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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机器学习分类器的极化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影像水体提取方法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但其通常依赖于大量的训练样本，利用该方法进行多时相极化 SAR影像的水体提取时，在每一

景影像上都人工标注足够数量的训练样本是十分困难且耗时的。同时，SAR影像上固有的相干斑点噪声会

进一步加剧样本标注的难度。对此，引入迁移学习方法，利用其知识迁移能力将已有的训练样本的类别标签

信息迁移至未标注的样本，以降低获取新样本所需的人工代价，提高水体提取的时效性。使用 6景极化 SAR
影像和 4种迁移学习方法进行最佳源域影像选取、样本标签迁移和水体提取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迁移学习方

法可以准确地将源域影像上的训练样本的标签信息迁移至其他影像，有效减少其他影像进行水体提取需要的

人工标注样本的数量，同时能够维持较高的水体提取精度，在洪涝灾害应急响应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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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对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合成孔径雷达（synthe‐
tic aperture radar，SAR）具有全天候全天时成像

的能力，可以克服天气的影响，穿透云雾获取地

表信息。因此，基于 SAR影像的水体提取具有独

特的优势，能够持续、有效地进行地表水体监测，

在城镇规划、工农业生产、水资源治理与保护和

洪涝灾害防治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雷达卫星成像时，入射的雷达波在水体表面

容易发生镜面反射［1］，因此 SAR影像上水体的主

要散射类型为表面散射以及一部分由波浪引起

的二面角散射，通常表现为亮度较低的同质性区

域。基于该特点，目前大部分的 SAR影像水体提

取方法都是利用影像分割来提取影像上的弱散

射地物并从中识别出水体，如阈值分割［2‐4］、水平

集方法［5］、面向对象分割［6］等。由于 SAR的成像

机理的影响，在地形起伏较大的区域中进行水体

提取容易受阴影的干扰，因此一些研究［7‐8］引入了

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数

据进行辅助，以抑制阴影的影响。除了阴影之

外，裸土和道路等地物的表面粗糙度低、纹理平

滑，在 SAR影像上属于弱散射地物，也容易被误

分为水体。对此，一些研究引入了更为丰富的特

征来增强水体与其他弱散射地物之间的差异，如

利用多光谱影像辅助 SAR影像的水体提取［9］、基

于纹理、多种极化特征和机器学习分类器［10‐12］进

行水体提取。

在灾害应急响应中通常需要从多时相的

SAR影像中快速获取水体信息，以分析水体的变

化趋势为防灾减灾决策提供参考。然而，在该应

用场景中，上述 SAR影像水体提取方法存在一些

问题：基于影像分割的方法虽然较为简单，但分

割阈值的选取主观性较强且依赖丰富的专家经

验，待处理影像较多时往往难以满足要求；结合

地形辅助数据的方法虽然能有效抑制阴影的影

响，但地形辅助数据与 SAR影像几何配准较为困

难，使其难以应付大规模的数据；基于极化特征

和机器学习分类器的方法精度较高且具有良好

的通用性，但这类方法往往需要人工获取较多数

量的训练样本，而在多时相 SAR影像的水体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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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 SAR影像的视觉特征不明显［13］，且其存

在较多的相干斑点噪声，因此从每一幅影像上都

选取足够的训练样本是十分耗时的。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迁移学习方法引入基

于极化特征和机器学习分类器的极化 SAR影像

水体提取流程中，利用迁移学习方法的知识迁移

能力来降低获取训练样本所需的人工成本，解决

常规水体提取流程难以满足大数据量、高时效性

的处理需求的问题。

对于给定的源域数据、目标域数据、源域任

务和目标域任务，迁移学习旨在从源域数据和源

域任务获取一定的知识，以提高目标域数据在目

标域任务的性能［14］。根据是否有标注数据，可以

将迁移学习方法分为 3类，目标域存在已标注数

据时属于归纳式迁移学习；只有源域存在已标注

数据时属于直推式迁移学习；源域和目标域都不

存在已标注数据时，属于非监督迁移学习。其中

归纳式迁移学习［15‐18］和直推式迁移学习［19‐21］目前

已有较多的研究，它们能够利用源域标注样本，

在存在少量或完全不存在目标域标注样本的情

况下，对目标域未标注样本进行标注，实现目标

域样本集的扩充。

本文将研究迁移学习方法能否在保证水体

提取精度处于较高水平的同时，有效地扩充训练

样本以降低获取新样本所需的工作量，提高基于

机器学习分类器的多时相极化 SAR影像水体提

取的处理效率，使其能够满足灾害应急响应中的

处理需求。

1 本文方法原理

1.1 迁移学习方法

迁移学习的目的是将源域样本的信息迁移

至目标域样本，通常情况下，所有源域样本都具

有类别标注信息，目标域样本中只有少量具有类

别标注信息或者全都没有类别标注信息。因此

本文采用了两种归纳式迁移学习方法和两种直

推式迁移学习方法进行实验，以研究在目标域影

像具有少量标注样本和没有任何标注样本的情

况下的水体提取精度。下文对这 4种迁移学习方

法进行简单介绍。

1）迁 移 Bagging 算 法 。 迁 移 Bagging 算 法

（transfer bagging，TrBagg）［15］是原始 Bagging方

法的扩展，它认为源域数据由可以表征目标域中

概念的数据和与目标域中概念无关的数据组成，

因此利用源域信息能够扩充少量的目标域标注

样本所包含的信息。它包括两个步骤：学习阶段

和过滤阶段。在学习阶段，利用全体已标注数据

通过抽样来生成训练子集，训练一系列弱分类

器；在过滤阶段，基于目标域标注样本的信息从

弱分类器集合中过滤出对目标域任务有帮助的

弱分类器子集，将它们作为最终的分类器，用于

对目标域未标注样本进行标注。

本文实验中，在该算法的学习阶段总共抽样

生成 15个训练样本子集来进行训练得到 15个弱

分类器，每个子集的样本数量为标注样本总数的

1/10，采用支持向量机模型（support vector ma‐
chine，SVM）作为弱分类器。该算法的过滤阶段

的核心策略是：从前一阶段得到的弱分类器集合

中过滤出一组对目标域任务最有帮助的弱分类

器子集。因此，目标域标注样本的质量越高时，

过滤策略就越有效，模型在目标域任务中的性能

就越可靠。

2）基于 Bagging的集成迁移学习算法。基于

Bagging的集成迁移学习（bagging based ensem‐
ble transfer learning，BETL）［17］通过结合源域和目

标域数据训练分类器构成评判集，对目标域中的

未标注样本进行标记评估。它主要包括初始化

和更新两个阶段：初始化阶段生成源域样本子

集，并加入全部目标域标注样本得到融合子集，

然后训练得到若干分类器；更新阶段则使用前一

阶段的分类器对目标域未标注样本进行预测，将

预测一致的加入目标域样本集中并训练新的弱

分类器，在后续过程中基于训练得到的所有弱分

类器再对目标域未标注样本进行标记。重复上

述过程，直至得到新的弱分类器集合。用由目标

域样本训练得到的弱分类器集合对未标注样本

进行预测以获取类别标签。

实验中，该算法的初始化阶段共生成了 15个
融合样本子集，从而训练得到包含 15个弱分类器

的集合 H1，弱分类器采用了 SVM模型。更新阶

段中，首先迭代地取出H1中的所有弱分类器预测

一致的目标域未标注样本并赋予其类别标签；然

后，加入目标域标注样本集，用于训练出一组新

的弱分类器集合 H2；最后，基于 H2对目标域未标

注样本进行预测。在该算法中，融合子集中的目

标域标注样本的质量不仅对 H1中的各个弱分类

器的性能有显著影响，而且还会进一步影响更新

阶段得到的目标域标注样本的可靠性。

3）最大独立性域适应算法。最大独立性域

适应算法（maximum independence domain ada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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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MIDA）［21］旨在学习一个具有最大化独立性

的特征子空间，用于减少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分

布差异。该算法首先将数据的背景信息转换为

域特征，并将其与数据的原始特征拼接在一起，

得到组合特征；然后，利用基于核函数的数据降

维 方 法 将 特 征 映 射 到 高 维 特 征 空 间 ，再 基 于

Hilbert‐Schmidt独立性判据（Hilbert‐Schmidt in‐
dependence criterion，HSIC）对子空间内全体数

据与域特征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估计，寻找相关

程度最低的子空间，相关性越低说明该子空间受

域的影响越小，即该子空间相对于域的独立性

越高。

该方法最终将样本从高维特征空间投影到

具有最大化独立性的特征子空间，由于该子空间

受域的影响较小，可以有效降低源域数据与目标

域数据的分布差异。因此，在该子空间中利用源

域样本集训练分类器对目标域样本集进行分类

能够得到更高的精度。

在文献［21］中，背景信息为样本采集设备的

类型和样本采集的时间，因此本文实验中使用该

方法时不使用背景信息构建域特征，而是直接使

用输入的特征进行域适应处理。

实验中该模型的两个关键参数与文献［21］
中的一致，即核函数采用线性核函数，μ设为 1.0，
m设为与输入特征的维度一致。将样本投影到新

的特征子空间后，利用源域样本训练 SVM模型，

以用于对目标域样本进行分类。

4）迁移成分分析算法。迁移成分分析算法

（transfer component analysis，TCA）［19］假设对于

两个具有不同数据分布的域，存在一种转换关

系，使得转换后两个域的数据分布近似一致，然

后在转换后的源域中训练分类器，就能对转换后

的目标域进行分类。该算法尝试在再生核希尔

伯 特 空 间（reproducing kernel Hilbert space，
RKHS）中学习具有跨域表达能力的迁移成分，迁

移成分所表示的特征子空间中两个域的分布差

异可以有效降低。该算法在以下两个条件的约

束下学习迁移成分：（1）源域数据和目标域数据

的边际分布尽可能接近；（2）源域样本和目标域

样本都保持原始样本的重要信息（如不同类别之

间的可分性）。

该算法最终输出一个特征转换矩阵，利用转

换矩阵可以将所有样本投影到新的特征空间中。

在该特征空间下使用源域样本训练分类器，对目

标域样本进行预测，可以准确获取目标域样本的

类别标签。

1.2 研究路线

对于一组待处理的多时相极化 SAR影像，本

文设计了如图 1所示的研究路线，以利用迁移学

习算法来减少对这些影像进行水体提取所需的

人工标注样本的数量。该研究路线主要包括最

佳源域影像选取、样本标签迁移和影像水体提取

3个部分。

1）最佳源域影像自动选取。由于成像时间、

角度、区域等差异的影响，同一类地物在不同影

像上的特征分布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迁移学习

中将这些差异称为领域间的分布差异。领域间

的分布差异会影响迁移学习的效果，当两个领域

的差异越小时，两个领域之间越容易进行知识的

迁移。

对于多时相极化 SAR影像的水体提取，首先

要选取出一幅影像作为源域影像，再基于源域影

像向其他目标域影像进行样本标签的迁移。如

果选取的源域影像与目标域影像的分布差异较

大，势必会影响目标域影像上的迁移效果。同

时，通过目视解译难以准确评估哪一幅影像最适

图 1 研究路线

Fig.1 Study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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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为源域。因此，本文首先用量化指标衡量所

有待处理影像之间的分布差异，然后从中选取出

与其他影像的分布差异最小的影像作为源域影

像，以保证对目标域影像都能取得良好的迁移

效果。

本文采用最大均值差异（maximum mean dis‐
crepancy，MMD）来衡量不同影像间的分布差异，

MMD是迁移学习研究中最常用的差异性衡量指

标之一，它先将源域数据和目标域数据映射到

RKHS 中 ，再 计 算 两 组 数 据 的 均 值 的 距 离 。

MMD的计算公式为：

VMMD ( X S,X T )=










 









1
nS∑i= 1
nS
ψ ( X S

i )-
1
nT∑i= 1
nT
ψ ( X T

i )

（1）
式中，VMMD表示MMD的值；XS和 XT分别表示源

域数据和目标域数据；nS和 nT分别表示源域数据

和目标域数据的数量；ψ（）表示核函数。MMD的

值越大说明两组数据的分布差异越大，当两组数

据的分布完全一致时，MMD的值等于 0。
通 过 计 算 待 处 理 的 多 时 相 影 像 之 间 的

MMD，取出与其他影像的MMD值之和最小的影

像作为最佳源域影像。需要说明的是，MMD值

的计算不需要样本的类别标注信息，因此对于一

组待处理的多时相影像，可以自动化地进行源域

影像的选取，找出最有助于提高整体迁移精度的

源域影像。

2）样本标签迁移。样本标签迁移的目的是

利用迁移学习方法将源域影像上的样本标签信

息迁移至缺乏标注样本的目标域影像，从而扩充

这些影像上的标注样本数量。因此，首先在源域

影像上人工标注足够的训练样本，然后将源域样

本的信息迁移到目标域无标注样本中。

对于标注样本的使用需求，归纳式迁移学习

方法（TrBagg和 BETL）除了需要源域样本，还需

要有少量的目标域已标注样本参与，才能对大量

的目标域未标注样本进行标注；直推式迁移学习

方法（MIDA和 TCA）不需要任何目标域已标注

样本，仅使用源域样本就能对目标域未标注样本

进行标注。

此外，本文还使用了两种基准方法用于对比

实验：第一种基准方法（baseline 1，BL1）是监督

分类法，它直接使用大量的目标域标注样本来训

练水体提取分类器，而不需要进行样本标签迁

移；第二种基准方法（baseline 2，BL2）使用少量的

目标域标注样本来训练一个分类器，再对目标域

未标注样本进行标注。

由于对目标域未标注样本进行标签迁移，本

质上是对这些样本进行分类的过程，因此采用分

类的总体精度（overall accuracy，OA）作为目标域

样本的标签迁移精度，用于衡量不同方法进行标

签迁移的效果。

3）影像水体提取。本文采用基于极化特征

和机器学习分类器的水体提取方法来对每一景

目标域影像进行水体提取。具体地说，是利用样

本标签迁移中扩充得到的目标域样本集训练一

个机器学习分类器，然后基于该分类器对影像像

素进行二分类，区分出水体像素和非水体像素。

这种水体提取方法的精度受训练样本的可

靠性和分类器的性能的影响。在训练样本的质

量可靠时，这种水体提取方法的精度与最小交叉

熵阈值法、水平集法等常规水体提取方法的精度

相当或更优［11］。而目标域训练样本的可靠性主

要由样本标签迁移的效果决定，也就是说，迁移

学习方法进行样本标签迁移的结果会直接影响

后续的水体提取的精度。 分类器的性能不是本

文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选取随机森林模型作为水体提取分类器，该模型

在基于极化特征和机器学习的 SAR影像水体提

取中具有十分可靠的性能［11］。

水体提取属于二元分类问题，其用户精度 P
和生产者精度 R都是重要的精度指标，而 F1分数

可以对它们进行综合表示，因此本文选取 F1分数

作 为 衡 量 水 体 提 取 精 度 的 指 标 ，它 的 计 算 公

式为：

F1= 2PR
P+ R

（2）

2 水体提取实验与结果分析

2.1 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为基于 Pauli分解的伪彩色合成图，

如图 2所示，6景影像均为 C波段升轨的全极化

SAR影像，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区域影像的大

小为 1 000×1 200像素，江苏省苏州市虎丘湿地

区域影像的大小为 1 520×920像素。其中，武

汉‐2017为高分 3号（Gaofen 3，GF‐3）卫星的影

像，其余 5景影像为 Radarsat‐2（RD‐2）卫星的影

像。本文对 6景影像都通过目视解译的方式人工

勾画了土地利用图，作为水体提取结果验证的真

值图。

在样本标签迁移时，本文使用的迁移学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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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源域和目标域数据的要求为边际分布不同、

条件分布相同，即需要确保所有影像上包含的地

物类别相同。而武汉地区的影像中地物类别为

水体、植被和建筑，苏州地区的影像中地物类别

为水体、植被、建筑和裸土，因此在实验中将苏州

地区的影像中的裸土类别从实验区域中剔除。

每次实验使用的样本都从影像中随机采样

得到，每种算法使用的每一类地物样本的数量如

表 1所示。

实验影像均为全极化影像，为了能够获得更

准确的实验结果，本文共使用了 35维特征，包括

极化相干矩阵中提取的 9个元素及 26个从不同

极化分解方法获取的特征，这些方法分别为 H/
A/Alpha分解、VanZyl极化分解、Yamaguchi四分

量极化分解、Arii极化分解、An_Yang四分量分

解、MCSM极化分解和 Singh四分量极化分解。

2.2 最佳源域影像选取

在计算多时相影像间的MMD时，为了提高

计算效率，从每一幅影像上随机采样出 3 000个
样本作为该影像的代表样本，用于评估影像间的

分布差异。MMD的计算结果如图 3所示。

由 MMD计算结果可以看到，6景影像中武

汉‐2017与其他影像间的MMD值之和最小，因此

将该影像作为源域影像，其他影像作为目标域影

像。由于存在 5景目标域影像，因此总共进行了 5
组实验，每组实验重复 10次，输出其标签迁移精

度均值和水体提取精度均值，并绘制对应的水体

提取效果图。

2.3 标签迁移与水体提取精度分析

每组实验结果的标签迁移精度和水体提取

精度如图 4所示，其中水体提取精度用误差条形

图表示，标签迁移精度在相应位置用三角形进行

标示。

图 4 水体提取精度误差条形图

Fig.4 Error Bar Plots of Accuracies of Water Body
Extraction

表 1 每种方法样本使用个数

Tab.1 Sample Usage of Each Method

方法

TrBagg
BETL
MIDA
TCA
BL1
BL2

源域样本

500
500
500
500
0
0

目标域标注样本

15
15
0
0

500
15

目标域未标注

样本

485
485
500
500
0
0

图 3 多时相影像间的分布差异

Fig.3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Multi‐temporal
Images

图 2 实验数据的伪彩色合成图

Fig.2 False Color Synthetic Images of Experi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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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一组实验结果来看，标签迁移精度越

高，其水体提取精度越高，即两者呈正相关。由

于监督分类方法（BL1）使用的训练样本是完全可

靠的，因此它的水体提取精度最高，将其结果作

为衡量其他方法的水体提取精度的基准，用蓝色

虚线表示。

对于 TrBagg和 BETL这两种归纳式迁移学

习方法，在 5组实验中它们的标签迁移精度较高，

因此它们的水体提取精度也显著优于其他方法。

同时，它们较小的标准差也说明了它们具有更好

的可靠性。原因在于源域影像和目标域影像的

成像参数较为接近，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差异相

对较小，使得归纳式迁移学习能够有效利用少量

的目标域信息从大量源域样本中筛选出对目标

域 有 帮 助 的 样 本 ，并 将 其 信 息 迁 移 至 目 标 域

样本。

对于MIDA和 TCA这两种直推式迁移学习

方 法 ，在 前 4 组 实 验 中 它 们 的 精 度 都 接 近 于

BETL，但标准差相对较大，说明这两种方法的稳

定性不足。而在最后一组实验中，这两种方法的

精度都较差，可能的原因在于源域样本和该组目

标域样本在特征空间上的差异相对较大，而这两

种方法将它们投影到合适的特征子空间，导致源

域信息在目标域任务中的效果欠佳。

BL2的迁移结果的标准差较大且在后 3组实

验中的水体提取精度较低，这是因为它过于依赖

少量的目标域标注样本的信息，当样本信息量不

足时，它难以训练出可靠的分类器。

对比 5组实验结果可以发现，武汉地区的影

像的水体提取精度要显著高于苏州地区的影像。

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源域与各个

目标域之间的差异不同。源域影像为武汉地区

的影像，因此当目标域也是武汉地区的影像时，

源域样本和目标域样本之间的条件分布差异较

小，使源域样本的信息能更有效地迁移至目标域

样本。（2）地物类别可分性的差异。相比于武汉

地区的影像，苏州地区的影像上各类地物的子类

别更多，且水体与其他地物之间的类别可分性相

对较低，导致了水体提取精度的降低。

2.4 水体提取效果分析

为了对不同方法的有效性作进一步比较，从

每组实验中选取了 BL1、BL2、TrBagg和 TCA这

4种方法的水体提取结果，对其水体提取效果和

误差源进行分析，如图 5所示，其中蓝色区域为正

确识别的水体，绿色区域为漏检的水体，红色区

域为误检为水体的其他地物。

从图 5中可以发现，BL1在 5组实验中的水

体提取效果都较好，漏检率和误检率比较低，证

明了基于机器学习分类器进行极化 SAR影像水

体提取的有效性。而 BL2由于训练样本所含信

息量不足，误检或漏检现象较为严重。

将 TrBagg和 TCA这两种方法的水体提取

效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的 F1分数较为接

近，但 TrBagg的漏检率较高，而 TCA的误检率

较高。其原因在于将源域样本的信息迁移至目

标域样本时，TrBagg能更准确地迁移对目标域任

务有用的信息，因此训练出的分类器可以有效地

排除非水体像素，但会导致部分水体被漏检；

TCA能更全面地迁移源域样本信息至目标域样

本，使训练出的分类器具有较低的漏检率，但会

导致一定程度的误检。

对于水体提取误差的来源，可以发现漏检区

域主要集中于水体的边缘，这些漏检水体周围通

常都有高大或密集的建筑物，在 SAR影像上，这

些建筑物引起的相干斑噪声导致水体区域的后

向散射强度高于开阔区域的水体，从而容易被检

测为其他地物。对于误检现象，通常情况下，

SAR影像水体提取中的误检区域主要是其他弱

散射回波地物，如道路、阴影和裸露的土壤［22］，

BL1的结果中的误检现象也正是受到这些地物

的影响。而 BL2、TrBagg和 TCA除了受弱散射

回波地物的影响，还受到了训练样本可靠性的影

响，因此存在更多的误检区域，在此不再进行深

入讨论。

综上所述，在多时相极化 SAR影像的水体提

取中，常规的监督分类方法具有很高的精度，但

其需要大量的训练样本，在数据量较大时实用性

较低；而迁移学习方法可以显著地降低所需的标

注样本数量，有利于提高处理效率，满足大数据

量、高时效性的处理需求。其中，归纳式迁移学

习方法的总体效果更好，但它依旧需要从每一幅

目标域影像上人工标注少量的样本；而直推式迁

移学习方法具有不依赖任何目标域标注样本的

优势，在需要快速地从大量影像数据中提取水体

时，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2.5 运行效率分析

本文的实验均在 64 bit的 Windows 10个人

电脑上完成，处理器的随机存取存储器为 16.0
GB。实现算法所用编程语言为 Python 3。本文

统计了在该环境下进行源域影像选取、样本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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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和影像水体提取所消耗的时间。其中，在 6
景影像中进行源域影像选取，每两景影像之间都

要计算MMD，因此需要进行 15次MMD计算，共

耗时为 63.68 s。为了避免随机性的干扰，总共进

行了 10次重复计算，取其平均值作为MMD的最

终结果，因此最佳源域影像选取耗时为 636.8 s。
单次运算中各个迁移学习算法的样本标签迁移

和影像水体提取耗时如表 2所示。

从表 2中可以发现，TrBagg进行标签迁移的

效率显著优于其他方法，因为它的计算开销主要

来自于学习阶段训练 15个弱分类器。BETL在

初始化阶段和更新阶段都要训练弱分类器，因此

计算开销高于 TrBagg。而 TCA的耗时最长，主

要原因在于它将源域样本和目标域样本组合在

一起，然后构建 3个矩阵进行矩阵运算，因此计算

开销较大。

4种迁移学习方法进行水体提取的耗时存在

微小的差别，原因在于本文在训练水体提取分类

器时利用了 K折交叉验证来自动选取最佳模型

参数，当各个方法进行标签迁移得到的样本的质

量不一样时，K折交叉验证确定的模型参数会有

所 不 同 ，导 致 分 类 模 型 运 行 时 间 存 在 一 定 的

差异。

3 结 语

针对基于机器学习的多时相极化 SAR影像

水体提取方法依赖大量训练样本导致其在实际

应用中效率较低的问题，本文引入了迁移学习方

图 5 目标域影像水体提取效果图

Fig. 5 Water Body Extraction Results of Target Domain Images

表 2 各方法运行时间/s
Tab.2 Running Time Required for Each Method/s

迁移学习方法

TrBagg
BETL
MIDA
TCA

标签迁移耗时

1.7
12.6
28.3
64.8

水体提取耗时

25.5
27.4
29.4
30.2

1099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2 年 7 月

法，进行了源域影像选取、样本标签迁移和影像

水体提取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迁移学习方法

与基于机器学习的水体提取方法结合，显著地减

少了构建高性能水体提取分类器所需的人工标

注样本的数量，有效地提高了多时相极化 SAR影

像水体提取的处理效率和自动化水平，使其能够

满足灾害应急响应中的处理需求。

同时，最佳源域影像选取的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比较影像间的分布差异能够准确地选取出

对迁移最有帮助的源域影像，对多时相影像处理

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样本标签迁移的研究结果

表明了归纳式迁移学习方法和直推式迁移学习

方法都可以有效地将源域影像的样本信息迁移

至目标域影像，以降低获取新样本所需的人工代

价。其中，归纳式迁移学习方法的计算开销更小

且精度更高，而直推式迁移学习方法由于不需要

任何目标域标注样本，因此在大尺度数据处理中

能够带来的效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对影像水

体提取的研究证明了基于迁移学习扩充的训练

样本集具有可靠的质量，可以保证水体提取精度

维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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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er‐based water body extraction methods for polarimetric syn‐
thetic aperture radar (PolSAR) images have high reliability but typically require a great number of training sam‐
ples. Consequently, it is very difficult and time‐consuming to manually collect enough training samples
when extracting water body from multi‐temporal PolSAR images. To this problem, transfer learning is
used to reduce the labor cost of querying new samples and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water body extraction
of multi‐temporal PolSAR images.Methods: Firstly, an optimal source domain image from multi‐temporal
images is automatical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between images,and the other images
are taken as target domain images. Secondly, a group of training samples are queried in the source domain
image as source sample set, and the same number of unlabeled samples are randomly sampled from each
target domain image as their target domain sample set. And the knowledge of source domain samples is
transferred to target domain samples via the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 Finally, a random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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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r‐based water body extraction model is trained using the target domain sample set, and is used for
the water body extraction of target domain images.Results: We have conducted experiments using six Pol‐
SAR images and two kinds of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label transfer accura‐
cy and the water body extraction accuracy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2) Inductive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s
achieve higher label transfer accuracy and lower standard deviation. (3) A smaller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be‐
tween source and target domain images indicate a greater transferability, and thus a better water body ex‐
traction accuracy. (4) The water body extraction results of inductive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s have a higher
rate of missing detection, while the results of transductive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s have a higher rate of
false detection.Conclusions: In the water body extraction of multi‐temporal PolSAR images, the use of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manually labeled samples needed to con‐
struct high‐performance classifiers, while maintaining the water body extraction accuracy at a high level. It
has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ity i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of flood disaster.
Key words：machine learning；polari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water body extraction；multi‐tempo‐
ral images；transfe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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