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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样本增量学习的遥感图像检索
钟 倩，刁莹煜，陈璟洲，钱沄涛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杭州，310027）
摘 要：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遥感图像检索系统有效地减小了语义鸿沟，但在扩展检索类别时，需要依赖大量标
注数据和优渥的硬件条件，进行长时间的重新训练。对此，本文拓展了 MAML 框架在增量学习上的应用，提出
了一种基于小样本增量学习的遥感图像检索方法。该算法利用 ResNet 构建元学习器，通过元任务中一步适配所
提供的二阶导信息，学习参数的初始化规则，并将学得的高敏感度的初始化参数信息迁移到新任务的特征提取网
络中，结合新数据中一小部分带标注的图像，实现模型的快速适配，并计算余弦相似度，实现新任务下的有效检
索。实验证明，该方法仅借助少量新类别的标注数据即可实现模型的快速适配，获得较好的泛化性能，且模型是
容易微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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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像的标注耗费大。新模型的训练需要提
供大量带标签的类别数据，否则模型可能有过拟合

信
息

近年来，对地观测技术和取得飞速发展，遥感

融

0 引言
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快速增长[1]。数以百万计的

国

遥感图像已由各种卫星传感器传送并存储在大量

届
中

档案中[2]。

九

在充分利用遥感大数据的需求驱动下，基于内

第

容的遥感图像检索系统包括三个关键技术：视觉特
征提取、相似度衡量和相关性反馈。其中，基于卷
积神经网络的方法建立多级结构模拟复杂的非线
性函数，通过对底层特征的多层抽象机制形成图像
的高层表达，从而完成对输入图像数据的逐层特征
提取和高层语义映射，有效地减少语义鸿沟，为遥
感图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最近的研究中
，基于 CNN 的特征被证明具有很强的辨别力。

[3-5]

因此，利用遥感大数据对图像进行训练，从中获得
语义信息，是一种从遥感图像中提取视觉特征的重
要方法 ，在 CBRSIR 中拥有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
[6]

景。然而，目前的遥感图像检索系统都是进行一次
训练后即投入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模型不能变更
任务。当遇到更改模型任务的需求时，如扩展新的
检索类别，需要依赖大量的数据和优渥的硬件条
件，进行长时间的重新训练，这将面临以下问题：

的风险。虽然人类的视觉能够对遥感图像进行准确
的解译和标注，但其需要大量的专家知识，且耗时
长，严重影响了效率。因此，如何用较少的专家知
识有效地标注遥感图像，使其完成新任务下的检索
功能，是一个重要且不可避免的问题。
二、重训模型开销大，不稳定。对于每次新类
型图像的入库，为了得到得到图像的特诊表示，对
库中图像进行重新训练，会带来训练时间长，资源
占用多的问题，不利于数据库中图像类别的扩展。
因此，如何泛化模型，同时尽量减少额外的训练，
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带来的问题，本文研究的即是如
何充分利用库内已有的历史遥感图片，只借助新类
别图像中的少量标注样本，从而在最少的人工标注
下添加新的检索类别，实现有效的新任务检索。在
此同时，还需要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避免大开销
的额外训练。本文研究的遥感图像检索的小样本增
量问题，新增类别的图像数量可以是几千张、几百
张，甚至几张或一张，其中只需要对每个类别标注
极少量的图像(如 5 张，又或 1 张)，而其他新增类
别的图像可不带标签信息。本文旨在充分利用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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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提高管理和利用遥感图像的效率，检索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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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L 算法将整个模型被分成 meta training 和

户感兴趣的内容，从而提供需求驱动下高效、便捷、

meta testing 两个阶段：在 meta training 阶段，数据

动态、共享的服务。我们在未知模型元学习

集被分解成多个子块，针对不同的元任务(Meta task)

(Model-Agnostic Meta-Learning，MAML)框架下，

和对应的数据，模型在迭代过程中学习类别变化情

提出一种基于小样本增量学习的遥感图像检索方

况下的泛化能力；在 meta testing 阶段，面对全新

法。该算法利用 ResNet[7]构建元学习器进行图像的

的类别，不需要变动已有的模型，就可以完成新任

高层信息提取，并优化参数在各个元任务上的梯度

务。
具体来说，整个数据集被划分成训练集和测试

化参数使得模型具备朝任何一个给定任务的最优

集，其中训练集包含了用来训练的多个类别，每个

参数的位置快速前进的能力，使模型结合少量数据

类别含有多个样本。在 meta-training 阶段，训练集

即可通过一个或几个梯度步骤的参数更新，实现新

的数据通过随机采样 N 得到个类别，每个类别 K

任务下图像的特征提取。提取到的特征进一步结合

个样本，这 N  K 个数据构成了训练集中的支撑集

余弦相似度，实现新任务下的有效检索。

(Support set)；再从这 N 个类中剩余的数据采样一

1 小样本学习和 MAML 算法

部分数据构成对应的查询集(Query set)。用上述的

会

方向的矢量和，学习参数初始化规则。学得的初始

在现实场景中，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方法面临

务也被称为 N-way K-shot 问题。图 1 就展示了一个
5-way 1-shot 的示例。

信
息

着数据标注成本大、模型成本高、模型可扩展性差

能从 N  K 个数据中学会辨别 N 个类别，这样的任

融

1.1 小样本学习

合
大

Support set 和 Query set 构建一个元任务，使得模型

等限制。相比之下，人类在积累足够的知识条件下，

国

能够将过去的经验用于新概念的认知上，视觉系统

届
中

仅从几个例子就能轻松学习到新的概念，这引发了

九

研究人员对小样本学习(Few-shot Learning)的研究。

第

一般情况下，小样本学习的模型大致可分为三
类：基于模型的方法、基于度量的方法和基于优化
的方法。基于模型的方法旨在通过模型结构的设计
快速在少量样本上更新参数，直接建立输入和预测
的映射函数[8-9]；基于度量的方法旨在对样本间距

Fig.1

图 1 5-way 1-shot 小样本学习示例
Few-shot learning example for 5-way 1-shot

离分布进行建模[10-13]；基于优化的方法通过对小样
本中梯度的计算[14-15]，学习如何优化模型的参数。
这些方法在图像分类、图像检索、目标跟踪、手势
识别、视频事件检测[16]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
1.2 MAML 算法
MAML 算法是小样本学习领域的有效算法，
它为小样本学习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具有
可扩展性强、快速适配的优点，适合于本文提出的
场景问题。

Fig.2

图 2 MAML 算法参数优化示意图
Parameter Optimization Sketch of MAML

MAML 算法采用优化参数在各个元任务上的
梯度方向矢量和的方式，学习参数初始化规则，从
而得到一组高敏感度的初始化参数。随后，当模型
需要适配时，每次的迭代优化都将导致模型的参数
在对应的参数空间里产生位置变化，使得在这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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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上的微小改动能带来沿着 loss 的梯度方向的较

的少量带标注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微调可以

大提高。

得到最终的模型 Mlearner ，从而完成新任务。
在训练 Mmeta 阶段，我们从 D meta _ train 中随机采

2 基于小样本增量学习的方法

样 N 个类别，每个类别抽取 K 张图片，作为元任

增量学习是指一个学习系统能不断地从新样
本中学习新的知识，并能保存大部分已经学习到的
知识，是图像分类和目标检测任务的研究热点。现
有的增量学习添加新类别的方法包括微调、特征提
取，多任务学习、添加节点等

。但这些基于增量

[17]

的算法都未考虑小样本学习的情景。Spyros Gidari
等人

[18]

提出的一种用于图像分类的增量学习方法

通过将 CNN 最后一层隐层和输出层之间的点乘操
作改为了计算余弦相似度，并通过构造基于

务的 Support set。
对于 Query set，
我们扩充 Query Set
中的数据类别，将其构造成增量的形式，在原有类
别上增加 N 个新的训练类别，每类采样 M 张。需
要注意的是，这些新增类别是从其中 Corigin 中采样
得到的，且与 Support set 中的类别不重复。元任务
Ti 的数据正是由上述 Support set 和 Query set 组成

的，这相当于普通深度学习训练过程的一条训练数
据，通过对 Ti 的反复抽取，组成了任务池，可作为
MAML 的训练集，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1 改进的 MAML 算法数据集说明
Tab.1 Dataset Description for modified MAML

会

2.1 小样本增量学习

少，特别是在图像检索和遥感领域。为了填补这方
算

数据集

Metatraining

信
息

面研究的空白，本文在小样本学习的 MAML

[15]

步骤

融

尽管如此，小样本增量学习相关的研究依然较

合
大

Attention 的小样本分类权重生成器实现图像分类。

法基础上，拓展了该算法在增量学习上的应用，提

D meta _ test

国

出了一种基于小样本增量学习的遥感图像检索方

Metatesting

D meta _ train

届
中

法，并与直接微调的小样本增量学习方法进行对

九

比。

第

2.2 基于 MAML 的小样本增量学习方法
本文 优 化 的 方法 拓 展 小样 本 分 类 任 务中 的

Tab.2

数据

所属

目的

内容

类别

说明

X origin

C origin

X origin ,

C origin

label
X new

C new

训练元学习器

Mmeta
训练和测试最
后的新网络

Mlearner

表 2 元任务的数据构成
Data Composition of Meta Tasks

数据子集

数据类别数

每类图像数量

Support set

N

Query set

N  N

K
M

MAML 算法到增量学习领域，改进后的 MAML 算

在训练时，元任务利用 Support set 中的数据学

法利用 ResNet-50 构建基于增量学习的元学习器，

习特征提取并在进一步通过 Query set 提供的信息

学习一个高敏感度的初始化权重。改进后的 MAML

进行增量学习。通过对元任务定义和数据集构造的

算法，不再只服务于小样本学习和分类领域，还能

改动，我们可以训练得到一个元学习器 Mmeta ，这

实现增量学习，实现了一个可快速适配的面向增量

个元学习器能提供一个初始化参数的规则，使模型

的小样本特征提取网络。随后，结合余弦相似度计

学会如何从小样本中学会面向增量的特征提取。

算查询图像和特征库的相似度，返回检索结果。

改进后 MAML 算法是基于二重梯度的，每次

我们希望训练一个学习器 Mlearner 完成小样本

迭代包括两次参数更新的过程。元学习器 Mmeta 是

增量学习的任务，对元学习器 Mmeta 也要进行相应

基于 ResNet-50 的，它在最后的输出层前添加一个

的改动，将元任务构造成小样本增量的形式，如表

输出是 256 维的全连接层 FCnew ，并将整个网络的

1 所示。我们把 meta-training 步骤中所用的数据记

输出节点改为拓展后的检索系统对应的检索类别

作 D meta _ train ，它包括所有旧类数据，其作用是训练

数。 Mlearner 和 Mmeta 的网络结构相同，但是参数不

元学习器 Mmeta ；把 meta-testing 步骤中所用的数据

同。将上述网络作为特征提取网络，在小样本增量

D meta _ test ，它包括原任务中所有旧类数据和新类别

学习的问题中，我们的具体算法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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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随机初始化  ；

应的期望参数 i ，基于这个期望参数和对应 Ti 下的

步骤 2：用  初始化元学习器 M meta ；

Query set 得到 meta loss，记作 LTi ( f i) ，对整个

步骤 3：从 Task 池采样得到 batch_size 个元任

batch 的 meta loss 求和并用随机梯度下降法进行参

务 Ti ；

数更新。这个 meta loss 在原模型 M meta 的参数  上

 ，用 Ti 中的
步骤 4：复制原模型得到 M meta

求导，得到了二阶导信息，为模型初始化提供方向：



 的损失，用一步梯度下降
Support set 计算模型 M meta

   

进行参数更新，得到期望参数 i ：
i     LTi ( f  )

    

LTi ( f i)

Ti ~ p (T )

(1)



LTi ( f  )   LTi ( f  )

(3)

Ti ~ p (T )

 

步骤 5：用 Ti 中的 Query set 测评期望参数 i 下



[ LTi ( )   2 LTi ( )

Ti ~ p (T )

的元学习器，记作 LTi ( f i) ；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不断在参数空间中寻找一

步骤 6：判断是否完成了一个 batch 的元任务

个奇点位置最终收敛。这个位置不对应任何任务的

计算，若否，返回步骤 4 计算下一个元任务的期望

最优解，但却对应着很多任务最优解的最近处。用

参数；若是，继续步骤 7；

这个位置给模型进行初始化以后，具备朝任何一个

新参数：



参数更新，实现新任务的性能最大化。

LTi ( f i)

(2)

信
息

Ti ~ p (T )

步骤 8：判断迭代是否结束，若否，返回步骤

国

2；若是，记  为  meta ，算法结束。

届
中

从上述步骤可以看出，算法将优化分为两层:
内循环和外循环。

型结合少量数据即可通过一个或几个梯度步骤的

融

     

给定任务的最优参数的位置快速前进的能力，使模

会

 _ size ，更新元学习器 M meta ，得到模型的
1,  2 , ,batch

合
大

步骤 7：根据上述得到的期望参数

九

在内循环中，我们将若干个 Ti 组成一个 batch，

第

 和对
对于每一个 Ti ，我们复制了一个原模型 M meta

应的初始化参数期望参数  ，并利用 Ti 中 Support
set 共 N  K 个样本计算梯度，完成对参数  进行更
新，得到期望参数 i 。在完成整个 batch 的训练后，
MAML 也完成了第一次梯度更新。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进行的 batch_size 次参数更新，都是在原始参
数  的基础上仅做一步梯度下降，由于 Ti 中样本的
差异性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期望参数 i ，而这些期
 _ size 是留给第二次梯度更新的
望参数 1,  2 , ,batch

meta loss 使用的。
在外循环中，我们利用上述期望参数
 _ size 完成第二次梯度更新。第二次梯度
1,  2 , ,batch

更新时计算出的梯度，直接通过随机梯度下降作用
于原模型上，也就是模型真正用于更新其参数的梯
度。其具体做法是：对于上述每个 Ti 我们得到了对

完成了元学习器 M meta 的训练后，我们得到了

初始化参数  meta ，接下来我们要面向新任务，在
Dmeta _ test 上 微 调 得 到 最 终 用 于 新 任 务 的 模 型

M learner 。具体过程如下：

步骤 1： M learner 利用  meta 进行参数初始化；
步骤 2：在 Dmeta _ test 抽取一个 task T f ，用 T f 下
的 Support set 训练训练模型，对参数进行更新：
t   meta   LTi ( f  meta )
(4)
步骤 3： M learner 的参数更新为 t 。
至此，我们完成了 MAML 算法相关步骤，得
到了改进后的基于小样本增量学习的特征提取网。

随后，我们把 M learner
作为特征提取器，将输出层之

前的 256 维向量作为图像的特征向量，并未所有图
像构建所有图像的特征库。这个库中的数据来自原
 ，过程中用到过的小样本新数据
类别的图像 X origin
label
unlabel
X new
和未训练的新数据 X new
。


当执行新的检索任务时，用 M learner
提取查询图

像特征，并计算余弦相似度，得到前 Q 个相似图
像作为检索结果。
在测试模型性能的时候，为了避免极端情况对
模型性能评价的偏差，我们通常会在上述步骤 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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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多个 task，分别评价快速适配后的检索结果，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我们改进的 MAML 方

并对最后的测试结果进行平均。

法对新类别图像的检索效果优于直接利用微调的

3 相关实验

方法，仅通过增量数据中的一小部分信息，即可实
现模型在新任务下的快速适配，获得较好的泛化性

我们 使 用 UCMerced 数据 集 ， 该数 据是 从
USGS National Map Urban Area Imagery 系列的大
型图像中手动提取的，用于全国各地的城市地区。
其中包含来自 21 个不同土地覆盖类别的 2100 幅航
拍图像，其中每个类别包括 100 张图像，每个图像
的像素大小为 256×256，空间分辨率为 30 厘米。

能，且模型是容易微调的。
在完成了算法在新类别上的检索性能测评后，
我们分析该算法对旧类别图像检索的影响，如表 4
所示。通过和原任务下 mAP 的对比，可得出结论，
该算法使模型在扩展了检索类别后，依然能保持对
旧类图像有效检索。
表 4 算法在旧类别图像上的检索性能
Tab.4 Experiment results of two algorithms

用上述数据前 16 类场景图像构建原有图像特
征库，因此原特征库中共有 1600 张图像；将后 5
类场景图像(河流，跑道，稀疏住宅，储油罐、网
球场)构建成检索系统扩展的 5 个新类别图。为了

建筑

此，改进的算法中的相关任务设置为

国

N  5 , K  5 , N  5 , M  10 。对扩展后的遥感图像

索 mAP

0.965

0.947

0.984

0.994

立交桥

0.970

0.967

森林

0.979

0.969

海滩

0.978

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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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与训练的，仅在测试时用于测评算法性能。因

改进的 5-way
5-shot MAML 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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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减少标注开销，我们仅使用每个新类别图像中
的 5 张用来适配网络，每个新类别的剩余 95 张是

原任务的检索
mAP

类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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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实验数据设置

图 3 展示了该检索系统对于新类别——河流图

像的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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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系统进行新任务下的检索，查询图像为 5 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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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图像，得最后评价指标 mAP(Mean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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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3.2 实验结果

首先将改进的 MAML 方法与直接进行微调的
方法在 UCMerced 数据集的新加类别上进行了性能
测试，将新类别检索图像分别设置成 20，50 和 100，

Fig.3

图 3 旧类别检索结果
Retrieval results for the origin category

可以看出，虽然特征提取网络仅用了 5 张新类

表示从库中返回 20,50,100 张图像作为检索结果。

别的图像用于训练，快速适配后的网络在新的检索

在完成不同新类别图像的多次检索测评后，对结果

任务下仍表现出了良好的性能，能够对 2100 张图

取平均得到相应的测评指标结果如表 3 所示。

像构成的新图像库实现有效的检索。

表3

检索精度

平均查全
率
平均查准
率
平均检索
精度 mAP

两种算法在新类别上的检索结果
检索图像
的数量/幅
20
50
100
20
50
100
20
50
100

直接微调
的方法的检
索 mAP
0.28
0.57
0.72
0.59
0.56
0.35
0.24
0.47
0.567

改进的
5-way 5-shot
MAML 的检
索 mAP
0.35
0.71
0.89
0.75
0.7
0.44
0.3
0.59
0.7

4 结束语
本文研究的是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遥感图像
检索系统在扩展检索类别时遇到的小样本增量学
习的问题。考虑到模型重新训练需要高成本、高消
耗的条件，在现实场景中面临着数据标注成本大、
模型成本高、模型可扩展性差等限制。对此，我们
将 MAML 的小样本学习问题进一步扩展到增量学

第九届中国信息融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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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参数的初始化规则，并为新网络提供了一组高
敏感度的初始化参数，使其仅通过少量迭代步骤和
新数据中的少量标注信息，即可实现新任务下有效
的高层特征提取，并计算余弦相似度，完成扩展后
的检索任务。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对新任务适配精
度高、速度快，额外开销小，对样本标注的要求低，
适合用在小样本训练和快速适配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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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shot Incremental Learning Based Remote Sensing Image Retrieval
ZHONG Qian，Diao Ying-yu，CHEN Jing-zhou，QIAN Yun-tao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based remote sensing image retrieval system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semantic gap, it needs to be re-trained with large amounts of labeled data and excellent hardware when
extending the categories of retrieval. Aim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above, we extend MAML framework to
incremental learning and propose a few-shot incremental learning based remote sensing image retrieval method. The
method employs ResNet to construct meta-leaner and further learns the initialization rules of parameters through
second-order guidanc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one-step adaptation in meta-tasks. The information of highly
sensitive initialization parameters learned by meta-learner is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feature extraction network for the
new task, and the model can be fast adapted with a small number of labeled images of new coming data. After that,
cosine distance is employed as the similarity measurement to accomplish the effective image retrieval for the new
task.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above achieves fast adaptation and outstanding 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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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few labeled information of the new coming categories. What’s more, the model can be easily fine-tu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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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孪生网络的可见光与红外决策级融合跟踪
张星辰 1，冶 平 1，刘 骏 1，2，贡 克 1，肖 刚*1
（1．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上海，200240；
2．四川轻化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摘 要：目标跟踪方法在近年来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发展出了以深度学习和相关滤波为代表的跟踪方法。这些方
法使得目标跟踪的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目前绝大多数目标跟踪方法是仅基于可见光图像的，而这类方
法的性能在可见光图像不可靠时，会大大地降低。例如，当光线条件不好，或者在雨、雾等天气条件下。红外图
像检测物体的热信息，因此不受光线和雨、雾等因素的影响。将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的互补信息在目标跟踪中合理
利用，将大大提高目标跟踪算法的适用范围和鲁棒性。本文结合深度学习的最新发展情况，提出基于孪生网络的
可见光与红外图像目标决策级融合跟踪方法。实验表明，提出的方法能在满足跟踪实时性的同时提高目标跟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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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图像描述。例如，可见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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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场景的色彩和细节信息，但易受到环境

运动目标跟踪在民用及军事领域均有重大意

光照变化的影响；红外图像体现热辐射信息，不易

国

义和迫切需求。例如，在民用领域，可用于视频监

受光照变化的影响，但无法提供细节信息。将可见

机载对地目标跟踪、战场目标跟踪等。近年来，随

全面准确地获取目标和场景的信息，为目标跟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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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行人检测、人机交互等；在军事领域，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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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度学习和相关滤波技术的迅速发展，目标跟踪

第

领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目标跟踪效果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总体而言，当前目标跟踪的两大主流方法
是基于深度学习和基于相关滤波的方法。
然而，当前绝大部分目标跟踪方法都是基于单
一的信号源，如基于可见光图像[1]或基于红外图像
。这些基于单一信号源的目标跟踪方法在该信号

[2]

源不可靠时，很容易丢失跟踪目标，导致跟踪失败。
例如，基于可见光图像的目标跟踪方法在光线不
好，或者有雨、霾等干扰因素时，很难正常工作。
图像融合是指从两幅或多幅图像中获取互补
的有用信息，形成统一的更优质的图像或数据来控
制其它系统或指导决策。在实际应用中，由不同种
类传感器获得的多模态图像，因为成像机理不同，
可以反映目标场景不同侧面的特性。通过对多模态
图像进行融合，可以获得同一目标场景较为准确全

光与红外图像进行融合，利用其互补信息，可以更
供更好的数据基础。图 1 给出了六组可见光与红外
图像性能互补的示例。每个子图中第一排为可见光
图像，第二排为红外图像。在图(a)中，从红外图像
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在可见光图像中由于光照条件
不好导致看不清的跟踪目标；而在图(b)中，从可见
光图像中可以更清楚地区分出在红外图像中由于
环境干扰而不容易识别的跟踪目标。这些例子表明
了在不同工作环境下，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的互
补特性。
有研究表明[3-5]，基于可见光与红外图像的融
合跟踪方法可以提高目标跟踪的鲁棒性，使得目标
跟踪算法应用场景更加广泛。然而，作为一个新近
出现的热点问题，目标融合跟踪仍处于研究、探索
阶段，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