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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映射在优化计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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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描述混沌运动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的随机性取代常规的均匀分布的随机数发生器的随机性，并应用

在产生“Ｔｕｎｅｄ”模板的优化过程中，得到了最佳模板。经实际航空影像的试验表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的引用可使

模板用于影像纹理识别的性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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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混沌学得到广泛的应用，涉

及生物、医学、信息、气象、经济等领域。在信息处

理、智能自动化领域中的应用主要有非线性时间

序列的预测、高速检索、图像数据压缩、图像密码

以及模式识别等。在现代科学中的混沌已不是以

往人们想象的无秩序状态，而是指那些不具备周

期性和对称性特征的有序状态，是指在确定关系

中出现的不规则性，以及在有限相空间里的高度

不稳定的运动［１］。

混沌具有以下性质［１］：① 轨道不稳定性，这

个性质在适当的约束条件下导致运动的不稳定性

和分叉现象；② 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两个

相距很近的初始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各自

独立的时间演化。

描述混沌运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非线性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
［２］，它是一个一维的非线性函数：

狓狀＋１ ＝μ狓狀（１－狓狀），狀＝０，１，２，… （１）

式中，μ为控制参数，且μ＞１；狓狀 的取值范围为０

≤狓狀≤１。

随着μ值的变化，在给定一个狓狀 的初始值

后，经多次迭代得到一个由许多数组成的集合，这

个集合描述一维质点从有规则到杂乱无章的运动

状态，即混沌状态。这种混沌状态看似杂乱，却有

一定的规律。它是确定性的，由式（１）计算出来的

结果（取值）具有随机性。混沌运动的这一性质引

起许多学者的注意，他们提出是否可以用混沌的

随机性取代常规的随机数发生器的随机性［３］。本

文将混沌运动的随机性应用在“Ｔｕｎｅｄ”模板的优

化中就是一种尝试。

１　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映射

本文考虑控制参数μ在１＜μ≤４范围内取值

时，式（１）的映射情况。

１）当μ＝２．８，狓０＝０．６３时，经过２０次迭代

后的解为狓２０＝０．６４２７和狓２１＝０．６４３０，逐渐趋

向于０．６４２７和０．６４３０之间的一个不动点。

２）当μ＝３．１４，狓０＝０．６６时，经过３０次迭代

后的解稳定在两个不动点狓３０＝０．５３８１和狓３１＝

０．７８０４附近。

３）当μ＝３．４５，狓０＝０．６８时，经过６８次迭代

后的解稳定在４个不动点狓６８＝０．４２９４、狓６９＝

０．８４５３、狓７０＝０．４５１１和狓７１＝０．８５４２附近。

４）当μ＝４．０，狓０＝０．８０时，迭代计算的结果

不再出现趋于一个或几个不动点的情况，而是完

全进入混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的取值是随机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初始值狓０ 均可以从０开始，

这里的初值仅仅是为了读者验证的方便。

由以上４点分析可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映射描述的

非线性动力学中的混沌运动在某些条件下表现出

高度的有序，如当μ＝２．８时，迭代２０次以后的解

趋向于一个不动点，不再变化，这是有规律有序的

运动。再加大μ值，这种有序的运动中出现稳定

的不动点数将不断地增加。数量的增加仍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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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有序的，这种不动点数不断增加的情况称之

为“分叉现象”。随着分叉不动点数的不断增加，

使有序的运动逐渐失去平衡，进入混沌状态，即μ

≥４．０的情况。因此，用μ＝４．０代入式（１）就可

以得到一组随机数：

狓狀＋１ ＝４．０狓狀（１－狓狀），狓０ ＝０，狀＝０，１，２，…

（２）

狀值越大，得到的狓狀＋１值就越大。这样的随机数

具有高度依赖初始值的特点，即两个相近的初始

值会得到完全不相同的随机数序列，这是混沌映

射的性质［１］，也是引用它的理论依据。这种性质

将给优化计算带来很大的好处。

２　混沌映射在优化“犜狌狀犲犱”模板中

的应用

　　文献［４］介绍了产生“Ｔｕｎｅｄ”模板的Ｂａｙｅｓ

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Ｎ）方法（以下简称“方法”），本文

用该方法来分析混沌映射的应用。该方法利用

ＢＮ技术逐次确定模板的一个元素，由于模板元

素相对中央狔轴左右对称，且每行元素的代数和

为零，所以５×５模板的独立元素只有１０个。确

定最优“Ｔｕｎｅｄ”模板，也就是确定１０个最优元素

的问题。在用ＢＮ技术确定最优模板的过程中，

有以下情况需要用到随机选择：① 第１个元素是

随机确定的；② 第２个元素随机确定某一数值以

后，每次加１，直到该数值大于４０（这是因为设定

的元素值不大于４０）为止，选择其中计分函数值

最大的相应元素作为第２个元素；③ 随机选择第

３个元素，像确定第２个元素一样，选择一个计分

函数值增加最大的相应元素作为第３个元素，如

此重复确定以后的元素［４］。

以上随机数的确定通常都是采用均匀分布的

随机数发生器完成的，现在随机数的确定全部用

混沌映射完成。具体做法如下：① 选择一个足够

大的狀值，按式（２）求得一个狓狀 值，狀值的选取保

证用式（３）求得的随机数在［犪，犫］范围内，不要产

生都是集中在犪附近的数。若狓狀＜０．１，则会产

生上述情况，所以狀值必须足够大。② 若要产生

在［犪，犫］范围内的随机数狓，则按式（３）计算：

狓＝犪＋（犫－犪）狓狀 （３）

将式（２）和式（３）综合使用，就可以得到用混沌映

射法产生的随机数。

就产生最优的“Ｔｕｎｅｄ”模板而论，用上述方

法取代常规的随机数发生器是否能得到更好的效

果，这需要进一步验证。关于“Ｔｕｎｅｄ”模板分类

的细节，可参见文献［５］。

３　试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混沌映射应用的效果，本文采用

１５９幅大小为１００像元×１００像元的航空影像，其

中灌木５３幅，河流３５幅，水田１３幅，居民地２３

幅，旱地１５幅，山地２０幅。对它们进行试验，试

验的目的是比较用常规的均匀分布的随机数发生

器求得的“Ｔｕｎｅｄ”模板与用混沌映射得到的

“Ｔｕｎｅｄ”模板在性能上的优劣。为此，试验从两

个方面考察：① 由两种方法求得最佳模板的计分

函数值（即适应度函数值）是否有所提高；② 由两

种方法得到的最佳模板的分类效果。这里分类效

果的考察着眼于效果的改善，而不是看它的正确

识别率是否最大。

１）用混沌映射确定的随机数建立的“Ｔｕｎｅｄ”

模板求得的影像纹理分类的适应度函数值大于常

规的均匀分布的随机数发生器的结果。

从上述试验图像中取灌木７幅、河流７幅、水

田７幅作为第一组；灌木７幅、山地７幅、居民地

７幅作为第二组。分别用混沌映射和常规随机数

发生器产生数据，对每一组进行６个组合的试验，

求得的最大、最小适应度函数值列于表１。

表１　两组试验的适应度函数犳犫 的最大、最小值

Ｔａｂ．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ｓ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犳犫

常规随机数发生器 混沌映射

犳犫ｍａｘ 犳犫ｍｉｎ 犳犫ｍａｘ 犳犫ｍｉｎ

第一组 １．３６６３ １．０６７ １．６３２７ １．３９２４

第二组 ４．５３６９ ３．３０５４ ５．９０６０ ３．３３５４

　　从表１可见，采用混沌映射产生随机数的适

应度函数值有明显提高。

２）利用混沌映射产生的最佳模板可使影像

纹理分类的正确识别率有所改善。用三种不同类

别的影像构成一组，组中，每一类影像有７幅，经

ＢＮ技术学习，得到由两种方法产生的最佳模板。

试验中对１５９幅图像分成三组进行分类识别，识

别的结果列于表２。

表２　用两种不同随机数产生方法的正确识别率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ｒｓ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灌木 水田 灌木 山地 灌木 居民地 旱地

常规法 ０．５８５ ０．７６９ ０．７５５ ０．７５ ０．８８７ ０．８７ ０．６０

混沌映射 ０．６２３ ０．６９２ ０．７７４ ０．７５ ０．９０６ ０．８７ ０．６０

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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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中三组试验数据可见，对灌木的识别

率的改善比较显著，而对其余的几乎没有什么变

化，这说明在搜索空间里，混沌映射法比常规法能

找到更优秀的解，这种优势主要反映在对灌木的

识别上。

３）由两种方法得到的最佳模板，用蚁群算法

ＡＣＡ、单纯形法Ｓｉｍｐｌｅｘ作进一步优化
［４］，可使

模板性能得到进一步改善。

在上述三组试验中，用ＢＮ技术在每组试验中

得到１３个最佳模板，然后用ＡＣＡ法和Ｓｉｍｐｌｅｘ法

分别对每组１３个模板进行优化，分别用各自优化

的模板进行纹理影像识别，其结果列于表３。

表３　经ＡＣＡ和Ｓｉｍｐｌｅｘ优化后的正确识别率

Ｔａｂ．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ＡＣＡ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ｘ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灌木 水田 灌木 山地 灌木 居民地 旱地

经ＡＣＡ优化
常规法 ０．６０４ ０．６９２ ０．７５５ ０．７５ ０．９０６ ０．８７ ０．６０

混沌映射 ０．６６ ０．６９２ ０．８４９ ０．６５ ０．８８７ ０．９１３ ０．５３３

经Ｓｉｍｐｌｅｘ优化
常规法 ０．６４２ ０．６９２ ０．７９２ ０．６０ ０．９０６ ０．８２６ ０．６６７

混沌映射 ０．６４２ ０．６９２ ０．８１１ ０．７０ ０．９０６ ０．８２６ ０．６６７

　　对照表２、表３中三组试验数据可见，经

ＡＣＡ和Ｓｉｍｐｌｅｘ方法的优化，由混沌映射产生模

板的正确识别率比常规方法有一定的优势，这种

优势体现在每组中让那些分类效果还不够理想的

类别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使它们的正确识别率得

到进一步的提高，如灌木。

由以上试验结果可以认为，在生成“Ｔｕｎｅｄ”

模板的优化计算中，用混沌映射取代常规的均匀

分布的随机数发生器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特别

是搜索空间中有许多局部解时，更容易搜索到全

局最优解，这与文献［３］的结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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