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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滨海湿地是重要的生态系统,开展滨海湿地类型分布监测,对滨海湿地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意

义。 传统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中的学习率为人工设置的固定值,本文提出一种自适应学习率的 CNN
模型,以代价函数为目标函数自动计算学习率的优化值,从而使 CNN 模型具有自适应性。 应用黄河口滨

海湿地的 CHRIS 高光谱遥感影像数据,开展本文提出的 CNN 模型分类方法验证与优化。 实验结果表明:
对于不同的学习率搜索区间,自适应学习率 CNN 模型在[0,1]区间的整体分类精度最高,说明在学习率优

化过程中只需在小区间[0,1]内进行微调就能保证较好的分类精度;对于不同的学习率初值,自适应学习

率 CNN 模型的分类精度和稳定性都高于传统 CNN 模型,说明本文提出的模型对初值敏感性较低;在训练

样本数目减少的情况下,两模型分类精度的稳定性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在保证训练样本占全部样本

1. 35%以上的条件下,自适应学习率 CNN 模型稳定性高,说明本文提出的模型对小样本具有一定的适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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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 with adaptive learning rate and its application
— a case study of remote sensing classification of coastal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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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astal wetlands are important ecosystems. To monitor the wetland types distribution of the coastal wetl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coastal wetlands . The learning rate in the traditional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CNN) model is a fixed value that is manually set. In this paper,a CNN model with adaptive learning
rate is proposed,and the optimal value of the learning rate is automatically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cost function as the
objective function,which makes the CNN model adaptive. Based on the CHRIS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image da鄄
ta of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coastal wetland,the CNN model classification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validated
and optimiz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aptive learning rate CNN model has the highest overall clas鄄
sification accuracy in the interval of [0,1] for different learning rate search interval,which mean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fine tune the interval [0,1] only to ensure bette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optimization. For
the different the initial learning rate,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the adaptive learning rate CNN model are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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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CNN model,indicating that the model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less sensitive to the initial val鄄
ue. In the case of reducing the number of training samples,the stability of the two model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reduction. However,the adaptive learning rate CNN model has high stabilit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training sample is more than 1. 35% of the total sample,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odel proposed in this paper
has a certain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small sample.
Key words:coastal wetland;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adaptive learning rate

摇 摇 滨海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

交错过渡地带,兼有陆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特点。
因其独特的结构和功能,滨海湿地拥有丰富的植

被类型,是大量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在维持生

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涵

养水源、蓄洪防旱、调节气候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

用。 由于滨海湿地植被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开展

对滨海湿地植被类型分布的研究对保护滨海湿地

的资源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遥感技术具有大面积

同步观测、高时空分辨率的优势,可以有效解决滨

海湿地腹地区域人员难以进入,现场监测困难等

问题,是目前滨海湿地监测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关于滨海湿地遥感分类的研究取得

了不少成果。 根据滨海湿地典型植被光谱遥感特

征,提出了基于决策树的分层分类方法[1]、不同

监督分类方法融合的决策分类方法[2]、利用现场

实测光谱来选择特征波段[3]、多尺度分割方法[4]

等对滨海湿地遥感影像进行分类。 针对湿地植被

易被混分的问题,在利用线性光谱混合分析模型

的基础上,结合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归一化水体指

数[5]、图像分割和专家解译[6] 等方法使分类精度

有所提高。 目前,基于神经网络的图像分类方法

显现出优势,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7鄄12]。 其

中,肖锦成等[12]开展了盐城局部滨海湿地覆被分

类,构建了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滨海湿地覆被分

类模型。 可以看出,神经网络在图像分类方面应

用广泛[13鄄17],但在滨海湿地遥感图像分类方面的

应用还不多见。 深度学习作为更深层更复杂的网

络模型,具有强大的特征学习与分类能力,是遥感

分类方法的一个新领域。 学习率作为卷积神经网

络(CNN,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的参数之一,
以人工设置的固定值参与网络训练,即每次都以

固定步长进行网络参数的优化,对目标函数(这
里指代价函数)的下降没有自适应性。 学习率过

大或过小可能会产生过拟合或欠拟合等问题,在
目标函数性态未知的情况下,以人工设置的学习

率和迭代次数作为步长和终止条件,往往会导致

工作量大和效率低下。
本文提出一种自适应学习率的 CNN 模型,通

过一维搜索寻找极值的思想,实现学习率在训练

模型过程中的自动优化。 将该模型分别与传统的

CNN 模型在学习率搜索区间设置和学习率初值

设置两方面展开对比实验和讨论,并以覆盖黄河

口滨海湿地遥感影像为例开展应用,对研究区地

物类型进行分类和精度评价。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与数据

研究区位于山东省北部的渤海之滨,东营市

黄河入海口处,属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现已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2013 年)。
黄河口滨海湿地地理坐标为 37毅35忆N ~ 38毅12忆N,
118毅33忆E ~ 119毅20忆E,由黄河入海口和 1976 年以

前引洪的黄河故道两部分组成,总面积 1. 53 万公

顷。 保护区三角洲由黄河近百年来携带大量泥沙

填充成陆而成的海相沉积平原,水源充足,海淡水

交汇促进泥沙絮凝沉降形成泥滩,生长有许多湿

地植被与珍稀动植物,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CHRIS 全称为紧凑式高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是 ESA 搭载于新一代微卫星 PROBA 上的传感

器,成像模式多,可获取 0毅、+36毅、-36毅、+55毅和-
55毅等 5 种角度的高光谱图像。 本文应用的实验

数据是 2012 年 6 月获取的黄河口滨海湿地

CHRIS 工作模式 2 的 0毅图像,其光谱范围是 406
~ 1035 nm,光谱分辨率是 1. 25 ~ 11. 00 nm,共 18
个波段,地面分辨率为 17 m,图像大小为 512*
512,假彩色合成后如图 1 所示,该区域生长的滨

海植被主要有芦苇、柽柳、碱蓬和互花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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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研究区示意

Fig. 1 Study area

1. 2摇 自适应学习率的 CNN 模型

1. 2. 1摇 CNN 的结构

卷积神经网络是一个多层的神经网络,包括

输入层、卷积层、降采样层(池化层)、全连接层和

输出层,每层都是一个映射,每种映射(即卷积或

降采样)对输入数据进行相应处理,得到输入特

征的另一种特征表达;每层由多个二维平面组成,
每个平面为各层处理后的特征图。 图 2 为一个卷

积神经网络的结构图。
输入层为训练数据,即原始数据,网络中的每

一个卷积层都紧跟着一个降采样层,这种特有的

两次特征提取结构使网络在识别时对输入样本有

较高的畸变容忍能力。 具体卷积层和降采样层的

个数依据具体实验而定。 最后一个降采样完成了

对原始数据的特征提取,将该层的特征数据进行

向量化即全连接层,然后连接到相应分类器,最终

得到输出层。
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主要包括前向传播、反

向传播和权值更新等三个阶段。 前向传播即将样

本输入卷积神经网络,经过卷积、降采样及全连接

之后得到相应的输出;后向过程是指计算实际输

出与理想输出的差值,按极小化误差的方法调整

权值矩阵。 求出神经网络中参数的导数(梯度方

向),使用梯度下降法求解代价函数的最值,将求

得的最终参数更新到网络中。

图 2摇 典型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Fig. 2 A typical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1. 2. 2摇 自适应学习率的 CNN 模型

针对学习率取值在训练网络模型时需人工设

置且难把握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自适应学习率

的 CNN 模型,实现在训练模型时学习率取值的自

动优化。
定义训练样本集为{( x(1),y(2) ),…,( x(m),

y(m))},包含 m 个样例,x 是输入样本,y 是对应的

标签,对于单个样例( x,y),由下面的公式(1)得

到代价函数 J:

J(W,b;x,y)= 1
2 椰hW,b(x)-y椰2 (1)

式中:hW,b( x)表示网络的激活函数;W 为权

重;b 为偏置。
在更新权值时,梯度下降法中每一次迭代都

按照公式(2)、(3)对网络的第 l 层权重 W 和偏置

b 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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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l)
ij =W( l)

ij -琢 坠
坠W( l)

ij
J(W,b) (2)

b( l)
i = b( l)

i -琢 坠
坠b( l)

i
J(W,b) (3)

式中:琢 为迭代的步长,也就是学习率。 式

(2)、(3)中偏导数分别由下面的公式(4)、(5)
给出:

坠
坠W( l)

ij
J(W,b) =

1
m移

m

i = 1

坠
坠W( l)

ij
J(W,b;x( i),y( i)[ ]) + 姿W( l)

ij (4)

坠
坠b( l)

i
J(W,b) = 1

m移
m

i = 1

坠
坠b( l)

i
J(W,b;x( i),y( i))

(5)
对于上式(2)、(3)中的学习率 琢,在传统的

CNN 模型中是一个给定的值。 为了让迭代时的

搜索步长能够根据距离最优值的远近进行自动调

节,本文将权值更新过程看作一维搜索问题,用代

价函数求极小,继而得出最合适的迭代步长,即学

习率。
本文提出一种将试探法和函数逼近法相融合

的算法,求解学习率优化问题。 优化算法步骤见

表 1。 试探法即按照某种规律来确定区间内插入

点的位置,函数逼近法是通过构造插值函数来逼

近原函数,用插值函数的极小点作为区间的插入

点。 本文融合试探法中的黄金分割法和函数逼近

法中的二次插值法求解目标函数最优解。 黄金分

割法具有稳定、计算简单和效率高的优点;二次插

值法收敛速度快,尤其是在搜索区间较小时更具

优势。 在 CNN 每次迭代的最后,下次迭代之前,
加入关于学习率的最优化过程,考虑到计算的复

杂性和学习率可共享的问题,该优化过程以尾部

单层感知机权值和偏置代入求得代价函数,作为

学习率的目标函数进行优化。
用上述两算法对目标函数求极值时,首先产

生一个初始点,即区间的黄金分割点。 用黄金分

割法进行迭代,直到两步迭代得到的 f(x)相差不

大时,用二次插值法迭代。 如果二次插值法得到

的点与黄金分割法得到的 f(x)相差不大,则用二

次插值法迭代,直到满足精度要求;如果相邻两次

二次插值法的差值和自变量的差值都很小,则继

续迭代,直到满足精度要求,否则将使用黄金分割

法进行迭代,直到满足精度要求。

表 1摇 优化算法具体步骤

Tab. 1 Specific steps of optimization algorithm

自适应学习率优化算法:

1 给出搜索区间[a,b]、收敛精度 着1 和 着2

2 计算 x1、x2 和 f(x1)、f(x2)

x1 =琢+0. 382(b-a),y1 = f(x1)

x2 =琢+0. 618(b-a),y2 = f(x2)

3 若 f(x1)>f(x2),则转步骤 4;否则转步骤 5

4 令 a= x1,x1 = x2,y1 = y2,x2 =a+0. 618(b-a),y2 = f(x2),转步骤 6

5 令 b= x2,x2 = x1,y2 = y1,x1 =a+0. 382(b-a),y1 = f(x1),转步骤 6

6 若 | f(a)-f(b) | <着1,转步骤 7;否则,转步骤 3

7 [a,b]内取三点 x1 =a,x2 =0. 5(a+b),x3 = b,并计算 f(x1),f(x2),f(x3),构成三个插值点 p1(x1,f1),p2(x2,f2),p3(x3,f3)

8 计算二次插值函数的极小点 xp 以及 fp = f(xp)

xp =
1
2

(x22 -x23) f1 +(x23 -x21) f2 +(x21 -x22) f3
(x2 -x3) f1 +(x3 -x1) f2 +(x1 -x2) f[ ]

3

9
若 | xp-x2 |臆着2,则停止迭代,把 x2 与 xp 中原函数值较小的点作为极小点;否则根据区间消去法缩短区间,并返回步骤 7,直到满

足精度要求为止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样本选取

本文研究区覆盖多种湿地地物类型,现将其划

分为芦苇、滩涂与裸地、碱蓬柽柳混生、互花米草和

水体 5 类地物类型。 根据 2012 年两次现场踏勘和

2012 年 5 月 的 ZY鄄3 遥 感 图 像 (空 间 分 辨 率

2. 1 m),建立了地物类型标记,如图 3(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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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标记样本

Fig. 3 Labeled sample

研究区所含样本总数为 262144 个,遵循训练

样本具有典型代表性并且样本分布尽量均匀的原

则,利用相关的参考资料和专家解译知识在遥感

影像上选取标记训练样本区,总共选取了 4424 个

训练样本,样本分布如图 3(b)所示,选取的每一

类地物样本数量如表 2 所示。 本文所用的卷积神

经网络结构为 2 个卷积层、2 个池化层、1 个全连

接层,共 5 层。
表 2摇 各地物类型及样本数量

Tab. 2 Types of objects and number of samples

类型编号 地物类型 样本数量

1 芦苇 1412

2 碱蓬柽柳混生 914

3 水体 987

4 互花米草 196

5 滩涂与裸地 915

2. 2摇 调节学习率的搜索区间

将自适应学习率 CNN 模型中的其他参数固

定,设置学习率的系列一维搜索区间进行模型

训练。 模型隐含层 C1( k) 鄄S1鄄C2( k) 鄄S2 的参数

设置为 6(3) 鄄1鄄10(3) 鄄1,即第 1 层卷积核个数

设置为 5 个,第 2 层卷积核个数设置为 10 个,卷
积核大小均为 3*3,池化尺度为 1,批训练个数

为 2,训练迭代 7 次。 分类精度如表 3 所示。
选取学习率初值 0. 5、1、1. 5、2. 5、3. 5、4. 5、

5,设置五组搜索区间进行实验。 由上表可知,学
习率初值一定时,搜索区间越大,分类精度越低,
迭代时间增加。 整体来看,搜索区间为[0,1]和

[0,2]时分类结果较好。 区间[0,3]、[0,4]和

[0,5]分类精度较低且稳定性较差。 可以看出,
该模型在小区间[0,1]内进行微调就能保证较

好的分类精度,而可调区间越大反而会使精度

降低。

表 3摇 自适应学习率 CNN 模型的总体分类精度

Tab. 3 The overall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adaptive learning rate CNN model

学习率搜索区间 学习率初值 0. 5 学习率初值 1 学习率初值 1. 5 学习率初值 2. 5 学习率初值 3. 5 学习率初值 4. 5 学习率初值 5

[0,1] 80. 70% 81. 50% 81. 12% 77. 48% 78. 92% 77. 92% 79. 80%

[0,2] 80. 33% 79. 68% 78. 66% 77. 37% 75. 90% 77. 35% 75. 93%

[0,3] 74. 28% 78. 22% 77. 36% 72. 79% 54. 51% 77. 32% 78. 58%

[0,4] 70. 04% 67. 53% 72. 39% 72. 15% 60. 26% 71. 10% 59. 14%

[0,5] 66. 09% 59. 32% 56. 57% 68. 02% 66. 05% 59. 95% 64. 93%

2. 3摇 调节学习率初值

选取搜索区间[0,1],将 CNN 模型中的参数

设定为 6(3)鄄1鄄10(3)鄄1,批训练个数为 2,训练迭

代 7 次,设置 10 组学习率的初值进行实验。 分类

精度如表 4 所示。
结合图表可知,CNN 模型的分类精度随初值

变化明显,整体随初始学习率的增大而提高,受初

值影响大;自适应学习率的 CNN 模型在学习率区

间固定的情况下,分类精度随初值变化不大,随学

习率的增加有缓慢上升趋势,精度受初值影响较

小,基本保持稳定,说明模型对初值不敏感。 自适

应学习率 CNN 模型的分类精度稳定且整体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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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不同学习率搜索区间的分类精度比较

Fig. 4 Comparison of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different
learning rate search interval

CNN 模型,实现了自适应地调节学习率,并且使

分类精度达到了高而稳定的效果。 学习率自适应

的实现,使 CNN 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不受学习率初

值的影响,减少了学习率调节的过程。
表 4摇 学习率搜索区间[0,1]时 CNN 模型分类精度

Tab. 4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CNN model in learning
rate search interval [0,1]

学习率初值 CNN 模型 / (% )
自适应学习率

CNN 模型 / (% )
0. 1 70. 91 80. 96
0. 2 74. 99 80. 91
0. 3 78. 63 80. 96
0. 4 79. 09 80. 35
0. 5 80. 75 80. 70
0. 6 80. 33 80. 97
0. 7 80. 81 81. 58
0. 8 81. 34 81. 52
0. 9 81. 50 81. 42
1 81. 70 81. 50

图 5摇 不同学习率初值的分类模型精度比较

Fig. 5 Accuracy comparison of classification model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ratios

2. 4摇 减少训练样本数

卷积神经网络通过不断学习训练样本的特

征,构建出高分类精度的模型,而训练样本数量的

多少对模型的分类精度会有一定影响。 机器学习

就是从大量的训练样本中学习特征进而对图像完

成分类,训练样本越多,学习到的不同类型地物的

特征越多,对图像成功分类的精度就会随之提高。
原训练样本占总体样本数量的 1. 69% ,分别取 5
类地物的训练样本数量的 90% 、 80% 、 70% 、
60% 、50% , 其分别占总体样本数的 1. 52% 、
1郾 35% 、1. 18% 、1. 10% 、0. 84% ,测试样本不变。
用这 5 组新的训练样本进行卷积神经网络的构

建,并对研究区进行地物分类,分类精度见表 5。
抽取的训练样本遵循随机性原则,网络模型的参

数设置为 6(3)鄄1鄄10(3)鄄1,批训练个数为 2,训练

迭代 7 次,学习率初值为 0. 5,搜索区间为[0,1]。
表 5摇 两种模型减少训练样本后的分类精度

Fig. 5 The two models reduce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training

samples

占总体样本的

比例 / (% )
CNN 模型 / (% )

自适应学习率

CNN 模型 / (% )

1. 69 80. 75 80. 70

1. 52 80. 64 80. 31

1. 35 79. 52 80. 17

1. 18 77. 25 74. 32

1. 10 72. 88 72. 06

0. 84 73. 47 73. 67

图 6摇 不同训练样本个数的分类模型精度比较

Fig. 6 Accuracy comparison of classification model for
different training samples

摇 摇 由上表可知,在训练样本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CNN 模型和自适应学习率 CNN 模型的分类精度

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保证样本数量占总样本数

的 1. 35%以上时,自适应学习率 CNN 模型分类精

度比 CNN 模型稳定,基本都在 80% 以上,说明本

文提出的模型对小样本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而

在样本数量过少的情况下,两种模型精度都比较

低,模型性能不稳定,由此可得出,对于本文的研

究区,训练样本在总体样本数量的 1. 3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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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卷积神经网络能够实现成功分类。

3摇 结摇 论

本文提出了自适应学习率 CNN 模型,对学习

率进行了自动优化处理,具体是在每次迭代时求

得学习率的最优值,并应用于下一次迭代的网络

参数优化过程当中,实现学习率的自动调节,开展

了滨海湿地地物类型的分类实验,并进行了精度

评价。
(1)学习率初值一定时,搜索区间越大,分类

精度越低,迭代时间增加。 当学习率的范围控制

在 0 到 1 之间时,能取得较好的分类精度。
(2)学习率搜索区间一定时,CNN 模型的分

类精度受初值影响大,自适应学习率的 CNN 模型

受精度受初值影响较小,基本保持稳定,实现了学

习率的自适应调节。
(3)两模型的分类精度随训练样本的减少呈

明显的下降趋势。 本文研究区,卷积神经网络在

实现成功分类时,模型的训练样本数量至少要占

总体样本数量的 1. 35% 。
(4)本文针对同一数据集,开展了自适应学

习率 CNN 模型的图像分类实验,今后将考虑在不

同数据集上使用该模型进行实验,进一步验证该

模型的实用性。 文中只选用了一组网络参数,6
(3)鄄1鄄10(3)鄄1,批训练个数 2,训练迭代 7 次,未
进行调参,得到的分类实验结果或许不是最高的

精度,原因在于,在网络参数同一标准的情况下,
只进行学习率的参数调节,进而探索自适应学习

率 CNN 模型相比于 CNN 模型的优势,今后将在

网络参数的调整上进行实验并讨论其在提高分类

正确率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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