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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心理学的模式识别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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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人类视觉认知机理和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 , 介绍了视觉模式识别的三种主要匹配模型的特

点 ,以及目标背景和视觉注视点对模式识别结果的影响。分析表明 , 人类视觉认知机理是计算机模式识别的

理论基础 ,认知心理学对计算机模式识别的实际研究工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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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摄影测量 、遥感(RS)与地理信息系统

(GIS)技术的结合 , 导致了一门新的信息科学分

支———影像信息科学的崛起。影像信息科学与地

球科学 、认知科学 、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 、专家系

统等的结合 ,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关于地球空间信

息获取 、处理 、存储 、表示 、分发和利用的巨系统。

如果说遥感和空间定位系统(GPS)等作为信息获

取的手段是人的感官对地球空间信息认知在广度

和深度上的延伸 , 即符合“科学技术辅人律” ,那

么 ,对影像信息的认知加工则是按照“科学技术拟

人律”的规律 ,即是沿着人类自身器官功能增强的

逻辑顺序或者说人类自身进化的路线发展和前进

的[ 1] 。

近 20年来 ,对影像信息的处理 ,在技术和算

法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在计算机自动

分类 、模式识别 、影像理解 、知识的表示和利用等

方面仍是困难重重 ,与人类的认知水平相比还差

之甚远。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遵循“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的循环过程 ,对影像信息的处

理如果只在算法上做文章 ,不注重认识水平的提

高 ,特别是对人类认知机理的研究 ,那么对影像信

息科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

认知科学的起源与发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了 ,但对其理论研究引起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界的

高度重视还是近几年的事 。美国大学地理信息科

学协会(UCGIS)1995 年提出的地理信息科学的

优先研究领域和国家地理信息与分析中心(NC-

GIA)1996年发表的“高级地理信息科学”报告中 ,

都提到了地理空间信息的认知理论等问题[ 2 , 3] 。

认知科学理论已成为公认的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基

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知科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 ,本文仅从认

知科学的精髓 ———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信

息处理拟人律”的原则出发 ,建立计算机模式识别

的理论模型 ,并对所建模型的优缺点进行分析。

1　关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过程

认知心理学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 ,后来

Neisser于 1967年发表了心理学史上第一部以《认

知心理学》命名的专著 ,从此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迅速发展 ,其影响不断扩大 ,在心理学史上是罕见

的[ 4] 。在认知心理学的推动下 ,一些科学家将研究

人的认识的几个独立的学科如心理学 、人工智能 、

逻辑和认识论等加以综合 ,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学

科 ,这就是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分支学

科之一 ,也是认知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

认知心理学是以信息加工观点为核心的心理

学
[ 4～ 6]

。所谓信息加工观点就是将人脑与计算

机进行类比 ,将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

工系统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感知

觉 、注意 、表象 、学习记忆 、思维和言语等心理过程

或认知过程 ,以及模式识别和知识的组织等 。其

核心是揭示认知过程的内部心理机制 ,即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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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 、贮存 、加工和使用的 。

认知过程从广义上说既包含信息获取的过程

和信息处理的过程(即思维过程),同时也包含作

为前两个过程的结果的知识状态改变的过程或产

生(也叫再生)主观信息的过程 。狭义地理解 ,认

知就是指上述知识状态改变的过程 ,即主观信息

产生(或信息再生)的过程 。图 1表示了这种关系

及认知的一般模型[ 1] 。

图 1　认知过程的一般模型

Fig.1　General Model of Cognitive Procedure

2　关于知觉和知觉加工

认知心理学家把大量的认知过程看作是“知

觉的” ,知觉过程是接纳感觉输入并将之转换为较

抽象代码的过程[ 6 ,7] 。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 ,对

知觉的认知过程存在两种对立的知觉理论:第一

种观点认为知觉与人的知识经验是分不开的 ,人

在知觉自然环境中是以已有的关于自然环境中诸

景物的知识为依据的 ,有关诸景物的自然的空间

关系的知识引导我们的知觉活动;第二种观点主

张知觉只具有直接性质 ,否认已有知识经验的作

用 ,即自然界对人的感官刺激是完整的 ,可以提供

非常丰富的信息 ,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些信息 ,直接

产生与作用于感官的刺激相对应的知觉经验 ,根

本不需要依赖过去的经验 。不过 ,从整体上来看 ,

认知心理学有理由认为 ,知觉依赖于过去的知识

和经验 ,知觉信息是现实刺激的信息和记忆信息

相互作用的结果[ 4] 。

认知心理学既然已强调过去的知识经验和现

实刺激都是产生知觉所必需的 ,因此它认为知觉

过程包含相互联系的两种加工:自下而上(Bot-

tom_Up)加工和自上而下(Top_Down)加工 。

自下而上加工是指由外部刺激开始的加工 ,

通常是说先对较小的知觉单元进行分析 ,然后再

转向较大的知觉单元 ,经过一系列连续阶段的加

工而达到对感觉刺激的解释;自上而下加工则是

指由一般知识引导的知觉加工 ,较高水平的加工

制约较低水平的加工 。Lindsay 和 Norman(1977)

将前者称之为数据驱动加工 ,而称后者为概念驱

动加工。自下而上加工和自上而下加工是两种方

向不同的加工 。如果没有刺激的作用 ,单靠自上

而下加工则只能产生幻想;反过来 ,单是自下而上

加工也难以应付一些刺激所具有的双关性质或不

确定性 。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形成统一的知觉过

程。

知觉过程还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整体

和局部的知觉问题 ,即对一个客体 ,是先知觉其各

部分 ,进而再知觉整体 ,还是先知觉整体 ,再由此

知觉其他部分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 ,整体多于部

分之和 , 整体决定着其他部分的知觉 。Navon

(1977)用总体特征和局部特征的观点对此进行了

实验研究。实验表明 ,总体特征的知觉快于局部

特征的知觉 ,而且当人有意识地去注意看总体特

征时 ,知觉加工不受局部特征的影响;但当人注意

看局部特征时 ,他不能不先知觉总体特征 。这意

味着总体特征是先于局部特征被知觉的 ,总体加

工是处于局部分析之前的一个必要的知觉阶段。

Navon将这种知觉加工的顺序称作为总体特征优

先。但也有的心理学家认为 ,有着最佳大小的对

象首先被加工 。

综合起来 ,认知心理学强调知觉的主动性和

选择性以及过去经验的重要性 ,并且明确提出了

自下而上加工和自上而下加工 ,给一般知觉过程

以新的解释。

3　关于模式识别

认知心理学的知觉研究主要涉及模式识别 ,

特别是视觉的模式识别。所谓模式是指有若干元

素或成分按一定关系形成的某种刺激结构 ,也就

是说模式是刺激的组合。所谓模式识别是指当人

能够确认他所知觉的某个模式是什么时 ,将它与

其他模式区分开来的过程 。人类的模式识别可看

作是一个典型的知觉过程 ,它依赖于人已有的知

识和经验 。现在认知心理学已提出了几个人类模

式识别的理论模型 ,如模板匹配模型 、原型匹配模

型和特征分析模型等 。其中一些模型受到人工智

能研究很大的影响。对这些理论模型的深刻理解

和进一步研究 ,对地球空间信息科学领域和计算

机视觉中的模式识别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

义。

3.1　模板匹配模型

模板匹配模型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在人的长时

期记忆中 ,贮存着各式各样的过去在生活中形成

的外部模式的袖珍复本 ,这些袖珍复本即称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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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Template),它们与外部的模式有着一一对应

的关系;当一个刺激作用于人的感官时 ,刺激信息

得到编码并与已贮存的各种模板进行比较 ,然后

作出决定 ,看哪一个模板与刺激有最佳的匹配 ,就

把这个刺激确认为与那个模板相同 。这样 ,模式

就得到识别了。

按照模板匹配模型的基本观点 ,为了识别某

个特定的模式 ,必须事先在记忆中贮存与之对应

的模板 。如果该模式在外形 、大小或方位等某一

方面有所变化 ,那么每一个变化了的模式都要有

与之对应的特定模板 ,否则就不能得到识别或发

生错误的识别。在这种情况下 ,要得到正确识别 ,

就需要在人的记忆中贮存数不清的模板 ,从而极

大地增加记忆的负担 。这与人在模式识别中所表

现出的高度灵活性是不一致的 。有学者提出给模

板匹配增加一个预处理过程 ,即在模式识别的初

始阶段 ,在匹配之前 ,将刺激的外形 、大小或方位

等加以调整 ,使之标准化 ,这样就可大大减少模板

数量。但这种做法的困难是 ,如果事先不知道待

识别的模式是什么 ,那么依据什么来调整刺激的

外形 、大小或方位呢 ? 实际上前面所说的模板匹

配模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加工模型 ,而要使预处

理的过程顺利进行 ,就要涉及到自上而下的加工

问题 。人的知觉过程包含了相互联系的自下而上

加工和自上而下加工机制 ,模板匹配模型中只有

融入自上而下加工机制 ,匹配模型才能比较完整。

图 2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模板匹配模型 。

图 2　模板匹配模型

F ig.2　Templa te_based Matching Model

　　模板匹配模型虽然可以解释人的某些模式识

别 ,但它难以解释人何以迅速识别一个新的 、不熟

悉的模式这类常见的事实。尽管这样 ,模板还是

有作用的 ,在其他的模式识别模型中 ,还会出现类

似模板匹配的机制。

3.2　原型匹配模型

原型匹配模型是针对模板匹配模型的不足而

提出来的。原型匹配模型的突出特点是 ,它认为

在人脑的记忆中贮存的不是与外部模式有一一对

应关系的模板 ,而是原型(proto type)。这种原型

反映了一类客体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把复杂对象

的结构拆分为简单的部件形状 ,通过对部件原型

进行匹配 ,以达到对象识别的目的 ,故此方法有时

又被称为部件匹配。

按照原型匹配模型的观点 ,在模式识别过程

中 ,外部刺激只需与原型进行比较 ,而且由于原型

是一种概括表征 ,这种比较不要求严格的准确匹

配 ,而只需近似的匹配即可。即使某一范畴的客

体之间存在着外形 、大小等方面的差异 ,所有这些

客体都可与原型相匹配而得到识别 。这就意味

着 ,只要存在相应的原型 ,新的 、不熟悉的模式也

是可以识别的 ,从而使人的模式识别更加灵活 ,更

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图 3给出了一种原型匹配模

型。

图 3　原型匹配模型

Fig.3　Prototype_based Matching Model

　　对于原型匹配模型来说 ,关键之处在于是否

存在这种原型 。目前这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

另外 ,原型匹配模型只含有自下而上加工 ,而没有

自上而下加工 ,这显然是一个缺陷。与模板匹配

模型相比 ,自上而下加工对原型匹配似乎更加重

要。

3.3　特征匹配模型

模式是由若干元素或成分按一定关系构成

的 ,这些元素或成分可称为特征(feature),而其关

系有时也称为特征。特征匹配模型认为所有复杂

的刺激都是由一些可以区分的 、相互分离的特征

组成的 。通过计算特征的出现与否 ,并把计算数

与不同标签相联系的特征的列表进行比较来完成

模式识别 。

特征匹配模型强调的是特征和特征分析 ,特

征匹配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刺激的可分解性。特征

在这里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模板匹配模型中的模

板 ,即特征可以看作是一种微型模板或是一种局

部的部件模板。但特征匹配毕竟不同于模板匹

配 ,它具有一定的优点。首先 ,依据刺激的特征和

关系进行识别 ,就可以不管刺激的大小 、方位等其

他细节 ,避开预加工的困难和负担 ,使识别有更强

的适应性。其次 ,同样的特征可以出现在许多不

同的模式中 ,可极大地减轻记忆的负担 。第三 ,由

于需要获得刺激的组成成分信息 ,即抽取必要的

特征和关系 ,再加以综合 ,才能进行识别 ,这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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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识别过程带有更多的学习色彩 。不过 ,当不同

的模式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时 ,就会使识别发生

困难 ,甚至出现错误 。

与其他的模式识别模型相比较 ,特征匹配模

型确实具有更加灵活的特点。但它也只是自下而

上的加工模型 ,缺少自上而下加工。按照目前认

知心理学对知觉过程的一般理解 ,给特征匹配模

型附加自上而下加工的程序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

的。对有同样问题的原型匹配模型也是如此 。目

前 ,特征匹配模型存在着一个最大的争论问题 ,就

是前面提到的整体加工和局部加工的问题。特征

匹配模型是一个典型的从局部到整体的加工模

型。这与人类知觉过程中整体特征加工优先的观

点是相矛盾的。

与特征匹配模型相反 ,还有一种称之为拓扑

匹配模型 ,它强调模式识别要首先提取刺激的总

体特征或拓扑特征。拓扑匹配模型是对特征匹配

模型的最大挑战 ,两者的对立构成了当前模式识

别理论争议的一个焦点 ,这同时也是关于一般知

觉过程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4　关于目标背景和优势效应

讨论背景在模式识别中的作用时 ,指的是在

视觉认知加工过程中待识别目标周围的信息可能

起的作用。实际上在很多目标识别过程中 ,在加

工特征分析信息的同时均要用到背景信息。以图

4(a)所示的一组手写体字母数字为例 ,最上面的

刺激可以看作是“15” ,也可以看作是“ is” ,这依赖

于它的背景信息 。认知心理学家将背景分析对识

别结果产生有利影响的现象称之为 “优势效

应”
[ 5]
。优势效应可以用借助于上下文而进行推

理来解释 ,还可以从整体加工和局部加工来理解。

(a)　　　　　　　　　　　　(b)

图 4　模糊字母数字

Fig.4　Fuzzy Letters and Figures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 ,这里以图 4(b)所示的

一组计算机输入的字母数字识别为例 ,当对最上

面的字符“0”单独识别时 ,很难确定它是数字“0”

还是英文字母“O” ,但当它分别出现在一串数字

中和一句英文句子中时 ,则能完全被正确识别 ,这

充分说明了上下文信息(即背景信息)对模式识别

结果的影响和整体加工的优越性。

利用背景信息并非总是会产生优势效应 ,因

为在认知过程中 ,视觉注视点的不同对识别结果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时若改变了视觉注视点

在上下文图形中的位置 ,则优势效应将不再出现 ,

识别的有效性也就受到了影响 。注视点的概念在

认知心理学中被称之为“选择性注意” ,在计算机

模式识别中属于主动视觉的研究范畴。本文受篇

幅限制 ,这里不展开讨论 。

对优势效应的研究目前十分引人注目。一方

面 ,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有关知觉和模式识别的

一些重大问题 ,如知觉组织 、过去知识经验的作

用 、自下而上加工和自上而下加工以及整体加工

和局部加工等;另一方面 ,它使我们认识到这可能

表明人所具有的不同于机器模式识别的特点 。关

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认识需将心理学 、生理学和人

工智能等学科的观点加以综合来进行研究。

5　结　语

从影像信息科学的角度而言 ,基于认知心理

学的模式识别匹配模型研究的主要目标有两个:

一是理解人类的视觉认知机理;二是以此为理论

指导开发能从图像数据中自动构成场景描述的图

像理解系统。目前我们对视觉认知机理的理解和

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影像信息处理算法和手段的发

展。如何将人类视觉认知的一些初级功能赋予计

算机 ,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愿望[ 8] 。人类视觉认知

机理和计算机视觉的基础理论研究尚在探索和形

成中 ,我们应该加强这一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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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integration of photog 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and GIS going further , a new branch of informat ion science , that is , the geoinformatics w as risen

and have been developed rapidly .As a spatial info rmation science , it concerns no t only w ith the

earth science , information science , computer science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expert sy stem etc.,but

also wi th the cognit ion science.Among them , the cognition science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formation acquisit ion ,processing , storing , representation , distribution and using.Based on the ba-

sic theory of visual cognition mechanism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the

visual object recognition model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Three pattern recognition models ,which

are template_based matching model , prototype_based matching model and feature_based matching

model , are built and discussed separately .In addit ion , the influence of object background and visual

focusing point to the result of pat tern recognition is also presented.Then , i t is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 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basic visual cogni tion theory.Cognitive psychology

has the theoretical guiding funct ion fo r the actual pattern recognition processing procedure.

Key words:perception;perception processing ;cognit ive psychology;pattern recognition;superio rit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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