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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下环境复杂多样，使得声呐成像模糊难以人工提取特征，同时声呐图像不易获取，数量远少

于光学图像，导致了小样本情况下声呐图像分类网络的训练过拟合现象明显，识别准确率低。 基于所

建立的声呐图像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后，提出一种改进的带有类别偏好的标签平滑正则化方法，对训练

数据的标签进行优化，减轻网络的自信程度，并基于迁移学习中微调的方法利用光学图像对网络参数

进行预训练和冻结，融合以上方法构建了一种小样本下的分类网络模型。 仿真实验结果表明，优化后

的网络模型取得了最佳分类识别准确率，有效抑制了过拟合现象，能够在小样本下实现精确分类声呐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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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时代我国海洋战略的不断深化，探测海

洋和开发海洋的需要也在不断增加。 水下航行器技

术有了长足的进步，ＡＵＶ 和 ＵＵＶ 等航行器的运载

声呐已经成为水下信息获取的重要途径。 基于成像

声呐的自动目标识别技术（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ＡＴＲ） ［１］已经成为了水下信息处理领域的一个

重要研究课题。
现有的水下目标分类识别方法通常是人工提取

特征［２］再经过分类器进行识别。 基于深度学习的

识别方法［３］可以直接从输入数据中自动提取特征、
压缩特征向量并拟合目标映射，能够学习多层次的

类别特征，从而避免手工提取过程中的特征损失，提
高泛化能力，该方法为水下目标识别提供了新思想。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提出了一种由多个卷积层和池化层构成

的二元分类模型，对 ６４×６４ 的水下河床声呐图像进

行识别分类［４］， 相比传统方法取得较高目标识别

率。 季文韬［５］在 ＶＧＧ１６ 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测试对

比了在不同迁移学习策略下模型的分类效果。 在水

下目标的探测与识别中，已有众多学者将 ＤＮＮ 和

ＣＮＮ 等多种典型的神经网络用于提升水下目标的

探测与识别的效果［６⁃７］。 但目前基于深度学习方法

的水下目标分类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是为了解决光学

图像分类问题而构建并优化的网络。 这些网络得益

于数以百万计的光学图像积累在光学数据集上具有

极高的识别正确率［８］。 而真实水下环境中声呐传

感器会受到随机噪声、观测角度以及目标材料的声

呐反射特性等影响，导致声呐图像分辨率低、边缘不

连续， 在 实 际 网 络 仿 真 时 往 往 难 以 提 取 深 层

特征［９］。
金磊磊等［１０］ 针对声呐图像特征提取困难的问

题，在常规卷积神经网络的基础上提出融合图像显

著区域分割和金字塔池化的水下自动目标识别模

型，该模型在提高水下目标识别率的同时加快了目

标图像预测速度，但并未进行小样本情况下的识别

分类研究。 由于声呐图像具有重建方法复杂多

样［１１］、获取困难和观测数据严重不足的特点，所以

数量远少于光学图像。 这种数据样本缺乏的情况被

称为小样本（ ｆｅｗ ｓｈｏ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ＳＬ）情况［１２］。 针对

小样本条件下水下目标分类问题。 巩文静等［１３］ 提

出一种基于 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Ｖ２ 的声光图像融合目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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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分析仿真结果发现该方法在纯声学图像上识

别准确率仍然不理想。 盛子旗等［１４］ 使用基于样本

仿真和迁移学习的 ＹＯＬＯｖ３ 方法，在侧扫声呐图像

水雷目标检测任务上取得了优于传统的特征提取及

检测方法的效果，但深度神经网络在小样本情况下

进行训练得到的模型仍存在突出的过拟合问题。 因

此在光学图像识别上表现优异的深层网络模型直接

用于声呐图像识别任务往往表现较差，识别准确率

大幅下降。 在小样本情况下经过单一策略优化后的

模型也存在局限性，无法取得良好的识别精度。
为了解决小样本情况下卷积神经网络在声呐图

像数据集上训练识别率较低的问题，本文建立了声

呐数据集的预处理（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Ｐ）流程，提出

了一种带有偏好的标签平滑策略 （ ｆａｖｏｒｅｄ ｌａｂｅｌ
ｓｍｏｏｔｈ， ＦＬＳ ）， 同 时 通 过 实 验 得 到 了 迁 移 学 习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Ｌ）参数的最佳冻结层数。 本文

融合以上 ３ 种优化方法，有效解决了小样本情况下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过程不稳定和识别精度不

足的问题。

１　 数据集与网络模型的建立

１．１　 声呐图像数据集介绍

声呐图像由于采集困难和获取成本高昂，目前

业界没有统一公开的声呐数据集。 所以为了进行本

文的图像分类研究，本节建立了包含前视声呐、三维

成像声呐和侧扫声呐等多种成像设备所生成的声呐

图像数据集。 此数据集不仅样本数量满足训练要

求，同时包含多种成像方式的声呐图像有利于网络

模型获得更好的泛化性。
三维成像声呐通过多个波束可以在水平 （Ｘ）、

垂直（Ｙ） 和距离（Ｚ）３ 个维度上对目标进行成像。
前视声呐通过向前方一定角度 θ 范围发射并接收反

射回波进行成像。 侧扫声呐在载体前进的过程中，
逐行地记录排列回波数据，得到二维海底图像。 通

过整理和筛选，将 ３ 种成像声呐的图像归为 ５ 类，分
别为飞机、轮胎、管道、石块和瓶子，共 ４８９ 张声呐图

片。 声呐图像数据集每类数量如表 １ 所示，图 １ 为

各类声呐图像样例。
表 １　 ５ 类声呐图像数据样本个数

类别 飞机 轮胎 管道 石块 瓶子 合计

数量 ８７ １１２ ７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４８９

图 １　 ５ 类声呐图像样例

１．２　 图像预处理

成像声呐回波信号会受到水下环境的各种干

扰，产生畸变、波动和衰减等复杂的变化，导致声呐

图像背景噪声较强。 声呐图像获取成本高、目标样

本稀缺一直是制约声呐图像识别精度的难题。 为了

降噪和提升小样本下数据集的泛化性，对 １．１ 节所

建立声呐数据集进行了预处理。 采用 ３×３ 中值滤

波降噪在最大化保留原始信息的基础上去除环境噪

声。 基于降噪后的图片分别进行了水平镜像翻转

（ｍｉｒｒｏｒ ｆｌｉｐ）操作，３ 次幅度为 ９０°的旋转；随机裁剪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ｒｏｐ），裁剪范围为图片长和宽的［０．９，１．１］
倍，再通过图像插值（ ｉｍ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恢复原图

大小。 将 １．１ 节中所得到 ４８９ 张图像随机选取 ９８
张作为测试集（２０％），剩下的经过以上 ３ 种图像增

广方式，训练集和验证集数据量被增加到原来的 ３
倍，由 ３９１ 张变为 １ １７３ 张。

为了使输入具有统一的规范性，提高输入的可

靠性，将声呐图像经过降噪和增广后进行了规范化

操作，即将图像尺寸重置为（２２４，２２４），并进行了灰

度转换和归一化操作。
１．３　 基础网络模型

卷积神经网络 （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ＮＮ）是一种受到生物视觉感知启发而设计出来的

前馈神经网络。 与传统的神经网络不同，ＣＮＮ 由输

入层、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层和输出层组成。 这

些基础层结构可以任意组合叠加得到深层网络，深
层 ＣＮＮ 可以提取高阶特征，非常适合解决图像识别

问题。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通过卷积层和非线性激活

函数的结构来提取待分类图像的特定特征。 在经过

卷积层和归一化函数（ｓｏｆｔｍａｘ）处理后，所得到的特

征矩阵的尺寸每次都在减小，这会导致部分特征的

消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选用在光学图像分

类上取得优异成果的深度残差学习（ ｄｅｅｐ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网络［１５］ 作为分类模型。 本文网络模型在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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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 ＡＭＤ Ｒｙｚｅｎ ９ ３９９０Ｘ ＣＰＵ，ＲＴＸ ３０７０ ＧＰＵ，内
存为 ６４ Ｇ 的台式机工作站上采用 １．９．１ 版本的 Ｐｙ⁃
ｔｏｒｃｈ 框架以及 ５．１．５ 的 Ｓｐｙｄｅｒ ＩＤＥ 进行仿真实验，
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 由表 ２ 可见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在

上述实验中识别准确率最高，故选取其作为本文的

基础网络模型。 但在仿真实验的过程中发现网络模

型会出现过拟合和收敛过程不稳定等现象，可见在

小样本下将残差网络直接用于识别的效果并不

理想。
表 ２　 ４ 种典型残差网络准确率

网络模型 测试集准确率 ／ ％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８１．６３

ＲｅｓＮｅｔ⁃３４ ８０．６１

ＲｅｓＮｅｔ⁃５０ ７７．５５

ＲｅｓＮｅｔ⁃１０１ ６５．３１

２　 标签平滑

为达到减缓网络过拟合程度同时提高识别准确

率的目的，提出在分类网络中引入标签平滑（ ｌａｂｅｌ
ｓｍｏｏｔｈ，ＬＳ）。 通过在基础网络模型上创建一个新的

损失函数，同时实现现有的交叉熵 （ ｃｒｏｓｓ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ｌｏｓｓ）函数和标签平滑功能。
２．１　 标签平滑原理

标签平滑又叫标签平滑正则化 （ ｌａｂｅｌ ｓｍｏｏ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ＳＲ） ［１６］，是指对样本的二进制标签向

量 ｙ 进行一次正则化更新：
ｙ ＝ （１ － ε）ｙ ＋ ε ／ ｎ （１）

式中： ε 为一个较小的超参数；ｎ 为分类的类别数

（标签向量的位数）。 定义 ｙｋ 为第 ｋ类目标的二进制

标签向量值，ｔａｒｇｅｔ 为当前类的真实标签值，标签向

量的 ｏｎｅ⁃ｈｏｔ 编码第 ｉ 位数值为 ｉ ，则有

ｙｋ ＝
１ － ε ＋ ε ／ ｎ，　 ｉ ＝ ｔａｒｇｅｔ
ε ／ ｎ，　 　 　 ｉ ≠ ｔａｒｇｅｔ{ （２）

令 α ＝ － ε ＋ ε ／ ｎ ，则有

ｙｋ ＝
１ － α，　 　 　 ｉ ＝ ｔａｒｇｅｔ
α ／ （ｎ － １），　 ｉ ≠ ｔａｒｇｅｔ{ （３）

单个样本的交叉熵损失函数定义为

Ｌ ＝ － １
ｎ∑

ｎ

ｋ ＝ １
ｙｋ × ｌｏｇ（ｐｋ） （４）

　 　 此时，错误标签处的二进制向量值 ｙｋ（ ｉ ≠
ｔａｒｇｅｔ） 不再为 ０，因此由损失函数的计算公式（４），

将 Ｌ 最小化的过程不会再使得模型向预测正确和错

误标签 ｌｏｇｉｔｓ差值无限增大的方向学习，便解决了网

络过于自信的问题。
为了验证在ＲｅｓＮｅｔ⁃１８上改变 ＬＳ中参数 α 对实

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在不同 α 下使用 ＬＳ 方法进行仿

真实验，网络迭代 ５０ 轮次得到了如表 ３ 所示实验

结果。
表 ３　 改变 α对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训练结果的影响

α 准确率％

０ ８１．６３

０．０２ ８３．６７

０．０４ ８３．６７

０．０６ ８４．６９

０．０８ ８５． ７１

０．１０ ８３．６７

α 准确率％

０．１２ ８２．６５

０．１４ ８３．６７

０．１６ ８４．３５

０．１８ ８０．６１

０．２ ８０．６１

通过表 ３ 可以看出，ＬＳ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网络的识别率，当 α＝ ０．０８ 时，ＬＳ 方法的效果达到

了最佳。 但如图 ２ａ）所示混淆矩阵，第 ４ 类石块目

标仍有很大概率被误判为第 １ 类飞机目标。

图 ２　 在 α＝ ０．０８，β＝ ０．１５ 基于 ＬＳ 方法

２．２　 一种改进的标签平滑方法

由 ２．１ 节可知，随着 α 的增大，网络的训练集损

失收敛值也随之增大，这样对整个训练过程不利。
由于在训练过程中某些类别存在错误率显著高于其

他类别的情况，需要对标签平滑公式（３）做出一定

的优化，以使得网络在不过于自信的前提下降低训

练集的损失，使参数设置可以更贴近于整个数据集

的分布。
通过分析图 ２ａ）基于 ＬＳＲ 方法绘制的混淆矩

阵，本文分析网络的训练结果后提出一种改进的

ＬＳＲ 方法。 将训练结果中测试集预测误差最大的类

别称为最大错误类别 ｍ，定义最大错误类别 ｍ 下的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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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签的 ｏｎｅ⁃ｈｏｔ 编码为 ｙｋ ＝ ｍ，其他类别标签的

ｏｎｅ⁃ｈｏｔ 编码中最大错误类别的对应位置 ｙｋ≠ｍ ，
则有：

ｙｋ ＝ ｍ ＝
１ － βα，　 　 　 ｉ ＝ ｔａｒｇｅｔ
βα ／ （ｎ － １），　 ｉ ≠ ｔａｒｇｅｔ{ （５）

ｙｋ≠ｍ ＝

１ － βα ＋ ０．５ βα
ｎ － １

，　 ｉ ＝ ｔａｒｇｅｔ

０．５ βα
ｎ － １

，　 　 　 ｉ ＝ ｍ

βα
ｎ － １

，　 　 　 其他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６）

式中， β 为提前设定的超参数。
由于这种标签平滑方法对真实标签类别有显著

的偏袒，并削弱最大错误类别的自信度。 因此本文

将（５） 式和（６） 式的方法称为偏好标签平滑正则化

（ｆａｖｏｒｅｄ ｌａｂｅｌ ｓｍｏｏｔｈ，ＦＬＳ）。 同样采用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在第 １ 节建立的声呐数据集上保持 ＦＬＳ 的参数 α 不

变，改变参数 β 训练 ５０ 轮次得到表 ４ 所示实验

结果。
表 ４　 改变 β 对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训练结果的影响（α＝０．０８）

β 准确率％

０ ８２．６５

０．０５ ８４．６９

０．１ ８３．６７

０．１４ ８４．６９

０．１５ ８７．７６

０．１６ ８５．７１

β 准确率％

０．２ ８５．７１

０．２５ ８４．６９

０．３ ８３．６７

０．３５ ８３．６７

０．４ ７８．５７

从表 ４ 的结果可以看出，当 α ＝ ０．０８ 时 β ＝ ０．１５
达到该方法在本文数据集上性能的最大值，可以发

现标签平滑降低了验证集损失，并显著抑制了过拟

合现象。 由图 ２ｂ）混淆矩阵可见，ＦＬＳ 方法大幅减

少了石块目标的分类错误数，增加了最大错误类别

的分类准确率。 当 β ＝ ０．４ 时，ＦＬＳ 方法甚至不如不

进行 ＦＬＳ 的结果，说明过多地倾向于某一标签会造

成网络准确率的下降。 所以在实际使用 ＦＬＳ 方法

时应根据训练情况合理选择 β 的数值，进而达到分

类模型的最优识别准确率。

３　 迁移学习

标签平滑方法通过降低网络的自信度提高了模

型的对声呐图像的识别性能，为了在声呐数据集上

使得深层卷积网络获得一个较为合理的初始参数，
提升训练中对多层次特征提取的效果，本节引入了

迁移学习（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７］。 迁移学习通常是借

助一个样本数量多且容易获得的数据集对网络参数

进行预训练。 由于难以获取足够量的声呐图像用于

迁移学习，并且提取图像的轮廓、纹理等底层信息所

对应的中低级特征对于不同的分类任务是通用的，
本文使用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的子集 ｍｉｎｉ⁃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进行预训

练，该数据集大小约为 ３ ＧＢ，共有 １００ 类数据，每类

数据 ６００ 张图片。 对于利用光学图像训练结果提升

声呐图像识别能力这类异构任务迁移问题，常见的

解决方法为网络参数微调（ ｆｉｎｅ ｔｕｎｅ） ［１８］。 微调是

迁移学习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冻结预训练模型的

部分层，固定冻结层中的参数不会随着训练而改变，
这样有利于图像底层特征的提取。 对于基准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而言，可供冻结的前 ５ 个部分一般有 ５ 种

冻结方式。 将冻结的部分数称为 Ｎｆ，Ｎｆ ＝ ５ 代表冻

结前 ５ 层，以此类推，Ｎｆ ＝ ０ 代表不对网络参数进行

冻结。 将通过 ｍｉｎｉ⁃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预训练的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的

网络参数按不同的冻结方式导入用于训练声呐图像

数据集的网络，并在与前文相同的训练环境和标准

下进行训练，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改变冻结层数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微调训练结果

冻结层数 运行时间 ／ ｓ 测试集准确率 ／ ％
１ １ ５３０ ８６．７３
２ １ ３５９ ８７．７６
３ １ ２５５ ８９．８０
４ １ ２３４ ８７．７６
５ １ １８２ ８５．７１

从表 ５ 的结果可以看出，微调的方法可以显著

提高网络的测试集准确率，说明通过 ｍｉｎｉ⁃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预训练的网络参数成功地被迁移到了用于声呐图像

识别的网络上。 当 Ｎｆ ＝ ３，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模型取得

了最高的目标识别率。

４　 基于小样本下多策略融合识别方法

在前文讨论中，本文通过图像预处理（ＰＰ）的方

法丰富了数据量；并提出采用标签平滑正则化方法

（ＬＳ）有效优化了对网络模型的训练；同时在标签平

滑基础上根据训练结果进一步提出带有标签类别偏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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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改进方法－偏好标签平滑（ＦＬＳ），使得网络向着

更加稳健和泛化的方向训练，有效降低了网络的自

信程度，提高了准确率；而后基于迁移学习（ＴＬ）中
微调的方法，将网络参数通过对 ｍｉｎｉ⁃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进行

训练以获得预训练权重，这提高了网络对特征信息

的提取能力，有效提升了分类精度。 基于这几种优

化方法的讨论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多种优化策略的

小样本声呐图像识别方法。 策略融合的本质是挑选

几种合理可行的优化方法，针对各种方法的特点进

行适当的组合，从而在融合后的网络模型上取得理

想的识别准确率。 对网络模型的优化而言策略融合

成本极低，提出的多策略融合方案可以横向再次扩

充出更多的策略进行组合。

图 ３　 结合多种优化策略的小样本声呐图像识别方法

图 ３ 给出了本文提出的结合多种优化策略的小

样本声呐图像识别方法的示意图。 具体步骤为：
１） 将声呐图像数据集进行降噪和数据增广等

数据预处理操作，作为网络的训练数据；
２） 利用带偏好的标签正则化方法对训练数据

的标签进行平滑优化；
３） 基于迁移学习，将通过大量数据预训练的网

络模型参数以微调的方法导入卷积神经网络中；
４）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和分类识别。
下面验证本文提出的结合多种优化策略的小样

本声呐图像识别方法的有效性。 在与前文相同的训

练环境和标准下，在未进行数据增广和降噪的原始

数据集上使用融合图像显著区域分割（ＧＭＲ）和金

字塔池化（ＳＰＰ）的常规卷积网络模型［１０］、基于迁移

学习的 ＹＯＬＯｖ３ 模型［１４］以及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模型进

行仿真实验（实验 １ ～ ３），而后在经过预处理（ＰＰ）
后的数据集上，将基础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模型与偏好

标签平滑（ＦＬＳ）和迁移学习（ＴＬ）分别组合得到如

表 ６ 所示的多种网络模型，分别选用上述各个模型

进行仿真（实验 ４ ～ ７），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基于表 ４
和表 ５ 的实验结果，下列仿真实验所用到的 ＦＬＳ 中

α＝ ０．０８，β＝ ０．１５。 ＴＬ 中取 Ｎｆ ＝ ３。

表 ６　 各模型仿真实验结果

实验序号 网络模型 测试集准确率 ／ ％
１ ＳＰＰ＋ＧＭＲ ９２．８６

２ ＹＯＬＯｖ３＋ＴＬ ８８．７８

３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７８．５７

４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ＰＰ ８１．６３

５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ＰＰ＋ＦＬＳ ８７．７６

６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ＰＰ＋ＴＬ ９３．８８

７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ＰＰ＋ＦＬＳ＋ＴＬ ９６．９４

图 ４　 实验 ３ 和实验 ７ 混淆矩阵图

图 ５　 各模型迭代曲线

综合实验 １，２ 和 ７ 的结果，可见本文网络模型

收敛快，１０ 轮次左右就达到最高验证集准确率，迭
代过程平稳，且测试集识别准确率显著优于其他模

型。 通过表 ６ 中实验 ３ 和实验 ４ 的仿真结果可见，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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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数据增广和降噪后的数据集上，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准

确率提升约了 ３％，说明了本文数据预处理可以有

效提升网络识别准确率。 综合实验 ５ 和 ６ 的仿真结

果，相较于基准网络而言，本文选取的几种优化方法

组合后均能取得一定的识别准确率提升。 实验 ３ 和

７ 的结果表明使用本文提出的结合多种优化策略的

小样本声呐图像识别方法时，网络模型取得了

９６．９４％的识别率，相较基础网络（ＲｅｓＮｅｔ⁃１８）提升了

约 １８．４％，达到了准确区分各类目标的要求。 从图

５ 的准确率及损失曲线可见，本文优化方案大幅抑

制了模型过拟合现象，有效地提高了训练过程的稳

定性。 从图 ４ｂ）混淆矩阵数值分布可以得到准确率

为０．９７９ ６， 该方案明显减少了最大错误类别（石

块）的分类错误数量，证明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５　 结　 论

本文结合声呐图像特点，建立了声呐图像的预

处理流程，针对卷积神经网络在小样本图像识别过

程中的不足，在原有深度残差学习网络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带偏好的标签平滑方法，抑制了网络训练中

的过拟合现象，同时利用网络参数微调的方法解决

了异构任务的迁移学习问题。 结合以上 ３ 种优化方

法提出了一种小样本下声呐图像多策略融合识别方

法。 经过分析训练实验所得到混淆矩阵，该方法对

各类目标均取得了超过 ９０％的识别准确率，取得了

显著优于经过单一策略优化后算法的分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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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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