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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声速剖面分类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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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自组织神经网络技术，结合声速剖面特点，研究了声速剖面的描述方法、网络中神经元个数的确

定、获胜神经元的邻域及其邻域内神经元的拓扑关系等对网络结构和声速剖面类别划分的影响，给出了分类

声速剖面的网络构造思想和神经网络结构。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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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测量中，声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它

决定着声波的传播路线，因而，声速剖面及其结构

一直是河道（海道）测量人员关注的焦点［１］。测区

声速结构通常是利用几个离散的声速剖面来反映

的，其代表性误差常常会给实际声线跟踪带来系

统性的影响［２］，这就需要进行合理的声速剖面内

插，而识别相似结构的声速剖面对于提高内插精

度非常必要。此外，划分声速剖面类型对于分析

区域声速结构及其变化规律也非常重要。长期以

来，声速剖面分类通过人工方法来实现，效率低

下，且人为因素影响突出。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

文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概念出发，研究声速剖面

的分类。

１　自组织特征神经网络（犛犗犉犕）

Ｋｏｈｏｎｅｎ提出了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的理

论和模型，认为神经网络在接受外界输入时会自

动对输入信号特征进行学习，进而自动组织形成

不同的区域，且各区域对输入模式将具有不同的

响应特征［３５］。在输出空间中，这些神经元将形成

映射图，图中功能相同的神经元比较靠近，反之比

较疏远。若有犚维输入和犛维输出，则ＳＯＦＭ网

络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自组织特征神经网络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１包含了输入层和竞争层，根据输入向量

狆和权值犠，｜｜ｎｄｉｓｔ｜｜对输入矢量狆和神经元权

值矢量之间的距离取负，并形成一个犛维向量。

当某神经元与输入矢量达到最佳匹配时，根据

Ｋｏｈｏｎｅｎ最佳匹配单元邻域概念，在竞争层犆中

获胜的神经元输出为１，失败者为０。为了在邻域

内获得较好的聚类效果，权值需要不断修正，直至

收敛［４，６，７］。

假设犻为获胜神经元，在犻邻域犖犻（犱）内

的神经元犻的权值调整模型采用Ｋｏｈｏｎｅｎ法则：

狑犻（狇）＝ （１－犪）狑犻（狇－１）＋犪狆（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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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犻（犱）为以犻
为中心、半径为犱的神经元的几

何邻域：

犖犻（犱）＝ ｛犼，犱犻犼 ≤犱｝ （２）

　　当输入一个向量狆时，获胜神经元及其邻域

内神经元的权值将根据上述模型不断进行调整，

经过多次训练后，获胜神经元及其邻域神经元的

权值不断接近，邻域神经元对应的向量也彼此近

似，从而实现同特征或近似输入向量的聚类。

２　声速剖面的描述

声速剖面可通过声速犮或梯度犵 来描述，二

者实质上是一致的，但梯度更能直观地反映声速

剖面在各层的变化，这对于依据结构特征进行自

组织神经网络分类而言是非常必要的。除此之

外，严密的声线跟踪也是依靠层内常梯度假设进

行计算的［２］。因此，本文中声速剖面的结构采用

梯度犵的形式来描述：

犵＝
犮

犇
（３）

　　为真实反映声速在不同水层中的结构，声速

剖面变化较复杂时，深度层犇 取小值；反之，应增

大犇值。为增强梯度对声速剖面变化的反映和

聚类分析的详细度，并考虑实验水域的深度（小于

２５ｍ），本文在梯度计算中深度间隔设置为２ｍ。

３　神经网络的构造和训练

利用自组织特征神经网络实现声速剖面结构

类别划分的过程如下。

１）若输入犚个声速剖面，要求输出犛个类别

（神经元个数），则首先需赋予犚个声速剖面到犛

个输出类型之间映射的初始权值；

２）将声速剖面梯度向量输入到神经网络中；

３）根据神经元在格网上的物理位置以及初

始权值，计算神经元之间的距离；

４）根据选定的获胜神经元、神经元间的距离

和初始给定的邻域距离构造邻域；

５）反复训练网络，调整神经元权值，确保邻

域内神经元与输入向量达到最大匹配和彼此间极

大相似，最终实现分类。

上述过程中，２）～４）是一个循环过程。一旦

输入和输出间映射关系确定，输入新的声速剖面

梯度向量，经过该过程处理后，对应于该声速剖面

类别的输出神经元便可以确定。

４　神经网络参数实验及分类效果分

析

　　为验证上述分类方法的正确性，２００５年８月

２日在长江口崇头附近水域实测了２２条声速剖

面，声速剖面站的间隔为２ｋｍ，并对其进行了网

络训练和分类。

网络训练中，排序阶段学习率设定为０．９，步

长为１０００；收敛阶段学习率设定为０．０２，步长为

１。设置不同个数的神经元并分析其对网络结构和

分类结果的影响。分类结果（图２和表１）表明，较

少的神经元个数仅能对声速剖面类型进行概略划

分（２个神经元的情况）；过多的神经元不能增加新

的声速剖面类型，而只会增加网络训练量；理想的

神经元个数需对所有输入声速剖面结构有一个全

面了解后给定才比较恰当。本实验中，采用６个

神经元进行网络构造和类型划分比较合适。

图２　神经元个数与声速剖面分类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ｅｕｒｏｎｓ

ａｎｄＳＳ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表１　崇头声速剖面的类别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ｕｎｄＳｐｅ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ｔＣｈｏｎｇｔｏｕ

类别 声速剖面 说明

１ ２，３，４，８，９，１０，１２，２０
正梯度小幅度变化，声速剖面变化几

乎为直线

２ １，１１，１５，１７，１８
１０ｍ以上为较大幅度的负梯度变换

１０ｍ以下基本为小幅度的正梯度变化

３ ７，１３，１６
４ｍ以上为显著的负梯度变化

４ｍ以下为小幅度正梯度变化

４ ５，６
２ｍ以上为显著的负梯度变化

２ｍ以下为小幅度的正梯度变化

５ １４、２２

６ｍ以上为剧烈的负梯度变化，６～１６

ｍ为小幅度的正梯度变化，１６ｍ以下

为小幅度的负梯度变化

６ １９，２１
９ｍ以上为非常缓慢的负梯度变化

９ｍ以下声速梯度几乎为０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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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验证上述方法所构造网络的正确性，用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７日同水域实测的９条声速剖面检

验上述网络，并对神经元的拓扑关系、邻域内神经

元距离的计算方法和训练次数对神经网络结构以

及分类效果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网络构造中，神经元的位置分别被安置在

长方形、六边形和随机格网上（图３），网络的其他

参数同前，将崇头的９条声速剖面输入到训练后

的网络中，获得如图３所示的分类效果。从图３

可以看出，采用随机格网，分类效果不理想（剖面

１和２划分不合理）；采用长方形格网和六边形格

网，除剖面９外，其他声速剖面的类别划分均基本

一致。相对长方形格网拓扑，六边形格网拓扑所

得分类结果更趋于合理。这主要是因为声速剖面

结构更能够通过六边形格网来反映，同时它也迎

合了神经网络基于同输入向量结构最佳匹配的分

类原则。

不同神经元间的拓扑排列和距离计算方法意

味着邻域内神经元个数不同，这自然也会影响到

分类的效果。常用的距离计算方法有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Ｂｏｘ、Ｌｉｎｋ和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法
［３］，本文利用这些方法

构造神经网络并用于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７日的声速剖

面类型划分（图４）。从分类结果可以看出，Ｌｉｎｋ

模型所得邻域的网络性能最佳。分析认为，Ｌｉｎｋ

模型原理决定了邻域神经元分布在菱形上，这种

分布更易聚类近似结构的声速剖面。

完善的神经网络结构是通过不断地排列、调

整权值和训练得到的，不同次训练产生不同的网

络结构和分类结果。图５中的分类结果表明，当

训练次数为１时，分类结果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

图３　网络构造中神经元位置拓扑关系对分类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ＳＰ

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输出的声速剖面类型在不

断地调整；当训练１０次以后，输出类型变得稳定

合理，这说明输入声速剖面类型一定时，聚类网络

训练次数存在一个临界值，小于该值，训练益于网

络结构及其性能的完善，反之，只会增加计算量。

神经网络结构是通过排列和不断地调整权值

获得的。在排列阶段，邻域半径首先设定为两个

神经元间最大可能半径，然后在训练过程中逐渐

缩小为指定的调整阶段邻域半径。在这一过程

中，学习率是比较大的，主要用于快速地搜索结构

近似的声速剖面。完成上述调整后，神经网络的

排列顺序基本稳定，这时需要逐步减小邻域半径

和降低学习率，以实现邻域内神经元最大相似和

近似声速剖面极大匹配。

图４　神经元间距离计算方法对分类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ＳＰ

图５　神经网络训练次数对分类结果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ｏｆＮｅｕｒ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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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１）自组织特征神经网络利用对层内神经元

的训练，使邻域内彼此相似的声速剖面聚类，从而

实现不同类型声速剖面的分类。实践表明，无论

输入声速剖面排列顺序如何，该方法均能非常有

效地实现不同结构声速剖面的划分。

２）用于声速剖面结构类型划分的自组织特

征神经网络，需要给定合适的神经元个数、恰当的

神经元拓扑关系、确定的邻域半径和学习率，并通

过不断地学习训练才能获得。一旦神经网络的结

构确定，便可用于其他声速剖面类型的划分。

３）该方法无需先验样本，网络能够通过自动

学习实现声速剖面类型的自动划分，因而对于海

洋测量中类似分类问题（如利用声纳信号进行海

底分类）的解决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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