Faster rcnn加入各种注意力机制检测结果图
图 7 所示，𝐴𝑃50评价标准对比 Faster rcnn0 和两
和背景环境，更好的定位目标位置。
个效果最好的网络 Faster rcnn +SE 和 Faster rcnn
3 结 论
+SG。第一列中两辆车辆的预测框图不应该发生重
叠，Faster rcnn +SG 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
本文提出一种具有全局特征的空间注意力模块
二列中单目标检测，相比较 Faster rcnn 较大的预测
(SG block)，SG block 通过特征融合层消除了通道信
框和 Faster rcnn +SE 较小的预测框，Faster rcnn +SG
息分布对空间权重提取的影响；通过全局特征提取
的预测框更贴近真实框；第三列图片多目标重叠问
步骤获得特征图各个点的空间依赖关系。加入 SG
题，Faster rcnn +SG 可以更为精准的区分自行车和
block 有利于网络区分前景目标和背景环境。使网络
骑手。更加精准的预测框是因为 SG block 中特征图
对目标的定位更加精准。SG block 的主要创新点有
中加入了空间全局信息，可以有效的关联前景目标
以下 3 点：
———————— http://zkxb.xjtu.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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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入通道融合层，SG block 通过一个一维
卷积核将多通道压缩为单通道信息，其目的有两个：
首先消除通道信息分布对空间权重的影响，其次多
特征表达比单特征表达更具有鲁棒性。
(2) 将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从通道域注意
力机制变为空间域注意力机制，SG block 将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中的矩阵乘法变为对应元素相乘，
从而将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从通道域注意力
机制变为空间域注意力机制。空间领域较通道领域
更能体现注意力权重的细节。
(3) 提出了调整参数 s，SG block 对通道融合图
中𝒚𝟎 的数据统一除以调整参数 s。解决了实验中产
生巨大数的问题，使 SG block 更加稳定。
实验结果表明：在目标分类和目标检测的主要
基准上，SG block 多数情况下表现优于 Simplified
non-local block 和 sSE block，并且不会出现损失不
收敛和准确率骤降的问题，对比目前先进注意力机
制 SE block，
SG block 的计算量和参数量小于前者，
稳定性和有效性优于前者。
本文得出的结论：SG block 通过获取空间依赖
关系，有利于网络区分前景目标和背景环境，使网
络对目标的定位更加准确。
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SG block 在目标分割任
务上的性能理论上应该更加突出，在之后的研究中，
我们将研究 SG block 对目标分割任务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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