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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危险理论与影像目标检测的内在联系，用危险理论解释了影像目标检测的整个过程，并提出了

一种面向影像目标检测的危险模型。该模型将目标检测的过程视为一种生物免疫系统检测危险抗原的过程，

其中兴趣目标被视为“危险抗原”，目标检测器被视为一种“抗原提呈细胞”。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车辆目标

检测实验，说明了危险理论在影像目标检测中应用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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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上有关危险理论在人工免疫系统

中的应用研究刚刚起步，其实际应用主要在计算

机入侵检测和数据开采等方面［１５］。

卫星遥感影像是获取地面目标信息的一个重

要来源，如何从遥感影像中自动化和智能化地检

测各种地面目标一直是遥感应用领域的研究热点

和难点。人的视觉系统对目标的检测是以学习和

记忆为前提的，其检测过程是一个从学习、记忆到

识别的过程。而自然免疫系统对危险的响应也是

一个从学习、记忆到反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免疫系统能够自适应地检测和识别入侵到机体中

的各类抗原，并对危险性抗原作出及时的免疫响

应。因此，研究和引入免疫智能理论会为解决影

像目标检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问题带来新的思路

和契机。

本文力图通过对危险理论和影像目标检测之

间内在关系的探讨，将危险理论应用于解决遥感

影像目标检测问题，为建立影像处理的免疫智能

系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危

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模型，然后讨论了危险理论

与影像目标检测的内在联系，并结合卫星影像车

辆检测问题，提出了将危险理论应用于影像目标

检测的模型与算法。最后，通过在高分辨率卫星

影像车辆目标检测应用的实验，说明了危险理论

在影像目标检测中应用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１　危险理论

危险理论是免疫学者 Ｍａｔｚｉｎｇｅｒ提出的有别

于传统“自己异己”理论的一种免疫理论，该理论

的中心思想就是免疫系统不应该对“异己”而是对

“危险”进行应答。就像“自己异己”理论，它最基

本的任务就是进行这两种个体的区分，危险理论

的最终问题也是转向了应该对什么进行反应［６８］。

图１展示了危险理论进行免疫应答的过程模

型。当有抗原入侵时，犅 细胞与抗原相结合，并向

犜辅助细胞发出产生抗原识别信号。如果入侵的

抗原导致了细胞非正常死亡，则受损细胞会发出

危险信号，这些信号被抗原提呈细胞（ａｎｔｉｇ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ｅｌｌｓ，ＡＰＣ）感知，然后由抗原呈递细胞

向犜辅助细胞发出危险确认信号，犜辅助细胞在

接收到抗原识别信号和危险确认信号之后，激活

免疫响应，消灭引发危险的抗原。根据这一危险

响应模型，机体只有同时接收到抗原识别信号和

危险确认信号，才会激发免疫反应；如果只接收到

其中之一，则不会发生免疫反应。

２　影像目标检测的危险模型

２．１　目标检测与危险理论的关系

根据基于危险理论的免疫学原理，任何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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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危险理论的免疫响应模型

Ｆｉｇ．１　Ａｎ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ｎｇ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的抗原需要经过两个防御层，一个是物理防御层

（如皮肤和眼泪等），该层将抵御部分抗原；另一个

是自适应防御层，危险响应是在该层中进行的。

由于入侵到自适应防御层的抗原并非都是有害

的，免疫系统并不会对所有的入侵抗原都发生免

疫反应，而是通过对危险信号的感知来发现其中

的危险抗原，然后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消灭这些危

险抗原。

　　 对于影像目标检测问题，在待检测影像的背

景中往往存在多种目标，这些目标中既有兴趣目

标，又有非兴趣目标。影像目标检测的过程一般

包括影像预处理、目标兴趣域的获取、兴趣目标的

提取和目标的分类与标记４个步骤。如图２所

示，这４个步骤与免疫系统的危险响应步骤具有

内在的对应关系。其中，目标均可视为入侵的“抗

原”，影像预处理对应于“物理防御层”，该层将消

除或减少背景噪声（即部分“抗原”）；目标兴趣域

的获取对应于免疫系统中犅 淋巴细胞与抗原的

结合，用于探测是否存在目标（即感知是否有抗原

入侵）；兴趣目标的提取对应于 ＡＰＣ对危险信号

的感知，即提取兴趣目标的特征，并将它们提交给

目标分类器；目标的分类和标记与犜辅助细胞的

作用类似，它会根据信号的强度来决定是否实施

免疫响应，即根据提取出的目标特征来确定是否

进行兴趣目标的标记。由于危险信号通常发生在

抗原入侵之后，其感知过程一般也发生在有抗原

入侵之后。因此，图２中将危险感知放在抗原感

知之后。

图２　目标检测与免疫响应的过程对照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ａｒｇｅ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２．２　危险感知网络

免疫系统是通过ＡＰＣ来感知危险信号（Ｄｓ）

的，并将危险抗原的特征提呈给免疫细胞，促使其

产生免疫响应。免疫系统往往要面对各色各样的

抗原和危险，一个ＡＰＣ一般只能感知一种或几种

危险信号，而ＡＰＣ群则能感知成千上万种危险信

号，使得免疫系统能应对各种病变。在免疫系统感

知危险信号的过程中，ＡＰＣ与 Ｄｓ之间，ＡＰＣ与

ＡＰＣ之间，以及ＡＰＣ与犜辅助细胞（Ｔｈ）之间相互

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网络，即危

险感知网络（ＤＰＮＥＴ）。免疫系统正是依赖于这种

独特的网络机制来实现对危险的感知。

ＤＰＮＥＴ是一种以ＡＰＣ为主体的动态网络，

该网络在感知危险信号的过程中不断地进化

ＡＰＣ，直到产生合适的ＡＰＣ群体为止。如图３所

示，在ＤＰＮＥＴ中，ＡＰＣ与Ｄｓ的连接权值犠犇表

示了ＡＰＣ能否感知对应的Ｄｓ，这些权值的取值

一般为１或０，权值为１表明ＡＰＣ能感知该Ｄｓ，

权值为０表明不能感知该Ｄｓ。ＡＰＣ与Ｔｈ的连

接权值犠犜反映了该ＡＰＣ向Ｔｈ传递的“危险确

认信号”的强度，Ｔｈ将根据各个 ＡＰＣ传递的“危

险确认信号”的强度来决定是否产生免疫响应。

在ＡＰＣ的进化过程中，ＤＰＮＥＴ采用了两种进化

形式：一是网络增长，即向网络中添加新的ＡＰＣ。

二是网络剪枝，即将不能感知危险信号的ＡＰＣ从

网络中删除。图３显示了基于ＡＰＣ的危险感知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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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构架与及其增长和剪枝两种操作过程，图３

（ｂ）中ＡＰＣ与Ｄｓ之间的虚线表示它们的连接权

值为０；实线表示它们的连接权值为１；虚圆框中

的ＡＰＣ是在剪枝过程中被删除的 ＡＰＣ；粗方框

中的ＡＰＣ是机体新产生的一组ＡＰＣ，这些ＡＰＣ

可以是随机生成的，也可以是通过对原有ＡＰＣ的

复制体进行变异得来的。图３（ｃ）显示了经增长

和剪枝之后新生成的一个ＤＰＮＥＴ。

图３　基于ＡＰＣ的危险感知网络构架与操作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Ｗｏｒｋ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ｎｇｅ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ＰＣ

２．３　面向目标检测的危险感知方法

ＤＰＮＥＴ是危险理论的核心内容。利用危险

理论解决实际的目标检测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相应

的ＤＰＮＥＴ。

目前，关于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上进行车辆

检测的研究尚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基于上

下文的方法［９］和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１０］。前者

要求有完整的道路及其周边环境的ＧＩＳ数据，且

对密集车辆的检测效果不佳；后者要求有足够多

的包含车辆和不含车辆的道路背景样本。然而，

在实际车辆检测中，往往不能获得满意的或足够

多的样本，尤其是道路背景样本。由于在高分辨

率卫星影像上，与道路背景相比，车辆色彩和形态

较有规律，变化形式有限，样本获取相对容易，因

此，希望只通过对车辆样本的学习来获得一组车

辆检测器，正如ＤＰＮＥＴ通过对危险信号的学习

来获得一组ＡＰＣ一样。

对于车辆检测而言，在待测影像路面上存在

的车辆和道路标记等可视为入侵的“抗原”，其中

车辆是“危险抗原”，车辆所引起的路面变化可视

为“Ｄｓ”，感知这些变化的检测器可视为“ＡＰＣ”。

车辆的检测过程如图２所示。

２．３．１　图像预处理层（即物理防御层）

该层将消除或减少诸如道路标记和油污等背

景噪声（部分抗原）。本文采用了一种双边滤波的

方法对图像进行预处理，该滤波方法将传统的

Ｇａｕｓｓ滤波器的权系数优化成Ｇａｕｓｓ函数和图像

的亮度信息乘积的形式，优化后的权系数再与图

像作卷积运算［１１，１２］。这样，在滤波时不仅考虑了

图像的亮度信息，而且在滤除图像噪声的同时又

尽量保持了图像的边缘信息。

２．３．２　候选目标的特征获取

在遥感影像上，道路上的目标一般都有较典

型的形态，比如车辆轮廓呈矩形，道路斑马线呈线

条状等，这些形态信息反映了道路中存在“入侵”

的目标，正如抗原识别信号表示有抗原存在一样。

这些形态信息的获取对于最终发现兴趣目标有着

重要意义。

为了提取这些形态信息，本文采用了一种形

态学轮廓提取的方法，对于图像中的任一点狓，其

形态处理定义为：

犌（狓）＝犳（狓）!犵－犳（狓） （１）

式中，犵是一个大小为３×３、元素均为１的结构元

素；犳是待处理的灰度图像；犳!犵 表示形态学的

膨胀操作。该形态处理能突出路面上目标的轮

廓，尤其是车辆的轮廓，从而方便了对车辆目标特

征信息的提取和学习。

２．３．３　兴趣目标的检测与危险感知网络

车辆是兴趣目标，即“危险抗原”。依据危险

理论，需要建立一个ＤＰＮＥＴ来学习目标检测器，

从而实现对车辆的“感知”。

依据车辆的特点，本文设计了一个车辆检测

器（ＡＰＣ），它源于车辆形态处理结果。由于在分

辨率为０．６ｍ的影像上，大小为１５像素×１１像

素的区域可包含绝大多数的车辆，故设定图像模

板的大小为１５像素×１１像素。通过匹配，它们

可以感知车辆所引起的路面变化特征。

根据ＤＰＮＥＴ的构架和操作，本文提出了一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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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车辆检测器的学习流程。该流程通过对车辆样

本的学习来生成一组优化的检测器，其中车辆样

本是从不同道路片断采集的、与检测器模板大小

相同的经形态变换之后的车辆图像。该学习流程

涉及的概念和操作的含义如下。

１）“感知力”。它指的是一个目标检测器与

某一个目标特征之间的结合或匹配程度。其值越

高，则该检测器对该目标的探测能力越强。对于

车辆检测问题，“感知力”用相关函数表示，定义

为：

犚＝

∑
犔－１

狓＝０
∑
犓－１

狔＝０

（狑狓，狔）－珚狑）（犳（狓，狔）－珔犳）

∑
犔－１

狓＝０
∑
犓－１

狔＝０

（狑（狓，狔）－珚狑）槡
２

∑
犔－１

狓＝０
∑
犓－１

狔＝０

（犳（狓，狔）－珔犳）槡
２

（２）

式中，犓 和犔 表示检测器图像模板的长宽，本文

中 犓＝１５，犔＝１１；狑（狓，狔）是模板中的元素；

犳（狓，狔）是待测图像在（狓，狔）处的灰度值；珡狑 是

图像模板的平均灰度值；珚犳是待测图像中以（狓，狔）

为中心的大小为犓×犔范围内的平均灰度值。犚

值越大，则感知力越大。

２）“感知浓度”。它指的是一个目标检测器

能发现的样本目标数目占待测目标总数的比率，

即正确检测率，其值越高，表明该目标检测器能发

现的样本目标就越多。对于某个车辆检测器犻，

其“感知浓度”的具体定义为：

τ（犻）＝
犿（犻）

犖
（３）

式中，犖 是车辆样本总数，犿（犻）是第犻个目标检

测器能发现的车辆数目，即该目标检测器与所有

车辆样本的“感知力”中大于设定的“感知力”阈值

的数目。τ值越大，则“感知浓度”越大。

３）“相似度”。它指的是目标检测器之间的

相似程度，其目的是发现检测器群体中的冗余度。

对于车辆检测问题，本文采用了与“感知力”一样

的相关函数来定义。

４）“网络增长”。该操作的目的是产生尽量

多的检测器，以保证对所有车辆样本实现感知，同

时保持检测器群体的多样性，以寻求产生更优的

检测器。其操作包含有３个过程：① 对于每一个

车辆样本，找出与这个样本“感知力”最大的检测

器，若该检测器与它的感知力小于给定的增长阈

值ε，则将该目标作为新增的检测器加入到检测

器群体中。该操作相当于将目标及其特征直接记

忆在检测器群体中，以便日后识别。② 依据设定

的增长率η（η∈［０，１］），随机地产生η×犖（犖 为

检测器总数）个检测器，把它们作为新增的检测

器，加入到检测器群体中。③ 先按“感知浓度”对

所有的检测器排序，对“感知浓度”最小的检测器

按设定的变异率ζ对检测器实施变异，将变异后

的检测器作为新增的检测器，加入到原有的检测

器群体中（变异前的检测器仍保留在其中）。本文

采用的变异操作是从待变异的检测器模板图像

中，依照变异率ζ（ζ＝０．１），随机地选择１６个像

素，然后随机地互换它们的灰度值。

５）“网络修剪”。该操作的目的是去除检测

器群体中的冗余，以保证得到最小化的感知网络，

从而实现用尽可能少的检测器来感知尽可能多的

车辆样本。其操作规则为：① 如果一个检测器的

感知浓度在持续的若干时间（或若干迭代次数）中

始终为０，则把该检测器从检测器群体中去除。

② 计算所有检测器两两之间的相似度，若其值大

于设定的修剪阈值ζ，则按以下规定操作：若两个

检测器能识别的车辆样本数相等，所识别的车辆

个体也一样，则根据它们各自与所有车辆样本的

平均感知力，去除平均感知力小的检测器；若两个

检测器能识别的车辆数不相等，且能识别较多车

辆样本的检测器中已包含了另一个检测器所能识

别的所有车辆样本，则去除识别较少样本的检测

器。

６）“成熟”判据。该判据用于决定是否终止

网络学习。一般认为，如果网络中的检测器群体

能识别所有车辆，且检测器总数在连续的若干次

学习中不再变化或者学习次数超过了设定的阈

值，则停止学习，认为检测器均已成熟。

２．３．４　目标确认与标记

在危险感知网络中，各检测器与待测目标的

感知力均传递给 Ｔｈ，由 Ｔｈ进行目标确认。Ｔｈ

是一种比较分类器，其输出定义为：

犚＝
１，如果ａｒｇｍａｘ（狆（犻））＞δ（犻＝１，…，犖）

０，｛ 其他

（４）

式中，犚是比较分类器的输出；δ是危险确认信号

的强度阈值，即目标确认阈值；犖 是检测器的总

数；狆（犻）是第犻个检测器与待测目标的感知力。犚

＝１表示存在危险抗原，即待测目标是车辆；犚＝０

表示不存在危险抗原，即待测目标不是车辆。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中使用了来自于Ｓｐａ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网站的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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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鸟”全色卫星图像数据。这些图像中包含有不

同的城市场景和路面。图像中的大多数车辆大约

５～１０个像素长，３～５个像素宽。对于任一个选

择的道路片断图像，道路都预先由人工提取出来，

车辆检测只在提取出的道路表面进行。为了建立

车辆样本数据库，从１０幅城区遥感影像中提取了

总共２５０辆车辆样本，每个图像样本的大小为１５

像素×１１像素，这些样本代表了车辆检测中大多

数典型和复杂的情况。

建立车辆样本库以后，就使用这些样本进行

检测器学习。随机抽取５０个车辆样本作为初始

检测器库，然后按照§２中介绍的算法，利用样本

图像库对这些检测器进行训练。在实验中，网络

参数的设定尚无现成规律可循，根据经验设定增

长率η＝０．１，修剪阈值ζ＝０．７，危险确认信号强

度阈值δ＝０．７，感知力增长阈值ε＝０．７。通过

４０次迭代学习，最后得到了３８个车辆检测器。

训练结束之后，用学习获得的车辆检测器对

８幅卫星局部影像进行了测试，检测结果如表１

所示。图４显示了一幅城区局部影像及其主干道

路上的车辆检测结果，从图中可见，对于不同形式

的主干道路或路面，本文算法均能检测出绝大多

数的车辆，对于车辆较密集的地区（如影像左侧立

交桥下的交叉路口处），亦能取得较好的检测结

果。

图４　一幅卫星影像车辆检测结果（黑框

表示道路上被检测出的车辆）

Ｆｉｇ．４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ＤａｒｋＰｉｏｎｔｓＭｅａｎ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为了比较本文算法的性能，将本文算法与目

前最新的卫星影像车辆检测方法———基于形态共

享权神经网络（ＭＳＮＮ）的车辆检测方法
［１０］进行

了比较，其中采用了与ＤＰＮＥＴ同样的车辆样本

对 ＭＳＮＮ进行训练。两种方法的检测统计结果

见表１，其中，检测率为正确检出的车辆数与车辆

总数之比。

从表１中不难发现，对于不同影像，ＭＳＮＮ

的检测率为 ７０．２％～ ９１．３％，平均检测率为

８０．１％；ＡＢＮＥＴ的检测率为８０．３％～１００％，平

均检测率为８７．１％。两种方法的检测率均随着

表１　二种车辆检测方法统计结果

（ＭＳＮＮ方法结果／本文方法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Ｖｅｈｉｃｌ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ＳＮＮ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场景 车数 正确检出数 漏检数 误检数 检测率 ％

１ ２３ ２２／２３ １／０ ０／０ ９１．３／１００

２ ３８ ３１／３４ ７／４ １／１ ８１．５／８９．４

３ ５１ ４０／４５ ９／６ ８／４ ７８．４／８８．２

４ ４５ ３８／４１ ７／４ ６／４ ８４．４／９１．１

５ １３１ １０１／１１０ ３０／２１ １７／９ ７７．１／８３．９

６ １５８ １１１／１２７ ４７／３１ ２２／１３ ７０．２／８０．３

７ ２８０ ２１０／２３５ ７０／４５ ３５／１８ ７５／８３．９

８ ６７７ ５８４／６０７ ９３／７０ ８９／４８ ７６．２／８３．６

道路表面的复杂程度和车辆密集程度的增加而降

低，其中 ＭＳＮＮ的平均误检率较ＤＰＮＥＴ高出近

一倍，这主要是由于 ＭＳＮＮ 方法未经过双边滤

波，且没有对非车辆目标进行训练，因此对道路中

出现的一些路面标记和树木等噪声较敏感。对于

漏检情况，ＭＳＮＮ 的平均漏检率也较 ＤＰＮＥＴ

高，这主要是由于 ＭＳＮＮ 方法较依赖于样本学

习，对于未经学习的车辆样本检测能力有限。而

ＤＰＮＥＴ利用一组经过优化的检测模板进行车辆

识别，它们能记忆大量的各类车辆的形态特征，因

而具有较高的识别能力。可见在有限样本的情况

下，尤其是在只有目标样本的情况下，本文提出的

方法更具有优势。

４　结　语

危险理论是免疫学领域内一个新兴的理论，

主要论述的是自然免疫系统并不是根据“自己异

己”的区分来运行，而是根据对危险的识别来运

行。目前有关危险理论在人工免疫系统中应用的

文献仍然不多，对危险理论自身的研究也有待进

一步深入，但已有的应用成果表明这是一个具有

潜力的研究领域，至少它会促进人工免疫系统的

进步。本文将危险理论贯穿于目标检测的整个过

程，揭示了危险理论与目标检测的内在联系，提出

了相应的危险感知模型，并将其用于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车辆目标检测，为危险理论在目标检测中

的应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今后进一步的工作

包括将本文方法与 ＭＳＮＮ 结合，进一步改进

ＭＳＮＮ方法，以及完善面向目标检测的危险感知

模型，使其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和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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