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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时，各组成成分选择的好坏是决定混合像

元分解的关键。通常采用以下标准来衡量和评价

各组成成分选择的优劣：① 误差ＲＭＳ应当尽可

能的小；② 分解后的分量值犳应当满足０≤犳≤

１；③ 成分应当具有代表性，是影像所对应区域内

的大多数像元的一个有效组成成分。

近几年来，线性光谱混合分析被广泛用于遥

感影像混合像元的分离。但要使用线性光谱混合

模型必须获得每一种纯地物像元的先验知识，每

个波段像元的光谱特征才可以表示为像元组分的

线性组合。在很多实际应用中，获得这样一个先

验知识是很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分

类方法如最小二乘误差、约束最小二乘误差等，都

希望直接从影像中得到地物组成的先验知识。线

性混合模型的另一制约条件是，地物的精确组成

成分通常是未知的，需要去估计。如果认为它们

是未知的非随机参数，则可以用统计方法来估算，

如最小二乘估计等。然而，由于各种大气条件和

散射的影响，地物混合情况可能对每一个像元都

不同。因此，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假定每一混合像

元地物的组成成分是一个随机量，而不是未知的

参数，使得地物的光谱变化可以以一种随机的方

式被描述和更有效地捕获。为了更恰当地表达这

样一个随机线性混合，假定每一个地物的组成成

分都是一个随机信号源，这样就可以把多光谱遥

感影像看成是多源混合信号。又由于地物的精确

组成成分通常是未知的，多光谱遥感影像的分类

问题就转化为多源混合信号的盲源分离问题。这

是基于独立分量分析（ＩＣＡ）的线性光谱随机混合

分析方法的理论依据。

２　独立分量分析

独立分量分析是一种新颖的盲源信号分离技

术，已经在盲源信号分离、信道均衡和其他应用方

面获得了成功，它提供了一种更灵活的方法解决信

号的随机混合问题。独立分量分析的定义如下。

假设有狀个观测信号犡１、犡２、…、犡狀分别由狀

个独立分量组合而成，即

狓犼 ＝犪犼１狊１＋犪犼２狊２＋…＋犪犼狀狊狀 （２）

式中，犼＝１，２，…，狀。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犡＝犃·犛 （３）

　　独立分量分析方法就是描述观测信号犡犻 如

何由独立分量犛犻 产生，犃为混合矩阵，犠 为分离

矩阵。于是有：

犛^＝犠·犡 （４）

　　ＩＣＡ在很多方面与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不

同，ＰＣＡ使样本数据协方差矩阵不相关，把数据

集分解成不相关的和正交的组成成分集，每一个

成分由特征向量定位。通过这样的特征分解，

ＰＣＡ根据最大化数据差异在主成分中保存更重

要的信息，从而可以实现数据压缩或降维。与

ＰＣＡ不同，ＩＣＡ寻找具有统计独立性的成分而不

是非相关性，因此，它是基于信号高阶统计特性的

分析方法。另外，ＩＣＡ产生的成分可以是非几何

正交的。ＩＣＡ用线性模型描述未知随机信号源的

混合，然后把它们分离成不同的成分用作信号检

测和分类。如果假定在 ＬＳＲＭＡＭ 中的每一个

物体的成分分量都是未知的和独立的随机信号

源，则ＩＣＡ中使用的混合模型可以被直接用在

ＬＳＲＭＡＭ 中。这种基于ＩＣＡ 的 ＬＳＲＭＡＭ 可

看作是ＬＳＭＡ的一个随机情况。为了更形象地

说明ＩＣＡ的原理，建立图１的信号分离模型
［３］。

图１　ＩＣＡ信号分离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ｉｇｎａ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ＣＡ

　　为了使ＬＳＲＭＡＭ 有意义，必须符合几个假

设：① 各个源成分必须是互相统计独立的，这意

味着影像中不同地物的光谱应该是截然不同的；

② 各个源信号是非高斯分布的。这是因为若干

个高斯过程的和仍然是高斯过程，而ＩＣＡ方法不

能用一个线性混合模型来分离高斯过程。

３　基于犐犆犃的犔犛犚犕犃犕

多光谱遥感影像中的每一个混合像元都是在

不同波长的光谱波段获得的，可用一个列向量来

表示。假设犔为光谱波段的数量，狉是一个多光

谱影像中的犔×１列像素向量，则犕 为一个犔×狆

的信号矩阵，表示为［犿１，犿２，…，犿狆］，犿犼 是一个

犔×１列向量，由地物的第犼个信号来表示，狆指

影像中地物的总数目。设α＝（α１，α２，…，α狆）
Ｔ 是

与狉相关联的狆×１成分列向量，α犼表示像素向量

狉中的第犼个信号的成分比例。解决这样一个混

合像素分类问题的传统方法是采用线性光谱分离

方法，它假设像素向量狉中第犼个地物与一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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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充分向量α＝（α１，α２，…，α狆）
Ｔ 线性混合。在

这种情况下，像素向量狉的光谱信号可用一个线

性模型表示为：

狉＝犕·α＋狀 （５）

式中，狀为噪音，可作为测量误差或噪音信号来解

释。ＬＳＭＡ模型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信号矩阵 犕

必须是先验已知的。基于此模型的方法都以一种

非监督的方式直接从影像中得到 犕。基于独立

分量分析的线性混合模型（ＩＣＡＬＳＲＭＡＭ）不需

要先验知识犕。更特别地，它假设狆个成分分量

（α１，α２，…，α狆）是未知的随机信号源，而不是模型

（５）中假设的未知非随机参数。对成分向量α＝

（α１，α２，…，α狆）
Ｔ 作如下三个假设。

１）对狆 个地物信号，犕 中的（犿１，犿２，…，

犿狆）的光谱特征必须是截然不同的；

２）狆个地物信号分量（α１，α２，…，α狆）是互相

统计独立的随机源；

３）每一个地物信号分量（α１，α２，…，α狆）必须

是一个均值为零的随机源。

结合到遥感影像具体应用中，第一个假设指

影像中包含狆种不同类型的地物，且犕 中每一列

向量表示一种地物类型。第二个假设意味着像素

狉中每一个地物的成分都是随机量，且彼此是独

立的。第三个假设指ＩＣＡ可以从影像背景中分

离出来的地物种类。基于这样的事实，ＩＣＡＬＳＲ

ＭＡＭ方法不需要每一种纯地物像元的先验知识

犕，要分离的未知信号源由狆 个随机成分分量

（α１，α２，…，α狆）来表示，ＩＣＡＬＳＲＭＡＭ 就是要找

到一个狆×犔的分离矩阵犠 并且能够分离狆 个

独立分量（α１，α２，…，α狆）。换句话说，ＩＣＡＬＳＲ

ＭＡＭ通过式（６）对一个狆×犔的分离矩阵犠 成

功地解决了模型（５）中关于先验知识的问题。

α^（狉）＝犠·狉 （６）

其中，^α＝（^α１，^α２，…，^α狆）
Ｔ 是基于狉的成分分量向

量（α１，α２，…，α狆）
Ｔ 的估值。ＩＣＡＬＳＲＭＡＭ 假设

没有关于信号源的先验知识，所以影像混合像元

中存在的物体的数目狆必须从影像数据中进行

估算。在多光谱影像中，因为波段数犔并不是很

大，所以可以通过遍历所有的地物组成成分而得

到地物的数目。根据中心极限定理，观测信号比

源信号更接近高斯分布，也就是说，在图１所示的

模型中，源信号狊犻 比观测信号犡犻 的非高斯性更

强，因此在利用ＩＣＡＬＳＲＭＡＭ 方法分离独立分

量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分离结果信号犛^的非高斯

性度量来判断分离结果信号间的相互独立性。即

当找到使得分离结果间的非高斯性度量达到最大

时表示已完成了各个独立分量的分离。根据信息

论，具有相同方差的随机变量中，高斯分布的随机

变量具有最大的信息熵，也就是非高斯性越强，信

息熵越小，所以可以通过计算分离结果信号犛^的

信息熵来作为非高斯性度量的依据。文献［３］给

出了非高斯性度量具体的近似公式为：

犖（狔）＝ ｛犈［犌（狔）］－犈［犌（狔Ｇａｕｓｓ）］｝
２ （７）

其中，狔Ｇａｕｓｓ是一与狔具有相同方差的高斯分布的

随机量；犈为求均值运算；犌（狔）＝－ｅｘｐ －
狔
２

（ ）２ 。

寻找分离矩阵犠 以实现独立分量提取的过

程采用的是迭代逼近方法。根据图１所示的分离

模型，假设狀为迭代次数，^犛犻（狀）是犛^（狀）中的某一

分量，狑犻（狀）为分离矩阵犠（狀）中与犛^犻（狀）对应的

某一行向量：

犛^犻（狀）＝狑
Ｔ
犻（狀）·犡，狀＝１，２，３，… （８）

然后在分离过程中，用式（７）所定义的非高斯性度

量公式对分离结果犛^犻（狀）的非高斯性进行度量，

并调整狑犻（狀），调整公式为：

狑犻（狀＋１）＝犈［犡犌′（狑
Ｔ
犻（狀）犡）］－

犈［犌″（狑Ｔ犻（狀））］狑犻（狀）
（９）

当相邻两次的狑犻（狀）无变化或变化很小时，则迭

代结束。这里要注意每次迭代后都要对狑犻（狀）进

行归一化处理。对于多个独立分量，可重复使用

上述过程进行分离，每提取出一个独立分量后，要

从观测信号中减去这一独立分量，直至所有独立

分量完全分离，这样，就可以得到分离矩阵犠。

４　试验分析与结论

试验采用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９日获取的黄河河口

镇孤山川及其附近地区的ＥＴＭ＋多光谱遥感影

像。只选择了其中包括可见光及近红外的６个波

段，即波段１～５、７，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像素的灰

度值为从０到２５５的相对值。在经过校正的图像

中选取尺寸为５００像元×５００个像元的一块区域

（如图２）进行分析。图２彩色合成的波段为犚３、

犌４、犅２。经过ＩＣＡ分析后得到６个相互独立的

成分图像（缩小后如图３所示）。

为了准确验证分类结果，将第一成分图像和

ＮＤＶＩ植被指数图像进行对比（如图 ４（ａ）、

４（ｂ）），发现二者吻合得非常好。为了更有效地

说明，用大致同一季节同一区域的航空影像来

验证。

对比图５（ａ）和 图５（ｂ）可以发现，分类结果影

像中植被覆盖率高的区域恰好对应于航空影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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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试验数据区域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ａｇｅ

图３　各独立分量影像

Ｆｉｇ．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ｍａｇｅ

相应河床周边的滩地，见图５中箭头所指区域，这

与当时地面的植被覆盖情况相一致。另外，根据航

空影像和对地面情况的了解可以看出，图３中的第

２、４独立成分分别对应为水域和坡耕地。其他的

独立成分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与地面验证。

本文利用基于ＩＣＡ的线性光谱随机混合分

析方法对ＥＴＭ＋多光谱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分类。

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应用于多光

谱遥感影像的非监督分类。与传统的线性混合模

型方法相比，ＩＣＡＬＳＲＭＡＭ 方法具有不需要任

何先验知识的优点，并且在分类效果和速度上都

有一定的优势。

图４　分类结果与植被指数验证

Ｆｉｇ．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ＮＤＶＩＩｍａｇｅ

图５　分类结果与航空影像验证

Ｆｉｇ．５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ＡｅｒａｌＩｍ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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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预测的边缘检测方法

王　晖１　卢　健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预测的、有一定自适应性的边缘检测方法。介绍了其原理和算法实现过程。通过计

算两个相邻像素的灰度值的均值、均方差和梯度来预测下一个像素的灰度值，比较预测值和真实值来判断下

一个像素是否是边界点。通过与现有同类算法的比较，证明了该算法的优越性。

关键词：边缘检测；预测；自适应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

　　目前主要的边缘检测方法
［１］都是通过各种模

板在图像上滑动，对图像作卷积运算来实现，但是

图像的变化多种多样，噪音的分布也各不相同，而

模板的大小是固定的，不能适应图像的复杂变化。

如何选择一种算法，使它能够根据图像的变化而

调节自身，以产生最佳效果是目前面临的问题。

本文介绍一种基于预测的边缘检测方法，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１　算法原理

边缘是图像中灰度不连续的结果，明显不同

的灰度级之间必然存在边缘。边缘的检测可以通

过计算当前像素和前一个像素的灰度值的均值、

均方差和梯度，来预测下一个像素的灰度，如果下

一个像素的灰度值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则认为

下一个像素属于同一个灰度级，它不是边界点；如

果不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则认为是在不同的灰度

级，它可能是边缘。

设犃＝｛犪０，犪１，…，犪犕－１｝为一灰度图像的某

一行或者某一列的像素（犕 为该行或者列所含的

像素个数），犐＝｛狓０，狓１，…，狓犕－１｝为其灰度值（０≤

狓犻≤犖），犖 为图像最高灰度值，狓狀 为当前像素的

灰度值，狓狀－１为前一个像素的灰度值，狓狀＋１为下一

个像素的灰度值（犕＞狀＞１）。均值μ狀＝（狓狀＋

狓狀－１）／２，均方差σ狀＝
（狓狀－μ狀）

２＋（狓狀－１－μ狀）
２

槡 ２

（为 了 提 高 计 算 速 度，也 可 以 定 义 σ狀 ＝

｜狓狀－狓狀－１｜
２

），梯度犽＝狓狀－狓狀－１。

１）当像素犪狀 不是边界点时，则犪狀＋１为：

犪狀＋１＝

不是边界点，

　 　μ狀＋犽＋σ狀＋狋＞狓狀＋１＞μ狀＋犽－σ狀－狋

是边界点，狓狀＋１＞μ狀＋犽＋σ狀＋狋和

　　　 　狓狀＋１＜μ狀＋犽－σ狀－

烅

烄

烆 狋

其中，狋为一个常数，它与整个图像的方差有关，

用来调节算法的精度。

２）当像素犪狀 是边界点时，令μ狀＝μ狀－１，σ狀＝

σ狀－１，处理下一个像素犪狀＋１：

　　犪狀＋１＝

不是边界点，μ狀＋犽＋σ狀＋狋＞狓狀＋１＞

　　　　　 　μ狀＋犽－σ狀－狋　 　①

　　　 　和｜狓狀＋１－狓狀｜＜σ狀＋狋　②

是边界点，｜狓狀＋１－狓狀｜≥σ狀＋狋　　

烅

烄

烆 ③

在条件①的情况下，有：

μ狀＋１＝ （μ狀＋狓狀＋１）／２

σ狀＝
（μ狀－μ狀＋１）

２
＋（狓狀＋１－μ狀＋１）

２

槡 ２

在条件②的情况下，有：

μ狀＋１＝ （狓狀＋狓狀＋１／２）

σ狀＝
（狓狀－μ狀＋１）

２
＋（狓狀＋１－μ狀＋１）

２

槡 ２

在条件③的情况下，有：

μ狀＋１ ＝μ狀，σ狀＋１ ＝σ狀

　　令狀＝狀＋１，直到所有像素都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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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样的方法对垂直方向进行分类，最终可

得到提取后的边界图像。

图１（ａ）中，脸部眼睛上的一条黑线为断面的

图像灰度图（图１（ｂ））。图１（ｂ）中曲线为图像从左

到右的灰度值分布，图像上方的点代表图像上被计

算出来的边界点，左边的两个点代表头发与背景的

边缘和脸的左边界与头发的边缘，中间的两块点区

域，代表两只眼睛。算法的计算结果如图１（ｃ）。为

了视觉效果更好，本文将所有处理后的图像进行反

色，此时狋取值为整幅图像灰度均方差的１／４。

图１　处理前后的结果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狋可以用来调节算法的细节度。如果狋值设

的小，则将有更多的细节得到保留，如图２（ａ），狋＝

０时，图像除了边缘被检测出来以外，边缘内和边

缘外的其他细小的灰度变化也被表现出来。随着

狋的增大，图像的细节将逐渐被忽略，只留下边

界，如图２（ｂ）～２（ｈ）所示。但是狋取得太大，除

了细节被忽略以外，图像边缘也被忽略了，那将起

不到边缘检测的作用。通过对大量的图像取所有

狋值的结果进行统计后，发现当狋取值为整幅图像

灰度值均方差的１／４时，有最好的效果。

图２　参数狋的变化对结果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ｕｌ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狋

２　算法过程

１）在图像中随机选择１０００个点，求出这些

点的灰度值的均方差的１／４作为狋，设置边界点标

志为“ｆａｌｓｅ”。

２）从第一行开始，计算初始两个像素的均值

犿、梯度犽和均方差狀。

３）如果边界标志为“ｆａｌｓｅ”，比较下一个像素

的灰度值是否落在（犿＋犽－狀－狋，犿＋犽＋狀＋狋）

内，如果落在其中，则把下一个像素设为当前像

素，继续计算新的 犿 和狀，设置边界点标志为

“ｆａｌｓｅ”。如果下一个像素超出所规定的预测范

围，则认为下一个像素是一个边界像素，可以把它

提取出来，设置边界点标志为“ｔｒｕｅ”。设置当前

的均值、方差和梯度为前一次计算的均值、方差和

梯度，接着预测下一个像素。如果边界标志为

“ｔｒｕｅ”，比较下一个像素的灰度值是否落在（犿＋犽

－狀－狋，犿＋犽＋狀＋狋）内，如果落在其中，则把下

一个像素设为当前像素，用犿犻－１代替狓犻－１，继续

计算新的犿、犽和狀，设置边界点标志为“ｆａｌｓｅ”。

如果下一个像素的值超出所规定的预测范围，如

果当前像素的灰度值和前一像素的灰度值（两个

像素均落在规定范围以外）的差小于狀＋狋，则认

为下一个像素和当前像素是一个新的灰度层的开

始，重新计算犿、狀，设置边界点标志为“ｆａｌｓｅ”；否

则，认为当前像素和下一个像素分别在犿 的上下

两边，则认为下一个像素也是一个边界点，把它提

取出来，设置边界点标志为“ｔｒｕｅ”，令犿、狀保持

不变。设置下一个像素为当前像素，返回３），直

到一行像素提取完毕。返回２），计算下一行，直

到整幅图计算完毕。

４）从第一列开始，按上述方法，从列方向计

算整幅图像。

３　结　果

图３（ａ）是用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子（取零点）对图像

处理的结果，头发和脸的边缘没有被检测出来，眉

毛的边缘没有连接。图３（ｂ）是Ｓｏｂｅｌ算子（阈值

为０．９１）处理的结果，脸上的噪音被压制了，但是

头发和脸的交界处线条太粗，对边缘的取定造成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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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眉毛的上下边缘没有区分出来。

图３（ｃ）是Ｐｒｅｗｉｔｔ算子（阈值为０．９１）处理的结

果，脸上的噪音虽然被压制但还是比较明显，而且

头发和脸的边缘没有区分出来，眉毛的上下边界

没有区分出来。图３（ｄ）是用本算法（狋＝１／４均方

差）处理的结果，边缘清晰，脸上的噪音很少。

图３　四种算法处理结果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

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另外，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子对噪音特别敏感，在处

理前先要对图像进行平滑滤波，这无疑增加了计

算量，而且在取零点时，由于噪音的干扰，对零点

的前后峰之差要进行阈值化处理。这三种方法中

的阈值选取是人为设置的，到底选择多少才是最

优，不同的图像有不同的选择，所以不适合自动化

操作。当阈值取值较小时，大量的噪音被引入，同

时边界太粗，如图４（ｄ）～４（ｆ）；当阈值取值较

大时，重要的边缘没有被提取出来，如图４（ａ）～

４（ｃ）。本算法中的狋根据图像本身的性质得到，

不需要人为操作，更适合计算机自动处理。

图４　不同阈值下三种算法的结果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本算法对于不同对比度的图像也有较好的表

现，如图５（ａ）、５（ｂ）、５（ｅ）、５（ｆ）。在对比度降低的

情况下，边缘提取的质量有所下降，所以对对比度

小的图像可以先增加对比度再用此算法，效果更

好。从图５（ｃ）、５（ｄ）、５（ｇ）、５（ｈ）可以看出，不管是

平面边缘还是球面边缘，本算法都有较好的效果。

图５　不同质量和内容的图像处理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由于本算法对图像只需一次处理就得到最终

结果，所以在时间上有较大的优势。相对来讲，

Ｓｏｂｅｌ和Ｐｒｅｗｉｔｔ算法需要卷积和取阈值两步，而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法更需要平滑滤波、卷积和取阈值三

步。三种算法所用时间的对比如表１。ＣＰＵ 为

Ｐｍ１．４ＧＨｚ，内存为２５６Ｍｂ，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

ｄｏｗｓＸＰＨｏｍｅ版，开发平台为ＶｉｓｕａｌＣ＋＋６．０，

图像大小为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

表１　３种主要算法所耗时间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ＴｉｍｅＣｏｓ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Ｍａｉ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法名称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算法Ｓｏｂｅｌ和Ｐｒｅｗｉｔｔ算法 本文算法

平均时间／ｍｓ ９０ ６０ ２０

４　结　语

此算法不需要模板，而且算法中的均方差、均

值和梯度，根据不同的像素点取值不同，带有一定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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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适应性，既能对噪音进行有效的压制，又突出

了图像的边缘，并且算法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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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５年《测绘信息与工程》

《测绘信息与工程》为测绘专业应用技术期刊，其宗旨是：贯彻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

的办刊原则，面向测绘行业发展的实际，发表对测绘行业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技术、管理和

教育文章，沟通测绘研究和应用的联系，普及测绘新技术，提高测绘行业的技术含量及从业

人员技术水平。本刊开辟的栏目均面向读者需要，并已形成特色和优势，具有较好的社会

适应性。本刊为湖北省优秀期刊，收录本刊论文的数据库主要有ＣＡＳ、Ｐ 等。本刊读者

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教育人员以及大学生、研究生等。

本刊为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６。Ａ４开本，５６面，定价４元／册，逢

双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