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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神经网络信息融合及其在
机场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马洪超１　郭丽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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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场识别为研究对象，以两种改进的ＢＰ网络作为算法工具，以ＴＭ 影像作为原始数据，在特征级

信息融合技术框架下进行机场识别研究。首先对可用于机场识别的特征进行分析，提出使用光谱特征、纹理

特征和几何形状特征这三个特征的７维矢量作为ＢＰ网络的输入，并对ＢＰ网络的训练、测试和识别三个过程

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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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Ｐ２３７．４

　　一般来说，信息融合技术分数据级（像素级）、

特征级和决策级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划分和

人类对图像的视觉感知相关联，或者和图像的应用

阶段相关联，而绝不是说决策级比像素级融合技术

难度大。在遥感领域，过去近２０ａ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像素级融合技术上。像素级融合一般在多光

谱空间分辨率相对较低的图像和全色波段分辨率

相对较高的图像之间进行，主要目的是在保持光谱

信息的同时，尽量提高空间分辨率，以获得单一传

感器难以获得的信息，即所谓的“１＋１＝３”
［１］。

在基于遥感图像的目标识别技术中，由于特

定的目标在不同波段、不同传感器上获得的数据

不同，它们都是对同一目标不同侧面的反映，因此

特征级融合技术在目标识别中的应用日益受到重

视。本文以ＢＰ网络为算法工具，以普通机场识

别为目标，以机场的几何形态特征、纹理特征和光

谱特征作为主要特征，进行特征级信息融合并应

用于普通机场识别中。

１　基于犅犘网络特征级数据融合的

基本框架

　　为了能够综合应用机场的几何形态特征、纹理

特征和光谱特征对机场进行识别，本文采用神经网

络分类器。人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映射能力是保

证其成功实现各种简单或复杂分类的主要原因。

神经网络模型很多，本文采用两种改进的多层前馈

神经网络及误差逆传播算法（ＢＰ算法）：附加动量

法和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ＬＭ算法）
［２，３］。

基于ＢＰ网络信息融合首先对遥感影像进行

特征提取，然后将特征数据规格化后输入到ＢＰ

网络分类器，再由神经网络分类器得到识别分类

的判决结果，大致可以分为训练、测试和识别三个

阶段。由于是在特征级信息融合的框架下进行

的，所以ＢＰ网络的输入值应是影像目标的特征

向量，需要进行下列预处理。

１．１　目标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与选择结果的优劣极大地影响着分

类器的设计和性能。本文主要使用了光谱特征、

几何形状特征和纹理特征。光谱特征由水平和垂

直方向的光谱曲线来表示，几何形状以机场的面

积周长比表示，纹理特征主要由基于灰度共生矩

阵的４个参数表示
［４］。

１．２　样本数据的规格化

统计输入样本矩阵各列的最大值犕ｍａｘ（犼）和最

小值犕ｍｉｎ（犼），则规格化的特征数据表示为：

犌（犻，犼）＝
犕ｍａｘ（犼）－犕（犻，犼）

犕ｍａｘ（犼）－犕ｍｉｎ（犼）

其中，犌（犻，犼）为规格化后训练样本矩阵元素；犕（犻，犼）为输

入样本矩阵元素；犻为矩阵行号，犼表示矩阵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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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犅犘网络信息融合系统在遥感影

像机场识别中的应用

　　本文以普通机场识别为应用研究对象，识别

目的是首先区分给定图像中是否有机场，如果有

则要将机场的大致位置圈定出来，因此不需要高

的分辨率，这不论对减少计算量还是克服高频噪

声都是有利的。选择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影像为数据

源，具体实验数据为北京地区的 ＴＭ 遥感影像，

见彩色插页１图１。从影像上选取６个实验区

（实验区约为２００像元×２００像元，其中５个区域

有机场）进行实验，实验区编号为１、２、３、４、５、６。

在实验中事先假定用编号为１、２的两幅影像的特

征数据用于训练，用编号为３的影像的特征数据

用于测试，最后的三幅影像的特征数据是用于识

别和判断的实际数据。且已知编号为１、２、３的影

像有机场，而其他有无机场是未知的，这就需要

ＢＰ网络来识别和判断。为提高计算效率，采用

ＫＬ变换将数据从原来的高维空间投影到一个低

维的向量空间中，降维后保存了数据的主要信息，

从而使数据更易于处理［５，６］。

２．１　网络结构的设置

１）输入层与输出层。根据光谱特征、几何结

构特征和纹理特征的维数，确定输入层的节点数

是７，输出节点数为１。

２）网络层数。标准的３层ＢＰ网络。

３）隐含层节点数。经实验发现隐含层神经

元个数应该取１４与１８之间的某个值，本文取

１５。为了实验方便，每种ＢＰ算法都使用相同的

隐含层神经元个数，即１５。

４）选择学习步长。根据学习步长和系统误

差的关系，取步长为０．７。

５）激活函数的选择。标准ＢＰ算法和ＬＭ

算法选择 Ｔａｎｈ函数，而附加动量法则选用Ｓｉｇ

ｍｏｉｄ函数，它们的定义如下
［３］：

Ｓｉｇｍｏｉｄ＝
１

１＋ｅｘｐ（－狓）

Ｔａｎｈ＝１－
２·ｅｘｐ（－狓）

１＋ｅｘｐ（－狓）

２．２　识别与拒识标准

为了判定样本是否为机场，给定以下识别准

则和识别率指标。

１）识别标准。对于ＢＰ算法和ＬＭ算法，机

场和非机场的判决阈值为０．７，而对附加动量法

该判决阈值为０．５。

２）正确识别率为正确识别区域样本总和与

除拒绝识别样本外的所有样本总和的比值。

３）误识率＝１－正确识别率。

４）拒识标准。均方差（或称标准差）δ为：

δ＝
∑
狀

犻＝０

（狓犻－珚狓）
２

狀－槡 １

式中，珚狓为均值；狀为狓个数。

５）拒识概率为拒绝区域样本总数与总的样

本总数的比值。

２．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标准的ＢＰ算法由于学习速率慢和容易陷入

局部极小而使其在实际应用中很难胜任，因此采用

附加动量法和ＬＭ算法。以实验区１、２影像为学

习训练样本，共有１５１５个７维特征数据的样本；实

验区３影像为测试样本，有５０７个７维特征数据的

样本；而实验区４、５、６影像为实际识别样本，共有２

８６２个７维特征数据的样本。根据以上的识别和拒

识标准，识别结果如表１和彩色插页１图２所示。

表１　机场识别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ｉｒｐｏｒ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算法 样本 实验区

判断识别标准

正确识别率／（％）

机场区域 不是机场区域 整体样本
拒识率／（％） 误识率／（％）

拒识区

域个数

附

加

动

量

法

学习样本
实验区１ ９５．１７ ９９．８２ ９８．８５ ８．８０４ １．１５ １

实验区２ ９２．３３ ９８．３１ ９５．５７ １３．１３０ ４．４３ ２

测试样本 实验区３ ９８．６４ ９６．４７ ９７．２７ ６．１１ ４．０２３ １

实验区４ ８５．９６ ９３．０４ ９１．８７ １２．４５８ ８．１２３ ２

识别样本 实验区５ ８５．４４ ９７．０６ ９５．１１ ５．２６ ４．８９ １

实验区６ 无机场 ９１．５６ ９１．５６ ３．５８９ ８．４４ １

ＬＭ法

学习样本
实验区１ ９８．６２ １００　　 ９９．７１ ８．８０４ ０．２８８ １

试验区２ ９９．００ １００　　 ９９．２６ １０．８８　 ０．７４ １

测试样本 实验区３ ９８．１９ ９８．０４ ９８．１１ ６．１１　 １．８９ １

实验区４ ９６．２９ ９５．７７ ９６．４４ ２１．４４　 ３．５６ ３

识别样本 实验区５ ９２．２３ ９９．１２ ９７．９６ ５．２６ ２．０４ １

实验区６ 无机场 ９７．７７ ９７．７７ ３．８２８ ２．２３ １

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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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结果可以发现，两种ＢＰ算法都能以

较高的识别率识别出机场，而且从识别率、拒识率

和误识率角度来看，ＬＭ 算法的识别结果比附加

动量识别结果要好一些，这说明网络泛化性能是

很高的。但是，一般来说，训练集所包含的样本只

是源数据集的一部分，即使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

训练数据，由于噪声、样本数量等因素的影响，训

练好的网络也不是对所有测试样本中的所有测试

数据都时时有效，所以存在拒识现象是合理的。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了基于ＢＰ特征级信息融合技术以

及在普通机场识别中的应用。这种方法充分结合

了信息的多源性以及神经网络强大的非线性处理

能力。分析实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实验验证了用神经网络把光谱、几何和纹

理等多种特征融合来提高目标识别精度的可行

性、优越性。

２）不同的ＢＰ改进算法对同一个样本数据的

识别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影响：ＬＭ 算法识别效果

要比附加动量改进法要好一些，但是占用较多的

内存。

３）神经网络识别方法比传统的分类识别所

消耗的机时要多。

本文虽然对融合光谱特征和几何形状特征这

一研究方向进行了尝试和探索，但是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对于应用神经网络算法来

说，需要研究选择什么样的网络结构比较合适，这

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同时针对大数据量的遥感

图像，比如一景６０００像素×６０００像素的ＴＭ图

像，如何进行合理分块，再应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和

思路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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