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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对红外影像
自适应目标进行检测

邵振峰１　李德仁１　朱先强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针对红外影像背景复杂、噪声污染严重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训练样本的形态学背景估计方法，并

将其应用于天空背景下的小目标检测及复杂自然背景下的人物目标检测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遗传算

法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其过早收敛的缺陷，还增强了算法的局部探索能力，可消除复杂自然背景的影响，并可以

有效地抑制椒盐噪声，检测结果的查准率和虚警率均有很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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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到红外探测仪和探测距离等条件的限

制，由红外目标、杂波背景以及噪声共同构成的红

外影像呈现出低信噪比、目标小且被噪声污染严

重等特点，针对红外弱目标检测方法的研究一直

是学者们所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１］。在低信噪

比、复杂背景下，目标缺乏结构信息，且极易被背

景湮没，目前许多红外目标检测算法中多采用固

定参数进行目标检测［２］，这些算法都有各自的适

用条件和使用范围。基于形状结构信息的数学形

态学方法在红外目标检测中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但是形态学处理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结构元素

的选择［３，４］，寻找出能够有效抑制背景和噪声的

目标结构元素是目标检测的关键。本文以红外背

景区域为样本，采用多种群自适应进化的遗传算

法模型求解最佳结构元素，并将其应用于形态学

ＴｏｐＨａｔ目标检测算法中。

１　改进的遗传算法

１．１　基于目标特征值的适应度衡量方法

遗传算法中，设计适应值函数时不需要其满

足连续或可导条件，只需要个体适应值非负且具

有可比性即可。首先定义一种表征目标特性的变

量———目标特征值犵（犪），对于局部区域Ω，假设中

心点犪为红外点目标，那么点犪与其邻域点之比

可以表示为目标与背景之间的对比度，考虑到噪

声等随机因素的干扰，采用如下公式表示目标特

征：

犵（犪）＝ ∑
犳（犻）∈Ω

ｅ
犳（犪）

犳（犻） （１）

将犵（犪）归一化到［０，２５５］空间中就可以作为目标

的期望值。对于某一染色体犡，根据其形态学梯

度运算所得的值，定义目标函数为：

ｔａｇ（犡）＝
１

犖∑
犖

犻＝１

（犳′（犻）－犵
犻
（犪））

２ （２）

式中，犖 为样本数目；犳′（犻）为该结构元素对第犻个

样本运算后的输出值；犵
犻
（犪）为第犻个样本的目标特

征值。这里适应度函数取为目标函数的倒数，即

ｆｉｔ（犡）＝１／ｔａｇ（犡），以目标特征值为基础构造的适应

度函数能够更合理地反映目标区域的结构信息。

１．２　自适应调整交叉算子和变异算子

借鉴文献［５，６］的思想，本文从遗传算法的特

点出发，利用父本、母本空间的相异度变量控制交

叉概率，变异概率则根据个体适应度进行调整，在

种群活力与优秀个体之间达到动态平衡，该算法

的客观性和全局收敛性都有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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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自适应交叉算子

交叉算子包括交叉概率及交叉方法的确定，

交叉概率确定的主要依据是种群的相异度和进化

代数，在交叉概率中引入这两个参数可保持种群

的多样性，提高进化效率。确定交叉概率前，首先

定义概率ｒａｔ为：

ｒａｔ＝犽１＋犽２ｄｉｆ （３）

其中，犽１，犽２＞０为可调参数，且犽１＋犽２＝１。

交叉概率ｃｒｏｓｓ为：

ｃｒｏｓｓ＝

ｒａｔ×
１

１＋狋／犜
×犘，Ｒａｔ≤０．９５

０．９５×
１

１＋狋／犜
×犘，

烅

烄

烆
其他

（４）

式中，狋为当前的进化代数；犜为最大进化代数；犘

为调节参数，用于设定交叉概率的整体范围。

自然进化理论中，相近基因型（如亲属）的结

合所得的后代致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为模拟这

一自然现象，在选择交叉操作的父本和母本时需

要加入这一先验知识。其实现策略为根据个体之

间的相异程度利用犓 均值聚类分析方法，将种群

分为父本空间Ωｆａｔ和母本空间Ωｍａｔｈ两大类。对于

犿维的个体犡犻，将其看作一个犿维的矢量珡犡犻，个

体之间的相异度ｄｉｆ（犡犻，犡犼）
可定义为：

ｄｉｆ（犡犻，犡犼）＝
珡犡犻·珡犡犼／（狘珡犡犻狘·狘珡犡犼狘） （５）

　　这种分类方法并非基于适应度来划分的，所

得到的两类个体仅仅代表的是性状差异而已，各

类中均有适应度较高的优良个体。然后随机地从

父本空间和母本空间中各取一个个体进行交叉操

作，这种基于个体差异的交叉算法可以充分挖掘

不同基因之间的潜在的优质组合，有利于增强算

法的搜索能力。父本与母本的交叉方法采用数学

交叉和启发式交叉相结合，前者能产生两个互补

的父本的线性组合，后者能根据个体的适应度信

息产生父本的线性外推：

犢１ ＝犡犻＋狉（犡犻－犡犼），犢２ ＝犡犻 （６）

犢１ ＝狉犡犻＋（１－狉）犡犼，犢２ ＝ （１－狉）犡犻＋狉犡犼

（７）

式中，狉为 ０，（ ）１ 之间的随机数。当父本犡犻 的适

应度大于母本犡犼时，则按式（６）启发式交叉方法

进行，否则按式（７）数学交叉方法进行。

如果交叉后的子代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①犢１、犢２ 不在解空间中；②犢１、犢２ 中适应度最大

的个体小于犡犻、犡犼中适应度最小的个体，则此次

交叉无效，重新产生随机数进行交叉运算。这种

交叉方法确保了父代的优良基因被传递到子代，

因此选择子代个体时，淘汰一个次优的母本和一

个次优的子代，这样在保证种群规模不变的情况

下，可以尽快淘汰劣质个体，提高算法效率，优化

搜索质量。

１．２．２　自适应变异算子

参考种群整体状态特征，按照如下方式引导

整个种群的变异过程：采用种群相异度［７］衡量整

个进化状态，表征整个种群的性状丰富程度，变异

概率大小的确定则综合个体适应度与种群相异度

进行确定。在进化初期，对于个体适应度小、种群

相异度小的子代情况，采用较大的变异率，可增大

新基因型出现的概率，扩大搜索范围；在进化末

期，优秀个体较多，此时调整为较小的变异率，一

方面可以减少优秀基因被破坏的机会，另一方面

避免不必要的盲目搜索，使得种群能够迅速集中，

提高寻优效率。定义概率犾为：

犾＝０．０１×犽犿×（１－ｄｉｆ）×
ｆｉｔ（犡）

ｆｉｔ＿（ ）ａｖｅ

犪

×

　
１

１＋狋／犜
×ｍｕｔｍａｘ （８）

设定的变异率ｍｕｔ可表示为：

ｍｕｔ＝
犾，犾＞ｍｕｔｍｉｎ

ｍｕｔｍｉｎ，犾≤ｍｕｔ
｛

ｍｉｎ

（９）

上两式中，ｄｉｆ为种群的差异度；ｆｉｔ（犡）为个体的适

应度；ｆｉｔ＿ａｖｅ为适应度均值；犽犿、犪为可调参数，且

犽犿＞０，犪＞０，通过调节犽犿 与犪可调节变异率的变

化范围，犪的值一般可取１、０．５或２；ｍｕｔｍａｘ为最

大变异概率；ｍｕｔｍｉｎ为最小变异概率。

２　基于遗传优化的形态学滤波

２．１　形态学滤波的目标检测

形态学滤波即结构元素“探针”在图像中不断

移动收集图像信息时，便可考察图像各个部分间

的相互关系，从而了解图像各个部分的结构特

征［８］。本文引入遗传算法，根据目标特征值搜索

最优结构元素，用该方法获取到的结构元素包含

目标背景的结构信息，能更加有效地检测出红外

目标。

基于形态学开闭运算方式［９］，形态学开Ｔｏｐ

Ｈａｔ算子ＯＴＨ和闭ＴｏｐＨａｔ算子ＣＴＨ可分别

定义为：

ＯＴＨ＝犉－（犉Θ犅）犅 （１０）

ＣＴＨ＝ （犉犅）Θ犅－犉 （１１）

式中，犉 为原始输入影像；犅 为结构元素。Ｔｏｐ

Ｈａｔ算子一定程度上具备高通滤波器的特性，开

ＴｏｐＨａｔ算子可以检测出图像中的灰度峰值，闭

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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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ｐＨａｔ算子对图像中的灰度波谷敏感。通过形

态学开闭运算，根据背景拟合所得的结构元素在

保证目标点不被平滑的同时，可滤除混杂在图像

中大量的噪声点即虚警点，有效降低虚警率。

若选择比目标尺寸稍大的结构元素，利用选

择的背景样本训练出的结构元素进行形态学开运

算或闭运算，那么噪声和目标可以被滤除，由此得

到的中间结果可以认为是背景，将原始影像与背

景影像进行差值操作即可得到目标影像。因此，

采用遗传算法优化ＴｏｐＨａｔ算子中的结构元素，

是红外目标检测的可行方法。

２．２　改进遗传算法优化的形态学目标检测算法

形态学滤波的关键参数为结构元素，其组成

主要包括结构元素的形状和元素数值大小，利用

遗传算法训练最优结构元素，初始固定结构元素

大小为犕×犕，滤波操作时，将结构元素与图像均

转为一维向量，则初始种群犌０ 的某一个体犡犻 可

表示为｛狓１，狓２，…，狓犕犕｝，各子元素狓犻的取值范围

为０～２５５，个体编码采用实参数编码方式，各个

体的每个基因位均直接对应结构元素的原始信

息；初始种群采用可行解空间分割的方法。具体

实现途径是：将犿维的可行解空间划分为狀个子

区间［狋犻，狋犻＋１］，子区间可以均匀划分，也可以不均

匀划分，在每个子区间中产生一个随机数，由这狀

个数的随机组合可产生狀犿 个个体。

为平衡算法的效率与解精度，当算法满足下

列任何一个条件即终止算法：① 整个种群的种群

差异度［７］小于阈值，且个体的性状均趋于一致；

② 种群中的最优个体的适应度满足要求；③ 进

化代数达到最大值。条件①表示多个结构元素所

组成的种群内各结构元素具有相似的特性，种群

达到稳定状态，继续进化不会对种群产生新的影

响，此时选择其中最大适应度个体即为最优结构

元素；条件②为保证计算过程中不会因为种群变

化遗漏最优结果；条件③则是算法在无法满足前

两个条件时，不会陷入死循环，此时在最后种群中

选择适应度最高的个体为最优结构元素。

遗传算法训练结构元素的流程图可描述为：

① 初始化进化参数，主要包括稳定种群与探索种

群的交叉、变异概率范围、最优适应度阈值、最大

进化代数、初始种群规模、调节参数；② 在可行解

空间中，按照子空间划分方式产生大小为犖 的初

始种群犌０，进行第一代狋＝０进化计算；③ 按照适

应度阈值ε将种群划分为稳定子种群犌^狋＝｛犡犻｜

ｆｉｔ犡犻＞ε｝和探索子种群
珚犌狋＝｛犡犻｜ｆｉｔ犡犻＜ε｝；④ 对

子种群犌^狋和珚犌狋 分别计算当前子代的交叉概率，

杂交后得到杂交种群犌^狉狋和珚犌狉狋；⑤ 对杂交种群犌^狉狋

和珚犌狉狋分别变异后选择其中适应度高的个体，组成

下一代种群犌狋＋１；⑥ 根据三个终止准则判断算法

是否终止，如果不是，则转至③进行下一代进化，

进化代数狋增加一代；如果是，则从最新种群犌狋＋１

中选择适应度最高的个体作为最优结果输出，结

束算法。

在以上执行流程中，初始种群的产生过程保

证了初始种群可均匀分布于可行解空间中，同时

可以有效避免性能接近的个体入选，避免算法过

早收敛；流程中探索种群中较大的交叉和变异概

率保证了个体之间基因信息的充分交换及新基因

群的产生，而稳定子种群采用较小的交叉、变异概

率可保证最优价值的优良基因保留至下一代，这

既拓展了优化搜索的范围，也促进了收敛速度的

加快和搜索迭代次数的降低，进而使总的优化搜

索效率得以明显提高。图１为在设定不同的最大

进化代数限制下，传统算法和本文优化后的遗传

算法收敛到最优结果所需要的迭代次数，当所设

定的最大进化代数越大，算法运行周期也随之增

长，在设定相同的终止条件下，本文优化算法的收

敛速度快于传统算法，算法效率更高。

图１　遗传算法收敛速度对比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ｐｅ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Ａ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Ａ

３　红外影像自适应目标检测实验

３．１　遗传优化算法目标检测实验

以一幅天空背景的含有点状小目标的红外影

像为例，图像大小为２５６像素×２００像素，目标灰

度均值为２１０，背景均值为１４５，图像灰度方差为

３８．６，信噪比为１．６８，目标检测流程如图２所示。

首先从图像背景区域随机选择２４个背景样本数

据，利用本文所提出的遗传训练算法，依据收敛条

件②在第３５代求得最优５×５大小的结构元素。

由于目标亮度高于背景，采用形态学开运算即可

估计出红外背景影像，将背景影像与原始影像进

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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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差值计算并二值化后，即可得到目标检测结果。

图２　红外目标检测流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Ｔａｒｇｅ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实验影像选择自然复杂

背景下的人物影像及天空背景下的弱小红外目标

影像，分别验证算法在多目标红外影像、复杂背景

及低信噪比条件下的适应度。图３为不同背景、不

同信噪比条件下单目标检测的实验结果。采用的

检测参数为：训练样本≤４０，初始种群为可行解空

间分割法，种群规模为１００，种群相异度阈值为０．１，

最优个体适应度阈值为０．９５，交叉概率调节参数

为０．７５，最小最大变异概率为０．００１～０．０１，最大

进化代数为１００，结构元素大小为５×５。

图３　单目标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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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为对多目标红外影像及人为加入椒盐噪

声情况下的红外目标检测实验。对于图中尺寸较

大的目标，检测出来的目标中心偶尔会有少量的

断裂，其原因是所选结构元素的形状有时不能很

好地检测目标的细节信息。针对这种情况，算法

中加入二值形态学的开、闭运算进行后续处理，以

去除毛刺，填补空洞，保证目标的完整性。实验表

明，算法对复杂背景影像的目标检测比较有效，并

且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背景、不同程度噪声污染

影像的检测需要。

３．２　与传统算法对比分析

选择两组算法作为对比，第一组为采用传统

的中值滤波与固定结构元素的形态学滤波进行目

图４　多目标及噪声污染红外影像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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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检测，第二组为采用经典遗传算法优化 Ｔｏｐ

Ｈａｔ形态学结构元素，遗传算法中采用固定交叉

概率与变异概率，分别为０．５、０．００５，进化过程采

用单一种群随机配对方式，数据均采用在实际背

景图像数据中嵌入模拟小目标来进行计算机仿真

所得的数据集，嵌入的目标大小为２×３，按照信

噪比大小１．５、２、２．５分为三组，每类信噪比条件

下仿真出１００幅影像作为影像库，检测结果以平

均查准率和平均虚警率作为衡量指标，具体结果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目标检测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ａｒｇｅ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ＮＲ

传统算法
经典遗传Ｔｏｐ

Ｈａｔ算法

优化遗传Ｔｏｐ

Ｈａｔ算法

查准率

／％

虚警率

／％

查准率

／％

虚警率

／％

查准率

／％

虚警率

／％

１．５ ７６．２ ３３．３ ８２．６ ２２．３ ８７．５ ２０．８

２ ８０．０ ２６．６ ８６．４ １２．５ ９２．０ ８．０

２．５ ８５．７ １４．３ ９４．７ ８．４ １００．０ ４．３

　　从表１可以看出，与传统算法相比，利用遗传

算法优化的 ＴｏｐＨａｔ目标检测算法无论在查准

率还是虚警率指标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

算法对低信噪比条件下的红外小目标具有较强的

适应性，当目标背景信噪比达到２．５时，即可保证

目标完全被检测出来，且保持较低的虚警率。采

用经典遗传算法的检测结果要明显优于传统算

法，但是相较于优化遗传算法在查准率上要低

５％～６％，且虚警率较高。

图５为在低信噪比ＳＮＲ＝１．５条件下三种算

法的检测效果对比，图５（ａ）、５（ｂ）为模拟图像，各

有一个小目标，图５（ｃ）～５（ｅ）、图５（ｆ）～５（ｈ）分

别为相应图像在传统算法、经典遗传ＴｏｐＨａｔ算

法和优化遗传 ＴｏｐＨａｔ算法下的检测结果。可

见，图５（ｃ）中误检出一个假目标，图５（ｆ）则漏掉

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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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目标。经典遗传算法虽然不会造成目标遗漏，

但是均检测出虚假目标，而经过优化的遗传算法

检出的结果则比较理想。

图５　仿真实验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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