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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杂波是制约对海雷达探测性能的主要因素之一，
掌握其特性，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典海杂波统计模

型在参数估计方法上以传统统计学理论为基础，在样本数较少的情况下，估计结果往往较差，导致建模准确度下
降。此外，
在复杂非均匀探测背景下，
难以实现海杂波模型参数的准确实时估计。针对该问题，
文章将深度神经网
络模型引入海杂波参数估计领域，通过构建合理的模型，使其具备海杂波幅度分布模型的高精度参数估计能力。
该方法采用直方图统计的方法进行数据预处理，
合理划分输入数据标签的分组区间，
构建数据集训练神经网络，
并
利用测试数据得到神经网络估计结果。仿真数据和 X 波段 IPIX 雷达实测数据验证结果表明，
与传统数理统计估计
方法相比，
该算法明显提升了海杂波统计模型参数估计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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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探测雷达面临复杂的探测背景，其接收的回

度。目前，公开文献中主要采用的参数估计方法有最

波信号中除了感兴趣的目标回波外，通常还包含海杂

大似然估计方法、矩估计方法和数值优化方法，这些

波等 [1]。海杂波功率水平通常较高，伴有显著的非高

方法均以传统数理统计方法为理论基础，单次估计对

斯、非平稳特性，易受各种复杂、多变因素的影响，已

样本的需求量大，不利于海杂波模型参数的在线实时

成为影响雷达探测性能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1-2]

。基

估计，而且在多参数条件下，通过统计优化方法得到

于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模型进行海杂波特性

的估计结果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导致建模准确度下

认知，其中，幅度分布模型是较为重要的一种类型，其

降。

建模精度对统计类信号处理算法的设计与优化具有

为解决传统数理统计参数估计方法的非实时性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瑞利模型是较早应用

和局限性问题，本文尝试将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应用于

的统计模型之一，主要适用于中等或较高掠射角条件

海杂波幅度分布模型参数估计领域。近年来，深度学

下低分辨率雷达海杂波的幅度分布建模。随着分辨

习理论在雷达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是一种高效

率的提高，海杂波统计分布通常偏离瑞利模型，表现

的智能化信号处理方法，主要优势在于，通过组合低

[3]

为尖峰和拖尾的增强，在小擦地角时更为明显 。为

层特征形成更加抽象的高层表示属性类别或特征，以

了提高理论模型与实测数据的吻合程度，一些双参数

发现数据的分布式特征表示。通过低维的特征组合，

或三参数非高斯模型 ，如对数正态、韦布尔、K、GK

可以形成不同的高维特征，最终形成不同的类别或高

（Generalized K -distribution）等分布模型，在海杂波幅

阶函数。相比起以往的浅层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具有

[4]

[5]

度分布建模中得到应用 。不同雷达参数及海洋环境

更优的泛化能力、鲁棒性，以及更高的准确率，并且适

参数条件下海杂波幅度分布特性存在较大差异，且不

用范围更广，实时性好。借助这种优势，深度学习理

同模型在动态范围、拖尾程度上各异。因此，目前不

论在雷达目标分类识别方面比常规技术具有显著的

存在一个通用的模型形式来概括已有的幅度分布模

性能改善[9-16]。然而，其在参数估计的应用方面尚属空

型[6-8]。

白，实际上，对于特定的理论分布模型，参数估计问题

在模型形式给定的前提下，如何利用实测数据有

可以抽象为复杂的非线性优化问题，而深度学习理论

效估计出模型参数是建模阶段须要解决的另一重要

在解决该类问题上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基于这种

理论问题，且参数估计性能直接关乎模型的建模精

考虑，本文构建了具备高精度参数估计能力的深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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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U(x) =

经网络模型，通过选取合理的深度神经网络结构并训
练深度学习模型，使其通过自主学习的形式具备多参
数估计能力，并利用仿真数据和 X 波段实测海杂波数
本文给出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还可进一步扩展
数模型参数估计领域，并有望取得更加优异的估计性
能。

x>0
。
x≤0

（2）
(1)

于是得到第 l 层第 i 个单元的输出 O i 为：

据进行了性能验证。
应用于海杂波的多普勒谱模型、空间相关模型等多参

{0x

(l - 1)

式中，b i

æ n (l - 1)
(1)
(l - 1) ö
O i = ReLUç∑w ij x j + b i ÷ ，
j
=
1
è
ø

（3）

表示第 i 层第 l - 1 个偏置值。

单个样本的 loss 采用均方误差，
其表达式为：
loss =∑(p i - t i)2 。
k

1 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i=1

神经网络是一种模拟动物神经网络行为特征，进
行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的算法数学模型[17]。目前，多
层前馈神经网络（Back Propagation，BP 神经网络）应
用最为广泛，其网络的学习过程分为两部分，分别是

（4）

式（4）中：p i 为样本预测值；t i 为样本真实值；k 为输
出层神经元数。

2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仿真海杂波数据多
参数估计技术

信号的前向传导和误差的反向传播，即误差输出时按
从输入到输出的方向进行，而调整权值时从输出到输

采用全连接神经网络，将经过处理的海杂波数据

入的方向进行反向更正。信号前向传导时，输入的信

（仿真数据）作为输入数据，经过多层全连接神经网

息通过输入层与权值作用，传播到隐含层；之后，同样

络，获得海杂波模型影响参数；再将参数代入海杂波

与权值作用在此传播到输出层，计算期望输出与实际

模型，作为代价函数反馈，进行反向传播，调整权重，

输出的误差；然后，进入误差反向传导的过程。误差

重新输入海杂波数据训练计算，拟合程度越高，证明

反向传导，将最终误差通过隐含层反向传导至输入

数据越符合该模型，直到获得较为理想的参数为止，

层，将总体误差分摊给各层的所有节点，进而调整各

并估算出海杂波模型的参数；最后，计算理论模型与

单元的权值，使误差沿梯度方向下降，经过反复学习

经验拟合结果之间的误差。其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与调整，得到误差最优值。一个 4 层前馈神经网络如

开始

图 1 所示，其包含输入层、两层隐含层和输出层，各层
生成训练数据

之间节点完全连接[18]。
生成测试数据
隐含层
输出层
输入层

使用数理统计方法

数据处理

保存结果

训练神经网络

使用测试数据测试




比较结果




结束

图 2 模拟数据参数估计流程图
图 1 4 层前馈神经网络

Fig.2 Parameter estimation flow chart of the simulated data

Fig.1 Four-layer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

设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 X 格式为 [x1,x 2 ,⋯,x n] ，

1）构建数据集，生成参数指定的预训练数据，用
于训练神经网络，并生成参数和格式同训练数据的预

用 W ki 表示从前一层第 k 个节点到后一层第 i 个节点

测试数据用于测试神经网络，用来比较神经网络和数

的权值，
则各层之间的权值 W i 表达式为：

理统计方法的估计结果差值。

éw11 ⋯ w1nù
W i = êê⋮ ⋱ ⋮úú 。
êê
úú
ëw m1 ⋯ w mnû

2）对生成的预训练数据和预测试数据进行处理，
（1）

为了在神经网络中加入非线性元素，采用 ReLU
（修正线性单元）作为激活函数，
其表达式为：

采用直方图统计法，选取合适的区间大小和总体的数
值范围，
将处理之后的数据作为训练和测试的数据。
3）对所有预测试数据使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参
数估计，估计每条数据的形状参数和尺度参数作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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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比较结果之一，
称为数理统计方法估计结果。

3）将选取的参数范围离散化，划分成多个均匀分

4）训练神经网络，输入经过处理的训练数据进行

布的数值，并按照这些离散的数值生成对应的仿真预

训练。一个网络训练一个参数，训练多个网络对应多

训练数据。该步骤须要注意的是，如果要估计多个参

个参数。得到与参数一一对应训练好的网络模型。

数，应使用多个参数不同数值的组合训练网络，以使

5）对训练好的网络模型进行测试，输入测试数
据，得到神经网络估计结果，与数理统计方法估计结
果进行比较，采用每个样本标签的平均偏差进行评
估，
偏差公式为：

网络拥有对 1 个参数的估计不受其他参数影响的效
果。
4）选取合适的数值范围和区间长度，对预训练数
据（仿真数据）和真实数据使用直方图统计法进行处

∑| L - L |

理。

n

∂偏 =

i

i=1

i,label

n

。

（5）

5）使用训练数据（仿真数据）训练神经网络。训
练完成后，对真实数据进行预测，得到神经网络对真

式（5）中：n 为数据的总数；L i 为估计结果；L i,label 为实

实数据的估测结果，并计算其卡方检验值。将神经网

际标签（为产生数据时的参数）。

络的结果卡方值同数理统计方法估计结果的卡方检

3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真实海杂波数据多
参数估计技术

验值进行比较，
验证算法的优劣。

4 实验及结果分析

因为真实的海杂波数据不存在真实的标签，无法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分别采用产生的模拟海

进行有监督学习，本文提出了使用仿真数据进行训练

杂波数据和真实海杂波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实验。实

神经网络模型，使用真实的海杂波数据进行测试的方

验使用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构建深层全连接神

法。其操作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经网络，
与典型的对数正态分布和 K 分布进行比较。

对数正态分布、K 分布是较为常用的非高斯幅度

开始

分布模型。其中，对数正态分布模型的概率密度函数
使用数理方法估计真实数据

选取测试参数范围

生成训练和测试数据

数据处理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为：
ì 1
æ ln x - μ )2 ö
ï
expç - (
÷
p( x) = í 2π σx
2σ2 ø
è
ï
î0

x≥0

x<0

。 （6）

式（6）中：μ 是尺度参数，表示分布的中位数；σ 是形
保存结果

训练神经网络

使用真实数据测试

状参数，
表示分布的倾斜程度。
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为：
μ̂ = 1∑ln X i ；
n i=1
n

比较结果

结束

2
σ̂ 2 = 1∑[ln X i - μ̂ ] 。
n i=1
n

图 3 真实海杂波数据参数估计技术流程图
Fig.3 Parameter estimation flow chart
of the real sea clutter data

2）选取测试参数，去除数理统计估计方法得到的
参数中过大或者过小的结果，选取一个数据的分布参
数范围，使该范围内存在较多的真实数据，并以此范
围作为测试范围。选取参数范围时要考虑训练时间
等问题，不能选取参数范围过大。否则，会出现过多
不同参数组合的训练数据，或者训练参数离散化后跨
度过大，
导致神经网络拟合效果下降。

（8）

K 分布模型的概率密度函数表达式为：
f (x) =

1）选取一种合适的数理统计估计的方法，对真实
海杂波数据进行估计，
得到数理统计方法估计结果。

（7）

2 æ x ö K æxö 。
bΓ(v) è 2b ø v - 1è b ø
v

（9）

式（9）中：v 为形状参数，表示海杂波的拖尾程度；b 为

尺度参数，与海杂波功率水平有关；K v - 1(⋅) 为 v - 1 阶
第二类修正 Bessel 函数。

K 分布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为：
f ( x) = 1 -

其 n 阶矩为：

2
æ x ö K æxö，
v+1
èαø
Γ ( v + 1) è 2α ø
v+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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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 αn Γ ( 0.5n + 1) Γ ( 0.5n + v + 1)
。 （11）
Γ ( v + 1)

多个区间。单个区间长度不宜过大，这样会导致大量
数据分布在同一个分组中，使模型精度下降。区间长

由于 K 分布不是初等函数，ML（Maximum Like-

度也不宜过小，过小会导致有的区间不存在数据，导

hood）方法很难处理。对 K 分布参数估计已提出多种

致神经网络对该模型的拟合效果变差。所以应选择

方法。本文主要采用基于二阶和四阶矩的矩估计方

一个折中精度和准度的区间大小，将选取的范围划分

法。

为许多长度相同的区间，作为分割标准，按照图 4，可

对于 K 分布的矩，
可以得到比值
αm =

M 2m
, m = 1,2,⋯
M m2

以选取 0.01 作为区间长度。最后，将真实数据按照数
（12）

是一个只与形状参数有关的量，由此方程就可得到 v
的估计，再代入任何一个矩中就得到 α 的估计。基于

二阶和四阶矩的方法，
取 m = 2 可得到求 v 的解析式：
2M 22
v̂ =
；
M 4 - 2M 22

（13）

M2
α̂ = 1
。
2 v+1

（14）

值大小划分到各个区间中，每个分组上的数字表示在

此分组数值范围内的数据个数，如一个数据包含 1 000
维，其中在 0~0.01 范围中有 2 维，则处理后数据的第 0

个位置的大小为 2。同理，如在 0.01~0.02 范围中有 5
维，则处理后数据第 1 个位置为 5，以此类推。将处理
后的数据作为最终的训练数据（输入）。处理方法如
图 5 所示。

概率密度

这种方法不需要数值求解，计算简单，是最常用
的方法。但由于使用了较高阶的矩，对数据要求较
高，
如要求杂噪比高、样本数多等。

4.1 数据预处理
雷达数据的原始格式为数值形式，其单个位置的
数据与最终估计的参数结果基本没有关联，且原始数
据中包含低质量的样本（如对数正态分布数据中的小

信号幅度/V

概率样本），训练神经网络直接对原始数据集的拟合

图 4 对数正态分布柱形图与分布曲线

效果不理想。为了提高参数估计的准确度，本文采用

Fig.4 Log-normal distribution histogram
and distribution curve

直方图统计的方法处理数据，按照原始数据的数值范
围将之划分到处理后数据新位置。其总体思想是：一
条符合某种概率分布的数据有多维，每一维的数值大
小集中分布在一个范围内，且分布在这个范围内的数
训练神经网络的有效数值，如图 4 所示，服从这一参数
的数据呈现对数正态分布，每一维数值集中在 0~5 范

频数

据基本决定这个数据的分布类型和参数，是适合用于

围之内，只有个别维度数值大于 5。故如果将原始数
据处理为图中的柱状形式，这样的数据形式，每一个
位置的数据都直接与最终的估计参数相联系，原始数
据的概率分布没有改变，但增加了数据的价值密度，
并且易于神经网络的训练。
概率也可用某一数值范围内数据出现的频数表
示。为了筛选适合用于训练神经网络的有效数据，并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信号幅度/V

图 5 直方图统计法
Fig.5 Histogram statistics method

更好体现该数据样本的数值分布特点，故将数据样本
中的数值分布用柱状图表示。处理方法为：首先，选

这里以对数正态分布为例，不使用直方图统计法

取一个合适的长度数值范围，保证此范围内包含大部

直接将原始数据放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得到的测试

分数据，在图 4 中，可以选取 0~5 的范围；然后，选取一

结果如图 6 a）所示；将原始数据使用直方图统计法处

个合适的区间长度，将预设数值范围按该长度划分为

理之后再进行训练，
得到的测试结果如图 6 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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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层均为 1 000 个神经元，2 层隐藏层均各 1 000 个
神经元，输出层均 1 个神经元。针对每个参数，分别训
练其对应的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结构如图 7 所示。
偏差

隐藏层
１０００
个神经元

隐藏层
１０
００个神经元

输入层
１０００
个神经元
输出层
１个神经元







数据条数/条

a）不使用直方图统计法
a）Nonuse the histogram statistics method

图 7 神经网络形状

偏差

Fig.7 Neural networks shape

4.2.1 对数正态分布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假定对数正态分布的尺度参数为 -0.1 ，并在仿真

时固定不变，形状参数分别为 0.1 、0.6 、1.1 和 1.6 。
在不同参数组合条件下各产生 2 000 组仿真数据，每

组 2 048 维，每次训练 50 条数据，共训练 100 000 次。
采用直方图统计法将 2 048 维原始数据处理为 512 维，

数据条数/条

处理范围为 0~5.12。测试数据 400 组，每种参数 100

b）使用直方图统计法
b）Use the histogram statistics method

图 6 参数估计的偏差比较
Fig.6 Deviation comparison of parameter estimation

可以看出，使用没有经过直方图统计法的数据进
行训练测试的神经网络对分布的拟合能力较弱，基本
与矩估计方法持平。使用直方图统计法后的数据进
行训练测试的神经网络对分布的拟合能力较强，在置

组，2 048 维，使用直方图统计法处理为 512 维。采用

相对偏差对参数估计精度进行定量度量，并与最大似
然估计方法进行对比，得到的结果见表 1。神经网络
估计优于最大似然估计的置信度统计结果如表 2 所
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相比于传统的最大似然估计
方法，基于神经网络估计方法的精度明显改善，且神

经网络估计优于最大似然估计置信度可达 97% 以上。
4.2.2 K 分布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进一步以 K 分布为例进行分析，假定尺度参数为

信度超过 98% 的情况下优于矩估计方法。

1.0，形状参数分别为 0.5、1.0、1.5 和 2.0，产生仿真数据

4.2 仿真海杂波数据参数估计结果与分析

的方法同上。与神经网络参数估计方法进行对比的

分别以对数正态分布和 K 分布为例，在不同参数

条件下产生仿真数据，通过训练对应的全连接神经网
络进行参数估计，并与已有参数估计方法进行性能对
比分析。所使用的神经网络为 2 个 4 层深度网络，其

已有参数估计方法为二阶/四阶矩方法，在表 3、4 中，
分别给出了相对偏差和置信度的对比结果，可以看

出，对于 K 分布，采用神经网络方法得到的参数估计
结果明显在精度上优于传统的二阶/四阶矩估计。

表 1 对数正态分布参数估计偏差对比
Tab.1 Parameter estimation deviations comparison of log-normal distribution
参数
（1.0，
0.1）
（1.0，
0.6）
（1.0，
1.1）
（1.0，
1.6）

尺度参数偏差
神经网络估计偏差
最大似然估计偏差
5.51×10-6
1.66×10-3
0
1.08×10-2
4.17×10-5
1.8×10-2
-5
5.79×10
2.9×10-2

形状参数偏差
神经网络估计偏差
最大似然估计偏差
3.82×10-5
1.18×10-3
1.42×10-5
6.81×10-3
1.12×10-4
1.25×10-2
-5
1.22×10
1.7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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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神经网络估计优于最大似然估计置信度
Tab.2 Neural network estimation better tha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confidence
神经网络估计优于最大似然估计置信度
尺度参数
形状参数
100%
97%
100%
100%
100%
99%
100%
100%

参数
（0.98，
1）
（0.98，
1.2）
（0.98，
1.4）
（0.98，
1.6）

表 3 K 分布参数估计偏差对比

Tab.3 K -distribution parameter estimation deviation comparison
参数

神经网络偏差
2.01×10-5
1.79×10-5
3.19×10-5
0

（1.0，
0.5）
（1.0，
1.0）
（1.0，
1.5）
（1.0，
2.0）

尺度参数偏差
二阶四阶矩估计偏差
6.46×10-2
6.65×10-2
7.34×10-2
8.3×10-2

神经网络偏差
6.94×10-5
2.16×10-4
1.2×10-3
6.1×10-5

形状参数偏差
二阶四阶矩估计偏差
5.88×10-2
1.25×10-1
2.03×10-1
3.25×10-1

表 4 神经网络估计优于二阶四阶矩估计置信度
Tab.4 Neural network estimation better than second-order fourth-order moment estimation confidence
参数
（0.98，
1）
（0.98，
1.2）
（0.98，
1.4）
（0.98，
1.6）

神经网络估计优于二阶四阶矩估计置信度
尺度参数
形状参数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4.3 真实海杂波数据参数估计结果与分析
实验采用 1993 年的 IPIX 雷达数据进行参数估

计。IPIX 雷达数据为 131 072 维，单条数据分段符合
某一概率分布，
故对数据进行拆分。

经过测试，选择 2 000 作为分组长度，选取数据分

信度优于矩估计。66 条数据神经网络估计优于 K 分
布矩估计 5% 以上，置信度 68.75% 。其结果如图 9 所
示。

布参数集中的范围，设定 K 分布形状参数为 0.3~0.7，
此范围共生成 30 种参数组合的训练数据，31 200 条数

据，每条 2 000 维。然后通过直方图统计法，选取数值

范围 0~4，区间长度 0.01，得到溢出 0~4 数值范围的数
据为 0.3% 。使用 4 层的全连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其

概率密度

尺度参数为 0.8~1.3，作为数据产生和训练范围。按照

形状同图 7 所示的网络，
但输入层为 400 个神经元。

对比其结果与矩估计结果的优劣，使用卡方检验
值作为评价标准，对包括神经网络方法在内的 3 种方
法进行比较，
直观的结果如图 8 所示。
可以直接观察到，神经网络估计对真实分布的拟

合情况优于 K 分布的二阶四阶矩估计和对数正态分
布估计得到结果。

对选取的 97 条测试数据进行卡方检验，对比对数

正态分布矩估计和 K 分布的二阶四阶矩估计，神经网

络优于对数正态矩估计 84 条，置信度 87.5% ，神经网
络优于 K 分布矩估计 74 条，神经网络以 76.29% 的置

信号幅度/V

图 8 IPIX 雷达数据 3 种估计方法结果比较
Fig.8 Comparison of three estima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measured data of the IPIX radar

·486·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学报

第 34 卷

[3] 贺文 . 海杂波幅度分布参数估计与目标凝聚方法[D]. 西
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5.
HE WEN.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sea clutter amplitude
distribution and target cell collection method[D]. Xi’an：
卡方值

Xidian University，
2015.（in Chinese）
[4] WIND H J DE，CILLIERS J C，HERSELMAN P L. Sea
clutter and small boat radar reflectivity databases[J].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2010，
27（2）：
145-148.
[5] 石志广，周剑雄，付强 . K 分布海杂波参数估计方法研究
[J]. 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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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条数/条

图 9 数理统计与神经网络方法参数估计的卡方检验值比较
Fig.9 Comparison of Chi-square test values
betwee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neural network method
on parameter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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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005，
27（11）：
4-6.
ZHAO JUBO，FU YAN，GENG WENDONG.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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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clutter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J]. Modern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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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
4-6.（in Chinese）

本文针对传统方法进行的海杂波参数估计的问

[7] WARD K，WATTS S. Use of sea clutter models in radar

题（陷入局部最优解、缺乏实时性等），提出了一种基

design and development[J]. IET Radar，Sonar & Naviga-

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参数估计方法。针对神经网络对

tion，
2010，
4（2）：
146-157.

概率分布的原始数据拟合较差的问题，采用直方图统

[8] 谢常清，杨俊岭 . 雷达海杂波尖峰时频分布特性研究

计法，降低了数据维度，增强了数据关联，增加了数据

[J]. 现代雷达，
2008，
30（5）：
10-13.

的价值密度。为了解决真实海杂波数据没有准确标

XIE CHANGQING，YANG JUNLING. A study on the

签的问题，本文提出了采用仿真数据代替真实数据训

tim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radar sea clutter spike[J].

练神经网络的办法。分别对仿真数据和真实数据进

Modern Radar，
2008，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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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测试，对于仿真数据，本文方法优于传统估计方
法（如最大似然估计和矩估计），置信度可达 95% 以

上，对于 IPIX 雷达实测海杂波数据，在置信度为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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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itude Distribution Parameter Estimation Method
of Sea Clutter Using Neural Network
WANG Guoqing1, WANG Chaopu2, LIU Chuanhui1, LIU Ningbo1, DING Hao1
（1.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2.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Sea clutter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detection performance of the sea radar, and master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very important. The classical statistical model of sea clutter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theory,

in the case of a small number of sample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tend to be poor, and resulting in a decrease in modeling ac⁃
curacy. In addition, in the complex and non-uniform detection background,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accurate real-time esti⁃
mation of the sea clutter parameters. Aiming at this problem, in this paper deep neural network model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sea clutter parameters estimation, and a reasonable model was built to make it have the high-precision parame⁃
ters estimation ability of the sea clutter amplitude distribution model. The method uses the histogram statistics method to

preprocess the data, rationalized the grouping interval of the input data labels, constructs the data set to training neural net⁃
work, and use the test data to obtain the neural network estimation results. The simulation data and the X-band IPIX radar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athematical statistical estimation method, the algorithm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s⁃
timation accuracy of the sea clutter statistical model parameter.

Key words: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sea clutter; parameter esti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