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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急遥感制图在灾害响应中作用显著，能为灾害评估、救灾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传统应急遥感制图流

程中，人工检索敏感目标并使用图像编辑工具进行脱密处理的方式效率不高，与防灾救灾的高即时性要求相

矛盾，无法实现快速发布与使用。将深度学习中的目标检测模型和生成式对抗网络模型相结合，构建遥感影

像敏感目标检测与隐藏两阶段处理模型，并以遥感制图中飞机目标处理为例验证模型性能。针对飞机目标特

点，采用损失函数重构、区域推荐网络候选框优化、Mask优化算法引入、注意力机制重构等改进方案。实验结

果表明，该方法全流程处理时间较人工处理缩短 50%以上，能快速、智能地进行遥感影像敏感目标检测与隐

藏处理,缩短应急制图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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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具有覆盖范围广、数据采集时效性

高等特点，能够及时有效地提供灾害地区的图像

测绘资料，为各级政府、救援机构应急决策、灾害

评估、救援部署等提供保障［1］。遥感制图在应急

灾害响应中的研究应用已有很多［2‐4］。

必须对遥感制图中存在的涉及国家安全的

敏感地理目标进行脱密处理才可对外公开发布

使用。传统处理方法是依靠人工或半自动方式

寻找特定敏感目标，并使用图像编辑工具截取目

标周围背景纹理信息对目标进行覆盖填充，以达

到隐藏目标的目的。在应急遥感制图场景下，该

方法效率不高，健壮性不足，易受操作者水平影

响，且隐藏效果不理想，制约了遥感影像地图产

品的快速发布与使用，无法满足灾害应急处理的

时效性需求。

随着深度学习模型和方法的发展，文献［5］
提 出 的 生 成 式 对 抗 网 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模型在图像生成领域取得了卓

越的成就，表现出巨大的应用和发展前景［6］。

GAN模型快速、自动化图像处理的特性十分契合

应急制图高时效性的要求，为应急遥感制图工作

中的脱密处理提供了新思路。

1 敏感目标检测与隐藏两阶段处理

模型

图像修复是指根据图像信息缺失区域周围

的已知信息推断出缺失区域的信息内容并进行

修复补全，使得图像信息完整的一项技术，其应

用广泛，如破损照片修复、多余信息覆盖、目标隐

藏等［7］。本质上，遥感影像敏感目标隐藏是图像

修复处理的一种形式。传统方法主要分为两类：

（1）基于偏微分方程的方法，如文献［8］提出的基

于 曲 率 驱 动 扩 散（curvature‐driven diffusions，
CDD）模型的自适应曲率修复算法；（2）基于样本

的方法，如文献［9］提出的图像匹配算法。

GAN模型是一种非监督模型，采用随机策

略，能够通过训练不断学习和理解图像的抽象结

构和高维语义信息。遥感影像具有背景复杂、尺

度多样、信息量大的特性，直接使用 GAN模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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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面遥感影像进行修复处理，计算资源开销巨

大，会存在破坏正常影像信息的现象，产生大量

无效的修复操作，导致部分敏感目标的遗漏，针

对性不强、稳健性低，不适用于应急场景。

本文针对 GAN难以训练和应用的问题，引

入目标检测模型，将检测模型与 GAN模型结合，

提出了一种以目标检测模型和 GAN模型为基础

的遥感影像敏感目标自动检测与隐藏方法，构成

遥感影像两阶段处理模型。其中，GAN模型只需

生成检测模型提取的目标背景信息，在降低难度

的同时提高自动修复效率。

1.1 总体框架

两阶段模型的总体框架如图 1所示，由Mask
R‐CNN 模型和 Deepfill模型组成。其中，Mask
R‐CNN模型进行敏感目标检测，Deepfill模型对

敏感目标进行脱密处理，两者结合达到降低计算

开销、提高效率的目的。

模型处理流程为：（1）输入原始影像和预先

训练得到的目标权重参数，使用Mask R‐CNN模

型对影像进行快速地检索、筛选，检测判断是否

存在敏感目标。（2）若不存在，直接用于后续生

产；若存在，则对目标进行定位和分割处理，输出

敏感目标的坐标及对应Mask。（3）使用Deepfill模
型根据Mask直接处理标记区域并生成脱密后的

影像，用于后续生产。

1.2 Mask R‐CNN模型

Mask R‐CNN模型［10］是用于目标检测任务

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它在 Faster R‐CNN
模型［11］的基础上增加用于对每个感兴趣区域（re‐
gion of interest，ROI）预测分割 Mask的分支网

络 ，能 针 对 目 标 生 成 高 质 量 的 Mask。 Mask
R‐CNN模型的网络结构如图 2所示，包括特征提

取网络（residual network，ResNet）［12］、特征金字

塔网络（feature pyramid network，FPN）［13］、区域

建议网络（region proposal network，RPN）、感兴

趣区域校准（ROI Align）和像素分割网络（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FCN）［14］。 ResNet 中 的

C2、C3、C4、C5结构块分别构成 4个特征图，表示目

标不同层次的语义信息。FPN对不同层次的特

征图进行加和运算，在获取高级语义信息的同时

保留目标的空间信息，生成新的特征图 Pi，特征

图组合公式为：

{Pi= Sum ( )Upsample ( )Pi+ 1 ,Conv ( )Ci

P 6 = Max Pooling ( )P 5
（1）

式中，i=2，3，4；Upsample为上采样卷积操作；

Conv为卷积操作；Sum表示矩阵对应位置的值进

行相加；Max Pooling为最大池化操作。

1.2.1 区域建议网络 RPN
RPN网络以 P2、P3、P4、P5、P6特征图作为输

入，以滑动窗口的方式在每个位置生成 5种不同

尺度和 3种不同长宽比的矩形候选区域，尺度大

小为 32、64、128、256、512，长宽比为 0.5、1.0、2.0。
首先根据上述不同尺度和长宽比的组合生

成候选区域，计算每个候选区域为前景或背景的

置信度、坐标，按照置信度大小保留 6 000个候选

区域，然后采用非极大值抑制（non‐maximum sup‐
pression，NMS）［15］的 策 略 得 到 2 000 个 ROI
区域。

1.2.2 ROI Align策略

Mask R‐CNN 模 型 中 新 增 的 分 支 网 络 以

FCN网络计算Mask的像素值，阈值为 0.5。其中

图 2 Mask R‐CNN模型结构

Fig.2 Mask R‐CNN Model Structure

图 1 两阶段模型总体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Two Sta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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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 Align层对每个 ROI生成 14×14像素的特征

图，并采用双线性差值法计算Mask边界。

1.3 Deepfill模型

基于 GAN的修复方法存在被修复区域出现

与周围区域不一致的扭曲结构或模糊纹理的问

题。针对上述问题，文献［16］提出了一种新的基

于深度生成式对抗网络模型的方法——Deepfill
模型，既可以修复缺失区域的图像，又可以在网

络训练过程中利用周围图像的特征作为参考，提

取较远距离的图像内容信息，有效地解决修复区

域边缘结构扭曲、纹理模糊的问题。

1.3.1 粗‐细两阶段网络

Deepfill模型的网络结构如图 3所示，分为粗

略网络和细化网络两个阶段［17］。

粗略网络阶段使用带有膨胀卷积的卷积神

经网络对缺失区域进行不断学习、预测并更新卷

积权重值，最终得到一个相对粗略的修复结果。

其中使用的膨胀卷积能扩大卷积核的感受视野，

使卷积核包含更大范围的信息。

细化网络阶段在粗略网络修复结果的基础

上，采用了并行的两条卷积网络分支：一条使用

与粗略网络中类似的膨胀卷积结构，在粗略网络

阶段结果的基础上继续训练；另外一条分支是由

内容感知层结构［16］组成的网络层，它在输入的原

始影像中匹配与粗略网络中初步修复结果相似

的区域作为候选进行多分类，找出与待修复区域

最相似的区域，对此区域的图像内容进行反卷积

得到修复区域，之后将两个分支的结果进行合并

与上采样卷积操作得到最终修复图像。

整 个 Deepfill 模 型 中 包 含 全 局 和 局 部 的

WGAN‐GPs［18］网络。全局判别器用于评价修复

图像整体的一致性，区分图像是否经过修复；而

局部判别器则专注于区分图像中修复区域与周

围区域的一致性。

1.3.2 空间衰减重构损失

图像修复任务中，待修复区域存在多种不同

但可接受的修复结果，只使用与原始图像的距离

作为衡量训练损失值的唯一标准，可能会导致大

量可行修复方案被剔除，使得整个网络的训练难

以进行，“误导”网络优化的方向。

针对上述现象，Deepfill模型提出空间衰减重

构损失机制，引入注意力机制［19］令待修复区域的

权重随着卷积向待修复中心区域移动而减少，降

低中心区域结果和原始图像差距过大时对损失

值 的 影 响 ，使 得 整 个 网 络 的 训 练 更 加 容 易 和

有效。

2 两阶段处理模型应用:以飞机目标

为例

本文以遥感制图中的飞机目标处理为例，验

证目标检测与隐藏两阶段处理模型的性能。

2.1 飞机目标特征

遥感影像包含丰富的空间特征、光谱特征、

纹理信息以及多样的目标类别［20］。飞机目标特

征主要集中在 4个方面：（1）光谱特征，即颜色、灰

度级的亮度比信息，飞机目标颜色与天然地物有

所差异，可以作为一种识别的典型特征；（2）纹理

特征，即目标的灰度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呈现的有

规律的重复变化；（3）形状特征，即飞机边界和区

域的形状，包括尺度、长宽比等，表现为大部分目

标像素范围小，同时受影像拍摄高度、侧视角等

因素影响，尺度变换幅度大，也存在大范围目标

的情况，是本文中识别与检测飞机目标的重要依

据和关键因素；（4）上下文特征，即图像中各地物

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如本文的飞机目标一般位

于机场［21］。

2.2 检测模型损失函数重构与Mask优化

应急遥感制图中目标检测任务的难度较常

图 3 Deepfill模型结构图

Fig.3 Structure of Deepfill Model

1265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0 年 8 月

规图像中目标检测任务的难度更高。根据飞机

目标特征分析，检测模型应具备以下特性：（1）对

于多场景、多信息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中小飞机目

标的高精确度提取能力；（2）对于少数像素范围

比较高的大飞机目标的泛化、兼容提取能力。

本文以Mask R‐CNN模型为基础，采取相应

的优化策略提升模型对于飞机目标的检测精度

和鲁棒性，以更好地满足任务需求。

2.2.1 重构损失函数

Mask R‐CNN模型损失函数定义为分类误

差+检测误差+分割误差，表示为：

L= Lc+ Lb+ γLm （2）

式中，L表示模型总损失；Lc表示模型分类损失；

Lb 表示模型检测损失；Lm 表示模型分割损失。

Mask质量对隐藏区域范围和隐藏处理结果影响

较大，因此本文引入参数 γ提高 Lm 的比重，调整

模型训练优化方向，提升Mask质量，γ为大于 1的
常数。

损失函数重构会增大模型训练开销，加大拟

合难度。本文选取多组参数进行训练对比，根据

总损失值与Mask损失值结果综合计算确定 γ的

取值。图 4展示了 γ为 1.0、1.2、1.4、1.6、1.8、2.0
时模型训练的损失曲线。根据训练结果将 γ设定

为 1.4。

2.2.2 RPN网络候选框优化

RPN网络根据输入的长宽比和尺度参数生

成不同的候选矩形框。本文结合遥感影像飞机

的语义信息特点［22］，修改长宽比和尺度参数以符

合飞机目标的形状特征，降低候选框的冗余程

度，减少计算量，提高候选框命中率。

根据统计结果分析，常见型号飞机的长宽比

处于 0.9~1.25区间。由此，本文将候选框长宽比

系数 α设定为 α∈ { }0.8，1.0，1.25 。由于遥感影像

中飞机目标多为小目标，通过设定多种尺度后的

检 测 结 果 对 比 ，将 尺 度 参 数 β 设 定

为 β ∈ { }8，32，64，128，256 。

2.2.3 Mask膨胀

受Mask R‐CNN模型Mask输出质量及训练

数据标注质量所限，原模型存在部分目标 Mask
不完全而无法完全覆盖目标区域的现象，增加了

隐藏处理难度，导致目标隐藏处理效果不佳。本

文在原模型的Mask输出层增加Mask优化算法，

改进检测模型流程，如图 5所示。

优化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图像形态学中的膨

胀算法［23］，表示为：

A⊕B= ⋃
b∈ B
Ab （3）

式中，A为原模型输出目标Mask；用 A确定目标

锚点，根据该目标像素值确定扩散系数和卷积核

B。采用卷积核 B对 A进行卷积操作，使Mask沿
目标轮廓向外膨胀，提高目标Mask输出质量和

对目标的覆盖程度。

图 6是Mask优化对比示例，可以看出，优化

后生成的Mask质量更好，对目标覆盖占比更高，

对因遥感平台拍摄角度、高度等因素而使目标产

生的阴影也具有良好的覆盖效果。

2.3 隐藏模型注意力机制重构

遥感影像目标隐藏处理是在待隐藏区域生

成背景进行区域覆盖，背景区域内部结构和纹理

具有高度相似性，而边缘部分与其他背景或目标

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隐藏处理任务更注重待隐藏区域生成的背

景与周围的背景融合，使结构和纹理趋于一致。

图 4 不同 γ参数训练的损失曲线

Fig.4 Loss Curves Trained with Different Gamma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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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原模型的注意力机制策略，并根据隐藏

处理需求修改矩阵M的计算策略：

{Mi= θl
2
i

l i= |xi- x0 ||+ yi- y0 |
（4）

式中，θ为不大于 1的常数，本文设定为 0.95；li是
点 ( xi，yi )到已知像素点 ( x 0，y0 )的曼哈顿距离。

增大边界部分的权重，弱化区域中心对模型训练

的影响，提高待隐藏区域边界与周围场景的融合

程度，让影像整体在视觉效果上显得更加合理、

自然［24］。

3 遥感影像飞机目标检测与隐藏处

理实验与分析

3.1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实验数据来源于由武汉大学团队标注的遥

感影像目标检测（remote sensing object detection，
RSOD）数据集和大规模航空图像目标检测（a
large‐scale dataset for object detection in aerial
images，DOTA）数据集［25］。

为提高模型的泛化性和稳健性，在数据集构

建中，检测模型样本主要抽取自 RSOD数据集，

同时从 DOTA数据集中随机抽取少量样本；隐藏

模型样本主要抽取自 DOTA数据集，并随机加入

少量 RSOD数据集样本。

检测模型训练数据预处理：（1）样本数据归

一化为 1 024×800像素，便于标注及训练；（2）使

用 Labelme软件对原始样本中的飞机目标重新标

注，构建新的遥感影像飞机目标实例分割数据

集；（3）数据集按 0.8∶0.2随机抽取划分为训练集

train和验证集 val。测试集单独从原始样本中随

机抽取存放，不参与训练，仅用于评价训练结果

模型的好坏。

本文共标注 210张影像，并采用影像上下翻

转、左右互换、旋转等数据扩增操作。样本总数

为 1 607张，训练集 1 285张，验证集 322张，图 7
为目标检测样本示例。

隐藏模型训练数据预处理：大幅面遥感影像

样本中直接随机生成Mask的方式无法满足只对

特定目标区域进行学习训练的要求。本文将数据

集的飞机和机场样本裁剪为 256×256像素，并筛

选保留只包含机场和跑道背景区域的影像样本。

本文共采集 9 502个样本，按照 0.8∶0.2的比

例将训练集和验证集随机抽取划分，训练集 7 601
张，验证集 1 901张。

3.2 网络训练

实验中使用的两个阶段模型的训练方式和

损失函数计算均不相同，因此本文对两个模型分

别开展训练和调优，最后将训练好的模型组合成

图 7 目标检测样本示例

Fig.7 Examples of Target Detection

图 5 增加Mask优化算法后的检测流程

Fig.5 Detection Process After Adding Mask Optimization
Algorithm

图 6 Mask对比图

Fig.6 Comparison of Mask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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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检测模型实验参数设置如下：学习率设定为

0.000 1，批量规模为 2，迭代 50轮。得到相应的

预训练模型后，从测试集中随机抽取 46张遥感影

像样本，验证模型检测性能。

智能隐藏模型实验参数设置如下：批量规模

为 8，每轮训练次数为 2 000，最大迭代 1 000 000
次，每轮验证 200次。粗略网络、精细网络中的损

失参数权重都下调至 0.5，Mask范围的最大宽、高

参数设定为 64像素。

3.3 实验结果分析

3.3.1 评价指标

评价检测模型性能的指标主要为精确率、召

回率、漏检率和 F1值。精确率表示检测模型判定

为正例的目标数中真正正例数的比例，计算公

式为：

P= NTP

NTP + NFP
× 100% （5）

式中，NTP表示检测正确的正例数；NFP表示将背

景误判为目标的数量。

召回率 R表示测试集中的正例有多少被正

确检测出，计算公式为：

R= NTP

N
× 100% （6）

式中，N表示测试集中总的目标数。

漏检率M衡量模型对于目标的遗漏程度，计

算公式为：

M = N - NTP

N
× 100% （7）

由于精确率和召回率往往存在矛盾的情况，

因此引入 F1值对精确率和召回率进行综合衡量，

以评价模型性能的优劣：

F 1 = 2×
PR
P+ R

× 100% （8）

隐藏模型的性能采用峰值信噪比（peak sig‐
nal to noise ratio，PSNR）和结构相似性（structural
similarity，SSIM）两个指标评价。

峰值信噪比通过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
ror，MSE）定义，对于给定大小为 m× n的图像 I
和噪声图像K，均方误差的定义为：

E ( I,K) = 1
mn ∑i= 0

m- 1

∑
j= 0

n- 1

[ ]I ( )i,j - K ( )i,j
2
（9）

PSNR值的计算公式为：

D ( I,K) = 10 lg X
2
I

E
（10）

式中，X 2
I 表示图像可能的最大像素值。本文采用

红 绿 蓝（red green blue，RGB）彩 色 图 像 ，最 终

PSNR为分别计算 R、G、B这 3个通道结果取平

均值得到。

结构相似性 S通过亮度 l、对比度 c和结构 s

这 3个方面衡量两张影像 x和 y的相似性，公式为：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l ( )x,y = 2μx μy+ c1
μ2x+ μ2y+ c1

c ( )x,y = 2σx σy+ c2
σ 2x+ σ 2y + c2

s ( )x,y = σxy+ c3
σx+ σy+ c3

（11）

S (x,y) = l ( )x,y
ρ
c ( )x,y

ω
s ( )x,y

τ
（12）

式中，μx 为 x的均值；μy 为 y的均值；σ 2x 为 x的方

差；σ 2y 为 y的方差；σxy 是 x和 y的协方差；c1 =

(k1A) 2、c2 = (k2A) 2为常数，其中A为影像像素值

范围，k1 = 0.01，k2 = 0.03；c3 =
1
2 c2。将 ρ、ω、τ

均设为 1，可得：

S (x,y) = ( )2μx μy+ c1 ( )2σxy+ c2
( )μ2x+ μ2y+ c1 ( )σ 2x+ σ 2y + c2

（13）

3.3.2 模型性能分析

在测试集中随机抽取 46张影像进行检测，结

果 如 表 1 所 示 。 实 际 目 标 数 475 个 ，原 Mask
R‐CNN模型共检出 214个目标，其中正确数 210
个；本文模型检出 411个目标，正确数 389个。

如图 8 所示，原 Mask R‐CNN 模型精度为

98.13%，召回率为 44.21%，漏检率为 55.79%，F1
值为 60.96%，大量目标未检出。优化后，本文检

测模型在精度仍达到 94.65%的同时，召回率达

到 81.89%，较原Mask R‐CNN模型提高 85.23%；

漏检率为 18.11%，较原模型降低 67.54%；F1值为

87.81%，较原模型提高 44.05%。

以测试集中目标检测处理后的 46张影像作

为输入影像，对隐藏模型进行测试。PSNR和

SSIM值如图 9所示，平均 PSNR值为 32.26，平均

SSIM值为 0.98。

表 1 检测结果

Tab.1 Detection Results

统计指标

测试影像数量

实际目标数/个
检出数/个

正确检出数/个
漏检数/个

Mask R‐CNN模型

46
475
214
210
265

本文模型

46
475
411
38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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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结果对比分析

图 10为目标检测与隐藏处理结果对比示例，

包括 3组不同影像，每组第 1行是单独使用Mask
R‐CNN模型和 Deepfill模型的处理结果，第 2行
是本文方法的处理结果；每组第 1列为原影像，第

2列为检测处理结果；第 3列为隐藏处理结果。可

以看出，本文的两阶段模型对遥感影像飞机目标

有更佳的检测识别效果和召回率；隐藏处理能力

更强大，对检出目标的背景修复效果更显著。

原 Mask R‐CNN模型明显存在因检测遗漏

目标而导致最终隐藏处理失败，以及有些目标虽

然成功检测出，但生成的Mask未完全覆盖目标

区域而导致隐藏处理后仍存在飞机纹理结构的

现象；而本文的两阶段模型输出高质量Mask，结
合隐藏处理模型使得脱密效果更为显著，和周边

场景融合效果更佳。

使用本文方法处理一张大小为 1 GB、0.2 m
分辨率的 1∶10 000影像总耗时约 15 min。根据生

产单位作业情况显示，采用人工处理方法，不计

算耗时更长的敏感目标筛选工作，仅隐藏处理就

需 30 min。本文方法处理时间较人工处理缩短

50%以上，能较大地加快应急制图速度。

4 结 语

本文方法中，遥感影像中飞机目标的检测召

回率和 F1值明显提高，隐藏处理效果合理自然，

节约了遥感制图工艺的整体时间，表明两阶段模

型效果良好。理论上，该方法同样适用于应急遥

感制图中其他单一类型敏感目标的自动检测与

隐藏处理工作，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对多种敏感目

标的检测与处理，加快灾害应急响应地图产品的

生产和发布效率，进而提高防灾救灾能力。

图 9 PSNR和 SSIM结果

Fig.9 PSNR and SSIM Results

图 10 目标检测与隐藏处理模型结果对比

Fig.10 Comparison of Object Detection and Hiding
Results

图 8 检测模型性能对比

Fig.8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Dete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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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tection and Hiding of Sensitive Targets in Emergency Mapping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Data

LU Pengjie 1 XU Dalu 2 REN Fu 1，3，4 XU Shenghua 5 QIU Tianqi 1 PENG Rui 2

1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Zhejiang Academ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Hangzhou 310012,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Mapping and L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5 Chinese Academ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Beijing 10083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Emergency remote sensing mapping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decision‐making in
disaster assessment or disaster relief, and therefo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aster response.Traditional
emergency remote sensing mapping methods use the decryption algorithms based on manual retrieval and
image editing tools when processing sensitive targets.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can achieve target
recognition, they are inefficient and cannot meet the immediate requirements of disaster relief, which are
unable to be released or applied in time. The main objective is to propose a method for auto‐detecting and
hiding of sensitive targets in emergency remote sensing mapping to accelerate the rapid production and
release emergency remote sensing products.Methods: Because of the huge size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it is not realistic to directly hide sensitive targets. We propose a two‐stage processing method automatic
target detection and hiding of sensitive targets method, which consists of two neural network models: target
detection model and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model. Firstly, Mask R‐CNN, a well‐known and
effective target dete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sensitive targets from massive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generate target coordinates and Masks. Then, Deepfill model, one of 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models, can ignore other normal areas and directly hide sensitive objects in the local area based
on the coordinates and Masks information. The aircraft objects in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was used as an
application example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our method, furthermore, we add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ss function, candidate frame optimization of region recommendation network, Mask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ircraft objects. Mask
R‐CNN model and Deepfill model have different training principles, so we trained and tuned them
separately, and finally combine the trained models. We randomly extracted images from RSOD(remote
sensing object detection) and DOTA(a large‐scale dataset for object detection in aerial images) to form
a new dataset. A total of 1 607 images were obtained for Mask R‐CNN model training, and 9 502 images
were used for Deepfill model training. All these samples are divided into training set and verification set
according to the ratio of 0.8∶ 0.2.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sk R‐CNN model was evalua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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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recall rate, missing detect rate and F1‐scor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the Deepfill
model are PSNR(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and SSIM(structural similarity). Results: 46 images were
extracted separately from the original dataset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rained models. In the target
detect stage, the accuracy of the benchmark model was 98.13%, the recall rate was 44.21%, the missed
detection rate was 55.79%, and the F1‐score was 60.96%. Many targets were not detected. For
comparison, the accuracy of our method reaches 94.65%, the recall rate reaches 81.89%, which is
85.23% higher than the benchmark model; the missed detection rate reaches 18.11%, which is 67.54%
lower than the benchmark model; the F1‐score reaches 87.81%, which is 44.05% higher than the
benchmark model. In the inpainting stage, the average PSNR in this method reaches 32.26, and the
average SSIM value is 0.98.Conclusions: In the proposed method, the recall rate and F1‐score of aircraft
targets in remote sensing image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inpainting processing effect is
reasonable and natural, and the overall time of the emergency remote sensing mapping process is saved,
indicating that the two‐stage model works well. In the future, it can further expand the det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other sensitive targets, accelerate the production and release efficiency of disaster emergency
response map products, and thus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Key words：emergency mapping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data；sensitive target detection；sensitive target
hiding；Mask R‐CNN model；Deepfil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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