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709351.5

(22)申请日 2020.07.22

(71)申请人 武汉大学

地址 430072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

武汉大学

(72)发明人 季顺平　王定盼　罗牧莹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科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42222

代理人 王琪

(51)Int.Cl.

G06K 9/00(2006.01)

G06K 9/62(2006.01)

G06N 3/04(2006.01)

G06N 3/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

深度学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

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充分发挥生成对抗网

络在学习不同分布的数据域之间的映射方式中

的优势，采用在像素级空间、特征级空间、输出级

空间三个空间维度将源域数据分布映射到目标

域数据分布的方式，用映射后的源域数据以及对

应标签训练分割模型，再用该模型来预测目标域

数据的地表覆盖类别，解决了以往预测方法中由

于目标域数据没有标签导致预测类别不准等问

题。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鲁棒性强，可适应不同

尺度的不同影像风格的无标签影像数据，不仅能

够提供准确的地表覆盖分类结果，还能够将源域

影像的风格转换为目标域影像的风格，可以应用

于城市规划、地表覆盖变化检测、地图的制作及

更新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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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1，对于源域影像，根据已有的地表覆盖影像以及对应的标签数据构建源域数据样

本库，并将源域影像和对应的标签数据裁剪成一定大小的块；对于目标域影像，根据已有的

地表覆盖影像构建目标域数据样本库，并将目标域影像裁剪成一定大小的目标影像块；

步骤2，构建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full  space  domain  adaptation  network)，

该网络包括stage  I和stage  II两个部分，stage  I部分为图像风格迁移网络，stage  II部

分为图像分割网络；

利用步骤1构建的源域和目标域数据样本库中的数据集对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

的stage  I部分进行训练，将源域影像的风格转换成目标域影像的风格，然后生成全空间域

自适应网络的中间结果—风格迁移之后的源域影像；

步骤3，利用步骤2中得到的风格迁移之后的源域影像及其对应标签和目标域影像一同

送入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的stage  II部分，对目标域遥感影像进行像素级的地表覆

盖分类，拼接分类结果并矢量化，得到最终的目标域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结果的矢量文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1的具体实现包括如下子步骤，

步骤1.1，影像预处理：对于源域影像，若待处理影像为分幅影像，则对多幅遥感影像进

行拼接得到完整的影像，并将完整影像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裁剪，然后以某一影像分辨率

为基准，对其它影像进行重采样；对于目标域影像，将其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裁剪，然后将

其重采样为和源域影像具有相同的分辨率；

步骤1.2，标签数据制作：将源域影像的矢量标签数据栅格化，得到栅格的地表覆盖类

别标签数据；

步骤1.3，样本裁剪：综合考虑计算机性能、地物大小，将遥感影像以及标签数据裁剪为

大小适宜的块；对于源域影像，若影像数据充足则直接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无重叠裁剪，若

影像数据不充足则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P％有重叠裁剪；对于源域影像的标签，按照和对应

源域影像相同的裁剪方式裁剪；对于目标域影像，以源域影像分辨率为基准进行影像重采

样，然后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P％有重叠裁剪。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图像风格迁移网络又包括像素级空间的域自适应和特征级空间的域

自适应两部分，像素级空间的域自适应网络由两个生成器GS→T和{E,U}以及两个判别器DS和

DT组成，其中目标域影像生成器GS→T的结构，由三个卷积层，9个残差块，2个反卷积层以及一

个获取风格化源域影像的卷积输出层组成，源域影像生成器{E,U}由一个共享的编码器E和

一个解码器U构成，两个判别器DS和DT的组成结构相同，其中包含5组连续堆叠的卷积层，每

组中卷积核大小为4×4，前3组步长为2，最后两组步长为1，且除最后一组外每组卷积层的

最后都包含一个参数为0.2的leaky  ReLU激活函数；特征级空间的域自适应网络由一个共

享的编码器E和一个特征提取器C以及一个判别器DF组成，其中特征提取器C由三个连续的

上采样块组成，每个上采样块由一个2倍上采样层、2个3×3的卷积层、一个BN层和一个ReLU

激活函数构成，最后再接一个无激活函数的卷积核为1×1的卷积层和softmax函数将特征

转化为输出用于训练特征提取器提取特征，判别器DF的组成结构与前述判别器DS,DT结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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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图像分割网络由空间域自适应分割网络MFO-FCN以及三个判别器DO组

成，MFO-FCN网络是一个由前4层VGG-16结构的卷积块组成的编码器和相对应的解码器以及

在编码器和解码器对应层之间的侧向连接组成，对于解码器中每个尺度卷积块的最后一个

卷积层来说，其后面都连接一个卷积核为1×1的将特征通道数量压缩一半的卷积层、一个

卷积核为1×1的将特征通道数量压缩到地表覆盖类别数量的输出卷积层以及一个softmax

激活函数，每个尺度卷积块都会输出一个与其尺度相等的预测输出，判别器DO的组成结构

与前述判别器结构DS,DT相同。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2的具体实现包括如下子步骤，

步骤2.1，像素级空间域自适应：首先将源域影像的风格通过目标域影像生成器GS→T映

射到目标域影像的风格生成风格化的源域影像，通过目标域影像判别器DT利用对抗损失函

数来对抗学习源域影像数据分布到目标域影像数据分布的映射过程；再分别将风格化的源

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像通过源域影像生成器{E,U}分别再映射为重构的源域影像和风格化

后的目标域影像，通过源域影像判别器DS利用对抗损失函数来对抗学习目标域影像数据分

布到源域影像数据分布的映射过程；最后再将风格化后的源域影像通过源域影像生成器

{E,U}生成重构的源域影像并通过一致性损失函数进一步约束源域影像到目标域影像的映

射；风格化后的目标域影像也通过相同的方式生成重构的目标影像并通过一致性损失函数

进一步约束目标域影像到源域影像的映射；

步骤2.2，特征级空间域自适应：将步骤2.1中生成的风格化的源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

像通过一个特征提取器C分别提取出低维特征，该低维特征的空间分辨率大小与原始影像

的空间分辨率大小一致，通道数则为地表覆盖的类别数；特征提取器的训练过程为：首先将

提取的风格化源域影像的低维特征送入一个softmax激活函数中得到地表覆盖分类结果，

再将该分类结果与对应的源域影像标签一起送入多分类交叉损失函数中以训练特征提取

器更好的提取低维特征；之后再利用对抗学习来对齐特征级空间的分布：将提取的风格化

源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像的低维特征一起送入判别器DF中利用损失函数来对抗学习，该判

别器的作用是尽量区分出上述两个低维特征分别来自不同的域；而特征提取器C的作用则

是使提取出的风格化源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像的低维特征分布尽量一致以混淆判别器的

判别能力；利用上述特征提取器与判别器之间的对抗学习来不断地更新调整判别器DF与特

征提取器C的权重参数，最终使特征提取器能够对齐风格化的源域影像和目标域影像在特

征级空间的分布；

步骤2.3，迭代交叉训练：迭代交叉进行步骤2.1和步骤2.2直到迭代结束；

步骤2.4，生成中间结果：利用步骤2.3中训练的目标域影像生成器将所有的源域影像

块的风格全都映射为目标域影像块的风格，并将生成的风格化后的源域影像作为全空间域

自适应网络FSDAN的stage  I部分生成的中间结果。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3中的具体实现包括如下子步骤，

步骤3.1，训练图像分割网络：利用步骤2中生成的风格迁移之后的源域影像送入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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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空间域自适应分割网络MAO-FCN中得到不同尺度的分割输出结果，再将不同尺度的风格

化源域影像的输出结果和其对应尺度的标签一起送入多分类交叉损失函数中，该损失函数

会通过反向传播调整输出空间域自适应分割网络MAO-FCN的权重以学习提取风格化之后的

源域影像的地表覆盖类别特征；

步骤3.2，输出空间域自适应：将目标影像输入到步骤3.1中训练完成的MAO-FCN中，得

到相应的不同尺度的目标域影像地表覆盖分类输出图，一共有三种尺度，三种尺度相对于

原始输入影像空间分辨率的下采样率分别是{1，2，4}；然后将每种尺度的目标域影像地表

覆盖分类输出图和之前得到对应尺度的风格化源域影像输出一起送入各自的判别器DO中，

每种尺度的地表覆盖分类输出图都有其对应的判别器DO，一共三个判别器DO；再利用对抗损

失函数来对抗学习以对齐源域和目标域影像在输出空间的数据分布；

步骤3.3，迭代交叉训练：迭代交叉进行步骤3.1和步骤3.2直到迭代结束；

步骤3.4，结果生成：将所有目标影像块输入到步骤3.3中训练完毕的MAO-FCN网络中，

得到所有目标影像块的预测分割结果，选取与输入影像空间分辨率大小比例为1：1的输出

影像作为该目标影像块最终的预测分割结果，之后拼接所有目标影像块的预测结果得到完

整的目标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结果，再将栅格文件矢量化，得到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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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自动分类方法，可

自动完成任意无标签遥感影像的地表覆盖分类工作，有效提高遥感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结

果，减少人工干预，提高分类速度，辅助地图制作及更新，所生产的地表覆盖分类数据能够

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地表覆盖变化检测、灾害应急等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地表覆盖分类图作为一种基础地理数据，在地表覆盖变化检测、灾害应急、城市规

划、地图绘制及更新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地表覆盖分类图的构建及更新仍

依赖于人工操作，费时又费力。作为获取地球表面几何和物理信息的最重要的地球观测技

术之一，遥感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使得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中对地表覆盖图进行分类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在实际应用生产中，从高分辨率影像中进行地表覆盖分类面临诸多

困难。例如，受光照，大气层阻挡等的影响，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中不同地物类型之间的外观

差别不大，在光照条件较差的情况下获取的影像数据更是常常难以辨识，导致误判；除此之

外，由于地表覆盖类型处于实时地动态变化中，每次更新地表覆盖分类图时都需要从零开

始更新，工作量巨大且漏更新的区域较多。深度学习中的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检索、图像分

类、目标检测中展现出强大的性能。卷积神经网络通过从图像的低级语义信息中逐步提取

高级语义信息，获得最终的结果，且对场景变化具有更好的鲁棒性。将深度学习技术与遥感

影像结合，从遥感影像中自动化地表覆盖分类图通常的做法是利用有标签影像的图像语义

分割方法。语义分割方法就是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对影像进行逐像素分类，进而遥感影像的

地表覆盖图进行分类。但是传统语义分割方法需要同时利用影像及其对应的标签数据训练

模型，由于通常情况下目标域的标签难以获得，人工重新标注费时费力费财，所以只能利用

现有的带标签的影像数据训练语义分割网络，再利用该训练完毕的模型去预测目标域影像

中的地表覆盖类别。但由于源域影像数据分布与目标域影像的数据分布之间存在巨大的差

异，直接利用源域影像训练的语义分割模型预测目标域影像中的地表覆盖类别取得的效果

往往很差。因此，缩小源域影像数据分布和目标域影像数据分布之间的差异，利用减小数据

分布差异之后的源域影像训练语义分割模型从而提升预测目标域地表覆盖分类结果的准

确度是遥感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研究的趋势，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

学习方法至关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无标签遥感影像地

表覆盖自动分类框架，可自动完成任意影像风格的无标签遥感影像的地表覆盖分类工作，

利用生成对抗网络在分别在像素级空间、特征级空间、输出级空间三个空间维度将源域数

据分布映射到目标域数据分布，缩小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数据分布差异，从而克服传统语

义分割方法在跨域的地表覆盖分类任务中分类性能明显下降的缺点，得到接近于有标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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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的地表覆盖分类任务的性能表现。此外，还能够生成将源域影像的风格转换成目标域

影像风格之后的中间结果，该中间结果可用于提升其他的诸如跨域影像的建筑物位置检测

等计算机视觉任务的性能。

[0004] 实现本发明目的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

度学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步骤1，对于源域影像，根据已有的地表覆盖影像以及对应的标注文件构建源域数

据样本库；对于目标域影像，根据已有的地表覆盖影像构建目标域数据样本库；

[0006] 步骤2，构建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full  space  domain  adaptation 

network)，该网络包括stage  I和stage  II两个部分，stage  I部分为图像风格迁移网络，

stage  II部分为图像分割网络；利用步骤1构建的源域和目标域数据样本库中的数据集对

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的stage  I部分进行训练，将源域影像的风格转换成目标域影像

的风格，然后生成该网络的中间结果—风格迁移之后的源域影像，这一阶段包括像素级空

间的域自适应和特征级空间的域自适应；

[0007] 步骤3，利用步骤2中得到的风格迁移之后的源域影像及其对应标签和目标域影像

一同送入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的stage  II部分，然后对目标域遥感影像进行像素级

的地表覆盖分类，拼接分类结果并矢量化，得到最终的目标域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结果的矢

量文件。

[0008] 进一步的，步骤1的具体实现包括如下子步骤：

[0009] 步骤1.1，影像预处理：对于源域影像，若待处理影像为分幅影像，则对多幅遥感影

像进行拼接得到完整的影像，并将完整影像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裁剪，然后以某一影像分

辨率为基准，对其它影像进行重采样；对于目标域影像，将其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裁剪，然

后将其重采样为和源域影像具有相同的分辨率；

[0010] 步骤1.2，标签数据制作：将源域影像的矢量标签数据栅格化，得到栅格的地表覆

盖类别标签数据；

[0011] 步骤1.3，样本裁剪：综合考虑计算机性能、地物大小，将遥感影像以及标签数据裁

剪为大小适宜的样本块。对于源域影像，若影像数据充足则直接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无重

叠裁剪，若影像数据不充足则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50％有重叠裁剪；对于源域影像的标签，

按照和对应源域影像相同的裁剪方式裁剪；对于目标域影像，以源域影像分辨率为基准进

行影像重采样，然后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50％有重叠裁剪。

[0012]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包括stage  I和stage  II两个

部分，stage  I部分为图像风格迁移网络，stage  II部分为图像分割网络。其中图像风格迁

移网络又包括像素级空间的域自适应和特征级空间的域自适应两部分，像素级空间的域自

适应网络由两个生成器GS→T和{E,U}以及两个判别器DS和DT组成，其中目标域影像生成器

GS→T的结构，由三个卷积层，9个残差块，2个反卷积层以及一个获取风格化源域影像的卷积

输出层组成，源域影像生成器由一个共享的编码器E和一个解码器U构成，两个判别器DS和DT

的组成结构相同，其中包含5组连续堆叠的卷积层，每组中卷积核大小为4×4，前3组步长为

2，最后两组步长为1，且除最后一组外每组卷积层的最后都包含一个参数为0.2的leaky 

ReLU激活函数；特征级空间的域自适应网络由一个共享的编码器E和一个特征提取器C以及

一个判别器DF组成，其中特征提取器C由三个连续的上采样块组成，每个上采样块由一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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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上采样层、2个3×3的卷积层、一个BN层和一个ReLU激活函数构成，最后再接一个无激活

函数的卷积核为1×1的卷积层和softmax函数将特征转化为输出用于训练特征提取器提取

特征，判别器DF的组成结构与前述判别器DS,DT结构相同；图像分割网络主要由空间域自适

应分割网络MFO-FCN以及三个判别器DO组成，MFO-FCN网络是一个由前4层VGG-16结构的卷

积块组成的编码器和相对应的解码器以及在编码器和解码器对应层之间的侧向连接组成，

对于解码器中每个尺度卷积块的最后一个卷积层来说，其后面都要连接一个卷积核为1×1

的将特征通道数量压缩一半的卷积层、一个卷积核为1×1的将特征通道数量压缩到地表覆

盖类别数量的输出卷积层以及一个softmax激活函数，每个尺度卷积块都会输出一个与其

尺度相等的预测输出，判别器的组成结构与前述判别器结构相同。

[0013] 进一步的，步骤2的具体实现包括如下子步骤：

[0014] 步骤2.1，像素级空间域自适应：首先将源域影像的风格通过目标域影像生成器

GS→T映射到目标域影像的风格生成风格化的源域影像，通过目标域影像判别器DT利用对抗

损失函数 来对抗学习源域影像数据分布到目标域影像数据分布的映射过程；再分

别将风格化的源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像通过源域影像生成器{E,U}分别再映射为重构的源

域影像和风格化后的目标域影像，通过源域影像判别器DS利用对抗损失函数 来对

抗学习目标域影像数据分布到源域影像数据分布的映射过程；最后再将风格化后的源域影

像通过源域影像生成器{E,U}生成重构的源域影像并通过一致性损失函数(Lcyc)进一步约

束源域影像到目标域影像的映射；风格化后的目标域影像也通过相同的方式生成重构的目

标影像并通过一致性损失函数(Lcyc)进一步约束目标域影像到源域影像的映射。

[0015] 步骤2.2，特征级空间域自适应：将步骤2.1中生成的风格化的源域影像以及目标

域影像通过一个特征提取器C分别提取出低维特征，该低维特征的空间分辨率大小与原始

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大小一致，通道数则为地表覆盖的类别数；特征提取器的训练过程为：首

先将提取的风格化源域影像的低维特征送入一个softmax激活函数中得到地表覆盖分类结

果，再将该分类结果与对应的源域影像标签一起送入多分类交叉损失函数 中以训练

特征提取器更好的提取低维特征；之后再利用对抗学习来对齐特征级空间的分布：将提取

的风格化源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像的低维特征一起送入判别器DF中利用损失函数

来对抗学习，该判别器的作用是尽量区分出上述两个低维特征分别来自不同的域；而特征

提取器C的作用则是使提取出的风格化源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像的低维特征分布尽量一致

以混淆判别器的判别能力。利用上述特征提取器与判别器之间的对抗学习来不断地更新调

整判别器DF与特征提取器C的权重参数，最终使特征提取器能够对齐风格化的源域影像和

目标域影像在特征级空间的分布；

[0016] 步骤2.3，迭代交叉训练：迭代交叉进行步骤2.1和步骤2.2直到迭代结束；

[0017] 步骤2.4，生成中间结果：利用步骤2.3中训练的目标域影像生成器将所有的源域

影像块的风格全都映射为目标域影像块的风格，并将生成的风格化后的源域影像作为全空

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的stage  I部分生成的中间结果。

[0018] 进一步的，步骤3中的具体实现包括如下子步骤：

[0019] 步骤3.1，训练图像分割网络：利用步骤2中生成的风格迁移之后的源域影像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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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输出空间域自适应分割网络MAO-FCN中得到不同尺度的分割输出结果，再将不同尺度的

风格化源域影像的输出结果和其对应尺度的标签一起送入多分类交叉损失函数 中，

该损失函数会通过反向传播调整输出空间域自适应分割网络MAO-FCN的权重以学习提取风

格化之后的源域影像的地表覆盖类别特征；

[0020] 步骤3.2，输出空间域自适应：将目标影像输入到步骤3.1中训练完成的MAO-FCN

中，得到相应的不同尺度的目标域影像地表覆盖分类输出图，一共有三种尺度，三种尺度相

对于原始输入影像空间分辨率的下采样率分别是{1，2，4}；然后将每种尺度的目标域影像

地表覆盖分类输出图和之前得到对应尺度的风格化源域影像输出一起送入各自的判别器

DO中，每种尺度的地表覆盖分类输出图都有其对应的判别器DO，一共三个判别器DO；再利用

对抗损失函数 来对抗学习以对齐源域和目标域影像在输出空间的数据分布；此外

作 用 于 输 出 空 间 的 对 抗 损 失 函 数 包 括 三 个 不 同 尺 度 的 子 损 失 函 数

分别用来处理对应尺度的目标域影像和风格化源域影像输出

结果；

[0021] 步骤3.3，迭代交叉训练：迭代交叉进行步骤3.1和步骤3.2直到迭代结束；

[0022] 步骤3.4，结果生成：将步骤1.3中裁剪得到的所有目标影像块输入到步骤3.3中训

练完毕的MAO-FCN网络中，得到所有目标影像块的预测分割结果，选取与输入影像空间分辨

率大小比例为1：1的输出影像作为该目标影像块最终的预测分割结果，之后拼接所有目标

影像块的预测结果得到完整的目标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结果，再将栅格文件矢量化，得到最

终的结果。

[0023]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1)提出了一种新的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

度学习方法，可自动完成任意影像风格的无标签遥感影像的地表覆盖分类工作，克服了传

统语义分割方法在跨域的地表覆盖分类任务中分类性能明显下降的缺点。2)能够产生与目

标域风格更加接近的风格化源域影像，可用于提升其他的诸如跨域影像的建筑物位置检测

等计算机视觉任务的性能。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全空间域自适应遥感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网络

FSDAN的框架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中FSDAN中stage  II部分的输出空间域自适应遥感影像地表覆盖分

类网络MAO-FCN的网络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实施例和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28] 步骤1，对于源域影像，根据已有的地表覆盖影像以及对应的标注文件构建源域数

据样本库；对于目标域影像，根据已有的地表覆盖影像构建目标域数据样本库；

[0029] 步骤2，构建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该网络包括stage  I和stage  II两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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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stage  I部分为图像风格迁移网络，stage  II部分为图像分割网络；利用步骤1构建的数

据集对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的stage  I部分进行训练，将源域影像的风格转换成目标

域影像的风格，然后生成该网络的中间结果—风格迁移之后的源域影像，这一阶段包括像

素级空间的域自适应和特征级空间的域自适应；

[0030] 步骤3，利用步骤2中得到的风格迁移之后的源域影像及其对应标签和目标域影像

一同送入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的stage  II部分，用于训练多尺度输出空间域自适应

分割网络MAO-FCN，然后对目标域遥感影像进行像素级的地表覆盖分类，拼接分类结果并矢

量化，得到最终的目标域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结果的矢量文件。

[0031] 进一步的，步骤1的具体实现包括如下子步骤：

[0032] 步骤1.1，影像预处理：对于源域影像，若待处理影像为分幅影像，则对多幅遥感影

像进行拼接得到完整的影像，并将完整影像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裁剪，然后以某一影像分

辨率为基准，对其它影像进行重采样；对于目标域影像，将其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裁剪，然

后将其重采样为和源域影像具有相同的分辨率；

[0033] 步骤1.2，标签数据制作：将源域影像的矢量标签数据栅格化，得到栅格的地表覆

盖类别标签数据；

[0034] 步骤1.3，样本裁剪：综合考虑计算机性能、地物大小，将遥感影像以及标签数据裁

剪为大小适宜的样本块。对于源域影像，若影像数据充足则直接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无重

叠裁剪，若影像数据不充足则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50％有重叠裁剪；对于源域影像的标签，

按照和对应源域影像相同的裁剪方式裁剪；对于目标域影像，以源域影像分辨率为基准进

行影像重采样，然后按地表覆盖范围进行50％有重叠裁剪。

[0035] 上述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包括stage  I和stage  II两个部分，stage  I部分

为图像风格迁移网络，stage  II为图像分割网络。其中图像风格迁移部分又包括像素级空

间的域自适应和特征级空间的域自适应两部分，像素级空间的域自适应网络由两个生成器

和两个判别器组成，其中目标域影像生成器的结构由三个卷积层，9个残差块，2个反卷积层

以及一个获取风格化源域影像的卷积输出层组成，源域影像生成器由一个共享的编码器和

一个解码器构成，两个判别器的组成结构相同，其中包含5组连续堆叠的卷积层，每组中卷

积核大小为4×4，前3组步长为2，最后两组步长为1，且除最后一组外每组卷积层的最后都

包含一个参数为0.2的leaky  ReLU激活函数；特征级空间的域自适应网络由一个特征提取

器和一个判别器组成，其中特征提取器由三个连续的上采样块组成，每个上采样块由一个2

倍上采样层、2个3×3的卷积层、一个BN层和一个ReLU激活函数构成，最后再接一个无激活

函数的卷积核为1×1的卷积层，判别器的组成结构与前述判别器结构相同；图像分割网络

主要由MFO-FCN网络以及一个判别器组成，MFO-FCN网络是一个由前4层VGG-16结构的卷积

块组成的编码器和相对应的解码器以及在编码器和解码器对应层之间的侧向连接组成，对

于解码器中每个尺度卷积块的最后一个卷积层来说，其后面都要连接一个卷积核为1×1的

将特征通道数量压缩一半的卷积层、一个卷积核为1×1的将特征通道数量压缩到地表覆盖

类别数量的输出卷积层以及一个softmax激活函数，每个尺度卷积块都会输出一个与其尺

度相等的预测输出，判别器的组成结构与前述判别器结构相同。

[0036] 进一步的，步骤2的具体实现包括如下子步骤：

[0037] 步骤2.1，像素级空间域自适应：首先将源域影像的风格通过目标域影像生成器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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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到目标域影像的风格生成风格化的源域影像，通过目标域影像判别器来对抗学习源域影

像数据分布到目标域影像数据分布的映射过程；再分别将风格化的源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

像通过源域影像生成器分别再映射为重构的源域影像和风格化后的目标域影像，通过源域

影像判别器来对抗学习目标域影像数据分布到源域影像数据分布的映射过程；最后再将风

格化后的目标域影像通过目标域影像生成器生成重构的目标域影像并通过一致性损失函

数进一步约束源域影像到目标域影像的映射。

[0038] 步骤2.2，特征级空间域自适应：将步骤2.1中生成的风格化的源域影像以及目标

域影像通过一个特征提取器分别提取出低维特征；利用对抗学习对齐风格化的源域影像和

目标域影像在特征级空间的分布，并更新调整目标域影像判别器的权重参数；

[0039] 步骤2.3，迭代交叉训练：迭代交叉进行步骤2.1和步骤2.2直到迭代结束；

[0040] 步骤2.4，生成中间结果：利用步骤2.3中训练的目标域影像生成器将所有的源域

影像块的风格全都映射为目标域影像块的风格，并将生成的风格化后的源域影像作为全空

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的stage  I部分生成的中间结果。

[0041] 进一步的，步骤3中的具体实现包括如下子步骤：

[0042] 步骤3.1，训练分割网络：利用步骤2中生成的风格迁移之后的源域影像及其对应

标签训练输出空间域自适应分割网络MAO-FCN，学习风格化之后的源域影像的地表覆盖类

别特征；

[0043] 步骤3.2，输出空间域自适应：将目标影像输入到步骤3.1中训练完成的MAO-FCN

中，得到相应的地表覆盖分类图，然后利用对抗学习分别在不同尺度上对齐源域和目标域

地表覆盖分类图，缩小源域和目标域影像在输出空间的数据分布差异；

[0044] 步骤3.3，迭代交叉训练：迭代交叉进行步骤3.1和步骤3.2直到迭代结束；

[0045] 步骤3.4，结果生成：将步骤1.3中裁剪得到的所有目标影像块输入到步骤3.3中训

练完毕的MAO-FCN网络中，得到所有目标影像块的预测分割结果，之后拼接所有目标影像块

的预测结果得到完整的目标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结果，再将栅格文件矢量化，得到最终的结

果。

[004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预测无标签遥感影像地表覆盖类别的深度学习方法，根据图一

可知总共分为两个阶段四个部分，分别是图像风格迁移阶段和图像分割阶段，其中图像风

格迁移阶段又包括像素级空间域自适应和特征级空间域自适应，图像分割阶段又包括像素

级别语义分割和输出空间域自适应。

[0047] 首先根据已有的遥感影像以及对应的标注文件构建源域样本库和目标域样本库。

首先对原始的源域遥感影像进行拼接，获得完整覆盖范围大的影像。然后对源域影像进行

重采样及裁剪，得到分辨率合适的有效覆盖影像范围。对于矢量格式的源域影像标签数据

将其栅格化并重采样至与源域影像具有相同的分辨率。对于目标域影像将其重采样至与源

域影像具有相同的分辨率即可。最后根据实际计算机的性能，将源域和目标域的遥感影像

以及对应的标签数据裁剪成大小适宜(如512×512像素)的样本子块，还可根据遥感影像样

本数据的多少，设置影像是否有重叠裁剪以及重叠率(如50％有重叠裁剪)。

[0048] 对于风格迁移阶段，流程参见图1中的stage  I阶段。首先是像素级空间域自适(参

见stage  I阶段的图像空间域自适应模块)，将源域影像的风格通过目标域影像生成器映射

到目标域影像的风格生成风格化的源域影像，通过目标域影像判别器来对抗学习源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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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布到目标域影像数据分布的映射过程；再分别将风格化的源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像

通过源域影像生成器分别再映射为重构的源域影像和风格化后的目标域影像，通过源域影

像判别器来对抗学习目标域影像数据分布到源域影像数据分布的映射过程；最后再将风格

化后的目标域影像通过目标域影像生成器生成重构的目标域影像并通过一致性损失函数

进一步约束源域影像到目标域影像的映射。再是特征级空间域自适应(参见stage  I阶段的

特征空间域自适应模块) ,将之前生成的风格化的源域影像以及目标域影像通过一个特征

提取器分别提取出低维特征；利用对抗学习对齐风格化的源域影像和目标域影像在特征级

空间的分布，并更新调整目标域影像判别器的权重参数。再迭代交叉训练像素级空间域自

适模块和特征级空间域自适模块直到迭代结束。最后利用训练完毕的目标域影像生成器将

所有的源域影像块的风格全都映射为目标域影像块的风格，并将生成的风格化后的源域影

像作为全空间域自适应网络FSDAN的stage  I部分生成的中间结果。

[0049] 对于图像分割阶段，流程参见图1中的stage  II阶段和流程图2。首先是像素级别

语义分割(参见图1中的stage  II阶段) ,利用之前风格迁移阶段生成的风格化的源域影像

及其对应标签训练输出空间域自适应分割网络MAO-FCN，学习风格化之后的源域影像的地

表覆盖类别特征。再是输出空间域自适应(参见stage  II阶段的输出空间域自适应模块和

流程图2)，将目标影像输入到之前像素级别语义分割部分训练完成的MAO-FCN网络中，得到

相应的地表覆盖分类图，然后利用对抗学习分别在不同尺度上对齐源域和目标域地表覆盖

分类图，缩小源域和目标域影像在输出空间的数据分布差异。迭代交叉进行像素级别语义

分割和特征级空间域自适模块直到迭代结束。将之前裁剪得到的所有目标影像块输入到训

练完毕的MAO-FCN网络中，得到所有目标影像块的预测分割结果，之后拼接所有目标影像块

的预测结果得到完整的目标影像地表覆盖分类结果，再将栅格文件矢量化，得到最终的结

果。

[0050]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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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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