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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于粒子群算法与 ＢＰ 神经网络算法相结合的 ＰＳＯ⁃ＢＰ 算法，在对其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将
这一算法应用到图像复原的研究中。 在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模型中，一方面用 ＢＰ 算法将各个训练样本

的误差进行反传，并用原始图片作为参考共同修正 ＢＰ 算法的权阈值；另一方面又通过正向粒子群算

法及 ＢＰ 自身算法对复原图像进行优化。 最后通过算法分析和实验数据验证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的复

原效果优于同类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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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退化和图像复原互为因果关系，由于各种

外部和内部因素而导致图像质量的降低，我们称之

为图像退化，其为因；而改善图像质量的数字图像处

理技术，我们称之为图像复原（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其
为果。 图像复原通常是指应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学理

论，研究如何建立数学算法模型，把退化了的图像还

原成原始图像，简而言之，图像复原过程就是退化的

一个逆过程。 图像复原对于图像分析、模式识别、特
征元素提取等图像的进一步研究意义重大，已广泛

用于科学研究、工程实践和日常生活中。

１　 图像退化与复原模型

图像的老化，可以视为以下这样的一个退化过

程：退化函数的影响（致使图片模糊，褪色等），叠加

可加性噪声的影响［１］。 本文研究的图像退化复原

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原始图像 ｆ（ｘ） 经过一个算子或系统 Ｈ 作用后，

和加性噪声 η（ｘ） 相叠加，形成退化后的图像 ｇ（ｘ），
这一退化过程的表达式为：ｇ（ｘ，ｙ） ＝ Ｈ［ ｆ（ｘ，ｙ）］ ＋
η（ｘ）；Ｈ［∗］ 在这里是指所有导致图像退化外在原

因的函数集合。 ｆ′（ｘ，ｙ） 是经过复原函数矫正后获

图 １　 图像退化复原模型

得的复原图像［２］。

２　 粒子群算法和 ＢＰ 神经网络

２．１　 粒子群算法

粒子群算法是通过模拟鸟群觅食行为而发展起

来的一种随机搜索算法［３］。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粒

子群优化算法，是以一个群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相

互协作和共享信息从而寻找最优解来作为基本思路

的。 设定搜索空间是 Ｄ 维的，由 ｍ 个粒子组成的一

个种群，粒子的速度和位置就可以通过 ＰＳＯ 公式来

更新［４］。
ＰＳＯ 公式：

　 Ｖｉ ＝ ωＶｉ ＋ ｃ１ｒ１（ｐｂｅｓｔｉ
－ ｘｉ） ＋ ｃ２ｒ２（ｇｂｅｓｔｉ

－ 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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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 ＝ ｘｉ ＋ Ｖｉ

　 　 ｃ１，ｃ２ 是学习因子或者加速系数，一般为正数，
通常等于 ２；ｒ１，ｒ２ 取值范围通常是［０，１］ 的随机数。
２．２　 ＢＰ 神经网络

ＢＰ（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神经网络是一种按照误

差逆向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神经网络［５］。 简

单的神经网络由输入层 、隐含层和输出层组成，假
设有 ａ 个训练样本，即有 Ｐ 个输入输出（Ｉｐ，Ｔｐ），ｐ ＝
１，２，…，ａ；输入向量 Ｉｐ ＝ （ ｉｐ１，…，ｉｐｍ） Ｔ，目标输出向

量 Ｔｐ ＝ （ ｔｐ１，…，ｔｐｎ） Ｔ，最终输出向量 Ｏｐ ＝ （ｏｐ１，…，
ｏｐｎ） Ｔ；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３ 层神经网络拓扑图

ｗ ｉｊ 是输入向量的第 ｊ（ ｊ ＝ １，…，ｍ） 个分量到输

出向量的第 ｉ（ ｉ ＝ １，…，ｎ） 个分量的权重。 第 ｉ个神

经元的输出可以表示为：ｏｐｉ ＝ ｆ ∑
ｍ

ｊ ＝ １
ｗ ｉｊｘｐｊ( ) ，ｉｐｍ ＝ － １，

ｗ ｉｍ ＝ （第 ｉ个神经元阈值）。 则在第 ｐ个输入模式下

输出方差为：Ｅｐ ＝
１
２ ∑

ｎ

ｉ ＝ １
（ ｔｐｉ － ｏｐｉ） ２，ｐ ＝ １、２…ａ；ａ 个

样本对经过正向传递运算后，网络的总误差为：ＥΣ ＝

∑
ａ

ｐ ＝ １
∑

ｎ

ｉ ＝ １
（ ｔｐｉ － ｏｐｉ） ２。

ＢＰ 网络的训练目的就是使误差最小，沿着相对

误差平方和的最速下降方向，连续调整网络各层连

接权值和阀值。 根据 Ｗｉｄｒｏｗ⁃Ｈｏｆｆ 学习规则，沿负

梯度方向调整连接权 ｗ ｉｊ 的修正量为：Δｗ（ ｉ，ｊ） ＝

－ η
∂ＥΣ

∂ｗ ｉｊ

＝ － η∑
ａ

ｐ ＝ １

∂Ｅｐ

∂ｗ ｉｊ
；设迭代 ｎ 次，则网络 ｊ 层到 ｉ

层的连接权的迭代关系为 ｗ ｉｊ（ｎ ＋ １） ＝ ｗ ｉｊ（ｎ） － η
∂ＥΣ

∂ｗ ｉｊ
；重复上述过程，修正各层神经元间的连接权系

数，最终使其达到或接近误差阈值允许范围内的期

望输出值［６］。

３　 ＰＳＯ⁃ＢＰ 算法优化及调整方法

３．１　 粒子群 ＰＳＯ 算法优化

粒子群算法是一种全局优化的随机搜索仿生算

法，隐含并行性，根据个体的适配信息进行搜索，不
受函数约束条件的限制，如连续性、可导性等。 但是

对高维复杂问题，往往会遇到早熟收敛和收敛性能

差的问题，无法保证收敛到最优点，这时一般的优化

方法是引进收敛因子 Ｋ 是用来保证函数的收敛性。
Ｖｉ ＝ Ｋ［Ｖｉ ＋ ϕ１ｒ１（ｐｂｅｓｔｉ

－ ｘｉ） ＋ ϕ２ｒ２（ｇｂｅｓｔｉ
－ ｘｉ）］

式中， Ｋ ＝ ２

｜ ２ － ϕ － ϕ２ － ４ϕ ｜
，ϕ ＝ ϕ１ ＋ ϕ２，ϕ ＞

４；通常取 ϕ 为 ４．１，则 Ｋ ＝ ０．７２９。 实验表明，使用收

敛因子 Ｋ 的 ＰＳＯ 比使用惯性权重的 ＰＳＯ 算法拥有

更快的收敛速度。
３．２　 ＢＰ 网络结构优化

ＢＰ 算法简单、计算量小、并行性强，是目前最成

熟的神经网络算法。 但凡事皆有利弊，ＢＰ 神经网络

也不例外。 总的来说，ＢＰ 神经网络存在以下缺点：
ＢＰ 神经网络求解时很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而得不

到全局最优值。
针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缺点，一般采用下列方

法对 ＢＰ 算法进行改进：
１） 选取合适的初始权值以及修正权值，训练是

从某一起始点沿误差函数的斜面逐渐达到误差最小

值，初始值一旦确定，就注定了网络收敛的方向，所
以选择合适的初始值就显得特别重要，只有通过多

次随机训练最后选择效果最好的那个初始值；或借

用退火思想调整 Ｅ，允许 Ｅ 按照一定概率上升以增

加跳出局部极小的可能；或弹性调整权值变化方向

和大小，以改进误差函数。
２） 增加动量项：主要思想在于让第 ｎ 次迭代时

的权值的更新部分依赖于第 ｎ － １ 次的权值。 即公

式：Δｗ ｊｉ（ｎ） ＝ η·δ ｊ·ｘ ｊｉ ＋ αΔｗ ｊｉ ，动量因子 一般选取

０．１～０．８。 引入动量项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加

大搜索步长，能加速算法收敛。 另一方面可以降低

网络对误差曲面局部调节的敏感性，从而有效地抑

制了网络陷入局部最小值。
３）改变网络结构：网络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隐

含层数与隐含节点数目，隐含节点过多，正面效应很

容易提高精度，负面效应会造成网络结构庞大，性能

下降。 按照实验的数据统计，隐含层一般取 ２０ ～ ４０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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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较好［７］。
４）采用自适应调节学习率：对学习率（或步长）

的改进。 修正量大小受学习率控制，学习率的大小

对收敛速度和训练结构影响很大。 步长小训练收敛

稳定，但时间长、速度慢；反之，步长大可以加速收敛

但容易导致震荡或发散；所以采用自适应调节学习

率显得特别重要。
３．３　 ＰＳＯ⁃ＢＰ 模型的自身优化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模型一方面用 ＢＰ 算法对各

个训练样本的误差进行反传，并以辅助原始图像作

为参考，共同修正 ＢＰ 算法的权值和阈值；另一方面

又通过正向粒子群算法，寻找个体极值和全局的最

优值，再进行解码并更新 ＢＰ 算法的权值和阈值。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从寻找初始权值到对 ＰＳＯ 算法进

行优化，同时也对隐含层的网络结构进行优化。 通

过调整输入节点与隐含层节点的联接强度和隐含层

节点与输出节点的联接强度以及阈值，使误差沿梯

度方向下降，经过反复学习训练，最终得到最小误差

相对应的网络权值和阈值。
为避开饱和区，提高训练速度和灵敏性，要求输

入数据的值在 ０～１ 之间，所以先要对数据进行归一

化处理，通常的做法是将要复原图像的初始灰度值

统一除以 ２５５，这样输入数据就由［０，２５５］转换到了

［０，１］。

４　 基于粒子群优化的 ＢＰ 神经网络图
像复原

４．１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步骤

一个群体规模为 ｍ 的网络，构造优化 ＰＳＯ⁃ＢＰ
算法模型，从而得到误差最小的最佳 ＰＳＯ⁃ＢＰ 网络

结构。 采用 ３×３（像素）窗口在退化图像上滑动取

样，其 ＰＳＯ⁃ＢＰ 优化训练流程图，如图 ３ 所示。
该算法的学习过程包括“ ＰＳＯ 信息的正向传

播”和“ＢＰ 误差的反向传播”２ 个过程。 实际输出与

期望输出的差即是误差，ＰＳＯ⁃ＢＰ 优化模型就是通

过对各层神经元权阈值的不断修正，让误差函数沿

梯度方向下降。 这种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使得总的误

差一直减少，最终达到误差平方和小于目标误差

ΣＢＰ的目的［８］。

图 ３　 ＰＳＯ⁃ＢＰ 优化训练流程图

４．２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 ＭＡＴＬＡＢ 平台程序实现

我们在 ＭＡＴＬＡＴ 平台中基于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

进行编程，语言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中兼容度最高的 Ｃ＋
＋，部分代码截图如图 ４ 所示，经大量样本案例实验

数据证实，可以达到该算法预期效果。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ｅｆｉｎｅ ＬＡＹＥＲ　 ３　 　 　 ∥３ 层神经网络

＃ｄｅｆｉｎｅ ＮＵＭ １０ ∥每层的最多节点数

＃ｄｅｆｉｎｅ Ａ ３０．０

＃ｄｅｆｉｎｅ Ｂ １０．０ ∥Ａ 和 Ｂ 是 Ｓ 型函数的参数

＃ｄｅｆｉｎｅ ＩＴＥＲＳ １ ０００ ∥最大训练次数

＃ｄｅｆｉｎｅ ＥＴＡ－Ｗ ０．００３ ５ ∥权值调整率

＃ｄｅｆｉｎｅ ＥＴＡ－Ｂ ０．００１ ∥阀值调整率

＃ｄｅｆｉｎｅ ＥＲＲＯＲ ０．００２ ∥单个样本允许的误差

＃ｄｅｆｉｎｅ ＡＣＣＵ ０．００５ ∥每次迭代允许的误差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ｙｐ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ｅｆｉｎ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ｓｔｄ∷ｖｅｃｔ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 Ｄａｔａ

｛

　 Ｖｅｃｔｏｒ＜Ｔｙｐｅ＞ｘ；　 ∥输入数据

　 Ｖｅｃｔｏｒ＜Ｔｙｐｅ＞ｙ；　 ∥输出数据

｝；

ｃｌａｓｓ ＢＰ｛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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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
　 ｖｏｉｄ ＧｅｔＤａｔａ（ｃｏｎｓｔ 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
　 ｖｏｉｄ Ｔｒａｉｎ（ ）；
　 Ｖｅｃｔｏｒ＜Ｔｙｐ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ｃｏｎｓｔ Ｖｅｃｔｏｒ＜Ｔｙｐ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ｖｏｉｄ Ｉｎｉ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　 　 　 ∥初始化网络

　 ｖｏｉｄ ＧｅｔＮｕｍｓ（ ）； ∥获取输入、输出和隐含层节点数

　 ｖｏｉｄ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正向传播子过程

　 ｖｏｉ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ｔ）； ∥逆向传播子过程

　 ｖｏｉｄ ＣａｌｃＤｅｌｔａ（ ｉｎｔ）； ∥计算 ｗ 和 ｂ 的调整量

ｖｏｉｄ Ｕｐｄ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更新权值和阀值

Ｔｙｐｅ ＧｅｔＥｒｒｏｒ（ ｉｎｔ）； ∥计算单个样本的误差

Ｔｙｐｅ ＧｅｔＡｃｃｕ（ ）； ∥计算所有样本的精度

Ｔｙｐｅ Ｓｉｇｍｏｉｄ（ｃｏｎｓｔ Ｔｙｐｅ）； ∥计算 Ｓｉｇｍｏｉｄ 的值

图 ４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 平台程序实现

４．３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总结

１）本文提出的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在网络权值调

整过程中，既考虑了由基本 ＢＰ 算法各个训练样本

的误差反传进行的权值修正，又考虑训练完 １ 遍后，
通过跟踪个体网络历史最佳权值和群体网络历史最

佳权值来更新权值，因而不同于传统的 ＰＳＯ⁃ＢＰ 向

前传播算法。
２）本算法模型采用优选网络结构有 ２ 大特点：

①对不同的网络结构，都通过构造群体规模为 ｍ 的

不同初始权值和阈值的网络，并采用 ＰＳＯ⁃ＢＰ 算法

进行优化，从中优选得到误差最小的 ＢＰ 网络为最

佳的网络结构，该方法也兼顾了初始权值和阈值的

优选。 ②隐含层按照实验大数据最优结果为模板，
收敛速度快，精度高，不受模型结构的影响。 ＰＳＯ⁃
ＢＰ 优化算法与 ＢＰ 算法和传统 ＰＳＯ⁃ＢＰ 算法的训练

结果相比，具有更小的训练误差和检验误差，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学习能力和泛化能力。
３）采用原始图像对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进行直观

校正，让复原图像尽量趋近于原始图像。 然后再将

经过反复修正的最优化模式用于其他失真图像复原

上，可以更加精准的对图像进行复原。

５　 仿真实验结果与分析

５．１　 实　 验

粒子群的规模本次实验设定为 ２０，ＰＳＯ⁃ＢＰ 优

化算法采用 ３×３（像素）的九宫格窗口来滑动提取

退化图像，由此获得输入样本。 把退化图像的某一

点及其周围 ８ 个点的灰度值作为一个样本输入，把

相应原始图像该点的灰度值作为目标输出。 在 ＢＰ
算法反向训练权值时，采用梯度下降动量和自适应

学习算法，其中变换函数采用的是 Ｓｉｇｍｏｉｄ 型函数，
均方误差目标设定为 ０．０００ １。 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３ 种算法的收敛曲线图比较

从图 ５ 不难看出，使用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的收

敛速度要比 ＢＰ 算法和传统 ＰＳＯ⁃ＢＰ 算法快，复原效

果也比其他 ２ 种都要好［９］。
表 １ 为在给定 ３ ０００ 训练次数，不同 ＢＰ 算法分

别在均方误差上的训练效果比较。
表 １　 不同 ＢＰ 算法训练结果比较

算法类型 训练函数 均方误差 训练次数

ＢＰ Ｔｒａｉｎｇｄ ０．００２ ５７ ３ ０００

传统 ＰＳＯ⁃ＢＰ Ｓｉｇｍｏｉｄ ０．０００ ２６ ３ ０００

优化 ＰＳＯ⁃ＢＰ Ｓｉｇｍｏｉｄ ０．０００ ０８ ３ ０００

表 １ 的训练结果表明，采用传统 ＰＳＯ⁃ＢＰ 算法

得到的均方误差比 ＢＰ 算法减少 ８９． ８８％，而优化

ＰＳＯ⁃ＢＰ 算法得到的均方误差比传统 ＰＳＯ⁃ＢＰ 算法

减少 ６９．２３％，从数据对比研究可以得出，ＰＳＯ⁃ＢＰ 优

化算法的收敛速度明显优于其他 ２ 种算法。 定量训

练证明，优化 ＰＳＯ⁃ＢＰ 算法是一种比较好的图像复

原方法，特别是在图像边缘及纹理细节方面处理效

果较好。
５．２　 某款无人机图像复原对比

训练样本取某款无人机作为实验对象，采用 ３×
３ 九宫格窗口从要复原图像上滑动提取样本，分别

得到相关输入矩阵和输出矩阵，代入用 ３ 种算法进

行训练，本次实验平台选择 ＭＡＴＬＡＢ。 样本像素大

小为 １２８×１２８，复原效果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ａ）为原始图像，６ｂ）为高斯模糊后的图像，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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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某无人机图像复原效果对比

６ｃ）为用 ＢＰ 算法复原的图像，６ｄ）为用传统 ＰＳＯ⁃ＢＰ
算法复原的图像，６ｅ）为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复原的图

像。 可以明显看出传统 ＰＳＯ⁃ＢＰ 算法复原图 ６ｄ）的
效果要好于 ＢＰ 算法复原的图 ６ｃ），而图 ６ｄ）和 ６ｅ）
两图复原效果进行对比，显然是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

复原图像 ６ｅ）的效果更好一些。
５．３　 唐代仕女图像复原对比

训练样本取自某博物馆具有代表性的唐代仕女

图像，由于时代久远、保存手段限制等原因，图像严

重失真，采用 ３×３ 九宫格窗口从退化图像上滑动提

取样本，代入用 ３ 种算法进行训练，实验平台选择

ＭＡＴＬＡＢ。 样本像素选择大小为 ２００×３００，这个例

子不同的是，按照上一例原始参考图调整的取样值

来更新 ＢＰ 神经网络的权阈值，复原效果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ａ）为唐代仕女的失真图像，复原后的图像

图 ６ｂ） ～ ｄ）复原效果对比是依次变好。 可以看出：
在引入上一例参考原始图像进行微调校正的优化复

原模式，用在仕女失真图上，复原效果比其他模式更

好也更精准［１０］。

图 ７　 唐代仕女图像复原效果对比

６　 结　 论

在本例的图像复原过程中，一方面采用粒子群

搜索全局最优解对 ＢＰ 神经网络权阈值进行优化，
并对 ＢＰ 算法自身进行优化；另一方面采用原始图

像对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进行直观校正，让复原图像

尽量趋近于原始图像， 实现图像的最优化复原；最
后再将这一最优化模式用于其他失真图像复原上。
实验表明：反复利用粒子群优化 ＢＰ 网络的权阈值，
可以得到更优的样本数据进行训练，再参照原始图

像，对网络参数进行动态调整，就能快速得到更小的

均方误差和，使复原图像更加精准。 总的来说，
ＰＳＯ⁃ＢＰ 优化算法比其他 ２ 种算法在图像复原上效

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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