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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闪电哨声波作为探索空间物理环境的重要媒介，淹没在海量的电磁卫星数据中．近年来随着计算机视觉和

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电磁卫星的存档数据中自动检测闪电哨声波的算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文

对近年来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和总结．首先，阐述闪电哨声波在电磁卫星数据中呈现的时

频特征和类型；然后，介绍了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流程并从闪电哨声波的特征提取、分类和定位三个方面对

主要的智能检测算法进行归纳、总结和评述；其次，简述了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模型的评价指标；接着，在张衡一号

（ＺＨ１）卫星的磁场数据上对三种典型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进行复现，并对三种算法的优缺点进行了较深入

的分析；最后，对基于电磁卫星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的研究领域进行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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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高空闪电发生时产生宽频带电磁波，电磁波中

含有高频成分和低频成分．由于频率高的群速度大，

故高频成分比低频成分先到达，导致接收喇叭中出

现下降的声调，像哨声一样，故称其为哨声波．有的

哨声波，到达电离层后，沿着地磁力线传播（如图１

所示）到达地球另一端共轭点，称之为短哨声波．还

有一部分被电离层反射回到闪电发生地，称之为长

哨声波（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目前观测闪电哨声波

主要有两种方式：地面甚低频（Ｖｅｒｙ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ＶＬＦ）观测站和空中飞行器．最著名的地面ＶＬＦ观

测站是电离层闪电全息成像阵列（张义军和张阳，

２０１６；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０），该阵列覆盖了美国中西部

闪电影响的绝大部分区域，通过观测ＶＬＦ信号，对

闪电伴随的电离层的扰动进行深入研究，其研究主

要涉及到闪电引起的电离层变化特征、观测方法、相

互作用模式以及引起的中高层空间放电现象等方面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０；ＫｕｃｈｅｒｏｖａｎｄＮｉｋｏｌａｅｎｋｏ，１９７９；

ＬａｙａｎｄＳｈａｏ，２０１１；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ａ，ｂ；Ｉｎ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因此，地面ＶＬＦ观测站能够通过闪电哨

声波现象研究闪电引起的电离层扰动，其缺点是地

面观测站具有空间的局限性，且观测信号容易受到

地面干扰，比如地铁、工地建设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卫星捕获的闪电哨声波避免了空间位置的限制且不

容易受地面干扰影响，因此，基于电磁卫星的闪电哨

图１　闪电哨声波传播路径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ｆａ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

声波更适合开展电离层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１９９３年，地震电离层扰动理论的出现推动了地

震电磁卫星的发展（Ｐａｒｒｏ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３）．法国２００１

年正式对外公布 ＤＥＭＥＴＥＲ卫星计划，２００４年成

功发射，２０１０年底停止运行．ＤＥＭＥＴＥＲ卫星特定

的轨道设计方案，使其成为全球第一颗专门用于地

震和火山引起的电离层扰动监测的电磁卫星，是国

际上地震电磁空间探测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标志．

随后，在经历了长期的科研论证后，中国于２０１３年

正式启动电磁卫星计划，２０１８年２月２日，ＺＨ１卫

星成功发射，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完成在轨测试，是国内首

个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主要用于获取全球空间电

磁场、电磁波、电离层等离子体、高能粒子沉降等科

学数据，是提取与地震前兆相关的空间环境信息的

重要观测手段．所获取的探测资料有利于地震电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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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及空间物理相关现象研究的开展，成为世界同行

关注的热点（申旭辉等，２０１８；张学民等，２０２０）．

ＺＨ１卫星的感应磁力仪（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和电场探测仪（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ｂ）均能捕获到

闪电哨声波现象，其在ＶＬＦ波段的电磁场数据的时

频图中呈现的是色散状，如图２和图３所示．产生该

形态特征的物理机制是：高频的电磁波传播的速度

快，先到达；低频的电磁波的速度慢，后到达，反映在

时频图上是频率随着时间逐渐减少，称之为“色散

谱”．当路径长度较长或沿传输路径的电子密度较密

集时，色散谱变大．由此说明，色散形态与传播路径

的长度和传播路径中的等离子体的电子密度分布有

关．除此之外，闪电哨声波在传播的过程中携带了其

他大量的地球空间物理的相关信息，因此，电磁卫星

的闪电哨声波是开展空间物理研究的重要媒介和手

段．例如：Ｚáｈｌａｖａ等（２０１８ａ）分析了ＤＥＭＥＴＥＲ和

ＲＢＳＰ对地球内部磁层哨声模式波的纵向依赖性的

测量结果，结果表明等离子体层内部的哨声模式波

的纵向依赖性很强．Ｂａｙｕｐａｔｉ等（２０１２）分析ＡＫＥＢＯＮＯ

卫星观测到的闪电哨声波的色散形态，讨论了闪电哨

声波沿轨道传播的时间与电子密度分布的关系，表

明了闪电哨声波的色散趋势是确定等离子体层中整体

电子密度分布的有力方法．Ｏｉｋｅ等（２０１４）分析了

ＡＫＥＢＯＮＯ卫星探测到的闪电哨声波发生频率与地

面观测到的闪电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表明

了在电离层中闪电哨声波的出现与闪电活动以及地

球周围的电子密度分布密切相关．Ｃｌｉｌｖｅｒｄ等（２００２）

使用全球闪电定位网（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２　张衡一号卫星闪电哨声波形态图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ＺＨ１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图３　ＤＥＭＥＴＥＲ卫星闪电形态图例（Ｐａｒｒ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ＤＥＭＥＴＥＲ（Ｐａｒｒ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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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ＷＬＬＮ）来确定闪电的来源位置，然后根

据闪电哨声波的传播时间，远程感测电子密度分布

频率，借助传播理论导出电子密度沿传播路径的函

数．Ｐａｒｒｏｔ等（２０１９）通过闪电哨声波发现：全球温度

变化１°，闪电发生频率变化５％～６％．Ｚáｈｌａｖａ等

（２０１８ｂ）通过观测闪电哨声波色散形态的衰减程度

发现晚上衰减慢，并得到晚间的空间电离层的浓度

低的结论．此外，由于空中飞行的卫星的电子元件容

易受高能电子的总剂量效应和单粒子效应影响而受

损，借助哨声波数据构造哨声波参数统计模型，开展

基于哨声波模型的高能电子通量预测，对卫星设计

和防护具有重要的意义（Ｈｏｒ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罗旭

东等，２０１７）．

综上，电磁卫星能够捕获到大量的闪电哨声波，

为借鉴闪电哨声波的形状特征和色散程度等开展地

震电离层和空间物理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然而，目前通过人工识别闪电哨声波现象的方式阻

碍了相关研究的进展（Ｆｅｒｅｎｃ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其主要原因是：

（１）电磁卫星高精度和全天候的工作模式导致

电磁卫星存档的数据体量很大，比如ＺＨ１卫星日

产的数据量高达２０Ｇ．

（２）闪电频发使得电磁卫星捕获的闪电哨声波

现象的数量很大．闪电是在地球空间发生最为频繁

的一种自然现象，１９２５年，Ｂｒｏｏｋｓ等（１９２５）使用雷

暴日资料，估计全球在任一时刻存在１８００个闪电．

２００３年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指出全球闪电每秒钟４５次．此

外，据 ＷＷＬＬ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ｗｌｌｎ．ｃｏｍ／）记载：

仅２０１７年闪电发生了２．０８亿次．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８

日，全球闪电分布如图４所示，发生雷电约６４万个．

面临数据层面的挑战，近年来，随着计算机视觉

和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借助人工智

能技术开始了从电磁卫星数据中自动检测闪电哨声

波的研究，闪电哨声波传播的物理机制决定了其在

时频图中特征是具有明显的色散形态，闪电哨声波

智能检测的目标是从时频图中识别色散形态并进行

定位．该问题的本质属于计算机视觉中的目标检测

问题．目前发表的基于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涉

及到空间物理、信号处理、图像处理、模式识别和机

器学习等多学科交叉，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本文将对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进行整理和

对比分析，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首次综述基于电磁卫

星数据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对不同的算法

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为开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

海量电磁卫星数据处理提供参考．全文的内容组织

安排如下：第一节介绍闪电哨声波的时频特征和类

型；第二节介绍智能检测算法的基本内容，分别从特

征提取、分类（识别）和定位三个方面对不同的算法

进行整理和对比分析；第三节介绍智能检测算法的

评价标准；第四节对部分算法进行复现；第五节总结

当前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现状，展望闪电哨

声波智能检测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

１　闪电哨声波的时频特征和类型

目前，人工识别电磁数据中的闪电哨声波的过

图４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８日全球闪电密度分布图 （ｈｔｔｐ：∥ｄｕｄｗｌｌｎ．ｏｔａｇｏ．ａｃ．ｎｚ／）

Ｆｉｇ．４　Ａｇｌｏｂａｌ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ａｐｏｎＪｕｌｙ２８，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ｄｕｄｗｌｌｎ．ｏｔａｇｏ．ａｃ．ｎ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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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常包含三个环节：对电场数据／磁场数据进行预

处理；采用重叠的快速傅里叶变换将预处理后的数

据转化成时频图；在时频图中，寻找色散形态区域．

以此为依据，在ＤＥＭＥＴＥＲ卫星中发现了大量的闪

电哨声波的降调形态（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１９６５；胡云鹏等，

２０２０；Ｓａｎｔｏｌí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如图３所示．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１９６５）根据色散程度将地面ＶＬＦ观测站观测到的闪

电哨声波分为８种不同的类型，如表１所示．Ｓａｎｔｏｌíｋ

等（２００９）指出地面 ＶＬＦ观测站记录的闪电形态与

卫星观测到的闪电形态极其相似且均具有频散特

性．不同类型的闪电哨声波均与闪电源、传播路径的

长短、电子密度等物理空间环境有关，是探测等离子层

及辐射带的重要媒介．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闪电哨声

波识别算法均适用于识别单条线的闪电哨声波类型．

表１　闪电哨声波８种分类（犎犲犾犾犻狑犲犾犾，１９６５）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狔狆犲犪狀犱狆狉犻狀犮犻狆犪犾犱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狑犺犻狊狋犾犲狉狊（犎犲犾犾犻狑犲犾犾，１９６５）

类别 英文名称 时频特征描述 时频特征图

单跳 ＯｎｅＨｏｐ
哨声波持续时间大约１ｓ（如右图Ｌ色散线所示，竖线

代表闪电源）

两跳 ＴｗｏＨｏｐ
哨声波持续的时间大约２ｓ（如右图Ｌ色散线所示，竖

线代表闪电源）

混合跳 Ｈｙｂｒｉｄ
单跳和两跳混合（如右图Ｌ色散线所示，竖线代表闪

电源）

回波 ＥｃｈｏＴｒａｉｎ

一组哨声波，组内的哨声波的降频幅度越来越小，分

为奇数回波和偶数回波．

奇数回波指的组内的哨声波之间的时间间隔是１∶３∶５∶

７；偶数回波指的组内的哨声波之间的时间间隔是

２∶４∶６∶８；（如右图Ｌ色散线所示，竖线代表闪电源）

多成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多路径：一个闪电激发电磁波经过不同的传输路径．

混合路径：单跳的哨声波路径中含有双跳或多跳的哨

声．（如右图Ｌ色散线所示，竖线代表闪电源）

多闪电源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ｏｕｒｃｅ
多个闪电源激发的闪电哨声波．（如右图Ｌ色散线所

示，竖线代表闪电源）

鼻型 Ｎｏｓｅ

哨声波存在两种时频趋势：高于鼻频（圆圈位置为鼻

频），哨声波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同时鼻频

下，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如右图Ｌ色散线所

示，竖线代表闪电源）

分数跳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ｐ
闪电哨声波持续的时间小于１ｓ．（如右图Ｌ色散线所

示，竖线代表闪电源）

２　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

闪电哨声波自动识别最早可追溯到２００８年，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等（２００８）指出通过哨声波监测等离

子体层电子密度变化遇到的瓶颈问题是需要大量人

力从观测数据中去提取和辨识哨声波并分析哨声波

的轨迹．因此，作者在蒂豪尼１５个地面观测站的数

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自动检测哨声波的算法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ＡＷＤ）．该方法开辟了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

先例，并比较成功的应用到从地面ＶＬＦ观测站中自

动识别闪电哨声波，该方法对于识别分数跳（表１中

的第８个类型）的闪电哨声波效果较佳．

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本质是属于计算机

视觉中的目标检测，旨在从图像中寻找感兴趣的区

域，提取该区域的特征，准确判断该特征的类别，并

进行定位．因此，完整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

流程如图５所示：（１）收集电磁场数据，通常是ＶＬＦ

波段的电场或磁场波形数据，如图６所示；（２）对数

据进行滤波等预处理；（３）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处理

电磁场数据得到时频图，如图７所示；（４）采用特征

提取方法从时频图中提取能够表示闪电哨声波的特

征；（５）对提取到的特征进行分类（识别）；（６）用边界

框对识别的目标进行定位．

在上述流程中，闪电哨声波的特征提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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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定位是算法的核心环节．接下来分别从特

征提取、分类（识别）和定位三个方面对现存的智能

检测识别算法进行梳理和对比．

２．１　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是计算机视觉智能识别过程中的关键

环节．其主要作用是将智能模型不能识别的原始数

据转化为智能模型可以识别的数值特征的过程．比

如说，图像是由一系列像素点 （原始数据）构成的，

这些像素点本身无法被智能模型直接使用，需要将

这些像素点转化成角点、纹理等形式（数值特征），供

智能模型使用．特征的好坏对泛化性能有至关重要

的影响（周志华，２０１６）．对闪电哨声波进行特征提

取旨在数值化闪电哨声波的色散形态特征．本小节

分别从人工提取特征和自动提取特征两个方面进行

整理和对比分析．

２．１．１　人工提取特征

所谓人工提取特征是根据人工分析并结合相关

图５　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的流程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的处理手段提取特征的过程．由于闪电哨声波具有

明显的色散形态，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Ｆｉｓｅｒ等（２０１０），Ｏｉｋｅ等（２０１４），ＡｌｉＡｈｍａｄ等（２０１９）和

Ｄｈａｒｍａ等（２０１４）采用图像处理技术来提取闪电哨声

波的形态特征．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针

对ＤＥＭＥＴＥＲ卫星的闪电哨声波，提出的特征提取

方法是：对时频图（如图８所示）进行去噪处理和网

格划分，如图９所示，然后计算每个网格中的平均幅

度值，得到如图１０所示的特征表示．

与其类似，２０１０年，Ｆｉｓｅｒ等（２０１０）提出了交叉

熵的闪电哨声波识别算法．该方法的创新点是制作

了晚上和白天的闪电哨声波的模板，但在特征提取

方法方面仅仅用重叠短时傅立叶变换得到时频图．

与之类似，Ｏｉｋｅ等（２０１４）进一步改进了 Ｆｉｓｅｒ等

（２０１０）提出的模板，在特征提取方面与其相同．Ａｌｉ

Ａｈｍａｄ等（２０１９）认为上述特征中混杂了大量的干

扰，且不够鲁棒，提出了新的特征提取方法：首先采

用高斯平滑算法和拉普拉斯算法处理时频图的干

扰；再用格子化处理时频图；然后，计算每个格子的

平均像素值；接着，对其进行二值化处理得到黑白

图；最后用Ｂｒｅｓｅｎｈａｍ算法检测曲线（Ｂｒｅｓｅｎｈａｍ，

１９７７），该曲线即为闪电哨声波的表示特征．Ｄｈａｒｍａ

等（２０１４）指出时频图中的闪电哨声波区域的颜色／

亮度变化较小，具有明显的连通特点，提出用连通域

表示闪电哨声波特征的方法．其流程是：（１）采用阈

值分割算法（ＢｒａｄｌｅｙａｎｄＲｏｔｈ，２００７）将灰度时频

图 （如图１１所示）转化为二值图（如图１２所示），观

图６　张衡一号感应式磁力仪测得的快速变化磁场数据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ｆａｓ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ｉ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ｍｅｔｅｒｏｎｂｏａｒｄＺＨ１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图７　张衡一号感应式磁力仪快速变化磁场数据的时频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ｉ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ｉｎＦｉ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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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时频图（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图９　去噪和网格化（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Ｆｉｇ．９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察发现图１２中存在诸如“孤立点”（比如图１２中圆

圈标注的区域）、“毛刺”（比如图１２中三角形标注的

区域）和“小桥”（比如图１２中菱形标注的区域）等影

响着对闪电区域进行连通域的分析．（２）根据中值滤

波算法的工作原理，即将每一像素点的灰度值设置

为该点某邻域窗口内的所有像素点灰度值的中值．

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抑制孤立点噪声（ＥｎｇａｎｄＭａ，

２００１），其结果如图１３所示：在图１２中圆圈标注的

区域存在孤立点，在图１３中该区域的孤立点已经被

消除．（３）进一步采用开运算处理图像以去除图像中

的毛刺和小桥的干扰．开运算意味着先对图像做腐

蚀运算再做膨胀运算，工作原理是：设一结构元素犅

（犅通常是圆形的结构算子），遍历图像犃，每当在图

像犃中找到一个与结构元素犅 相同的子图像时，就

把该子图像中与犅的原点位置对应的那个像素位

图１０　合并（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Ｆｉｇ．１０　Ｂｉ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图１１　灰度化的时频图（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Ｆｉｇ．１１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图１２　二值化处理后的时频图（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Ｆｉｇ．１２　Ｂｉｎａｒｙ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图１３　中值滤波和开运算处理后的时频图（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ｍｅｄｉ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ｎｄｏｐｅ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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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标注为０，在图像犃 上标注出的所有这样的像素

组成的集合，即为腐蚀运算的结果犆，腐蚀运算表示

为：犆＝犃Θ犅．接下来，对结构元素犅进行反射得

到珚犅，然后遍历图像犆，当结构元素珚犅 与其覆盖的

子图像中至少有一个元素相交时，就将目标图像中

与珚犅的原点对应的那个位置的像素值置为０，否则

置为１，在图像犆上标注出的所有这样的像素组成

的集合即为膨胀运算的结果犇，膨胀运算表示为：

犇＝犆犅．至此，完成了开运算处理图像的功能．

开运算具有平滑轮廓，抑制图像的物体边界的小离

散点或尖峰．通常用来消除小物体、在纤细点处分离

物体、平滑较大物体的边界的同时并不明显改变其

面积（Ｈａｒａｌｉ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７）．采用开运算处理图像

得到了如图１３所示的效果，图１２中三角形区域存

在毛刺，在图１３中该毛刺被大大消弱；菱形区域存

在的“小桥”亦被去掉．（４）观察图１３，图像中的闪电

哨声波区域呈现的黑色块状特征，说明其具有明显

的连通区域特征（即相邻像素的像素值相同或相差

不大），意味着需要从图像中找到所有的连通区域并

进行标记．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种子填充法（Ｍａｎｏｈａｒ

ａｎｄＲａｍａｐｒｉｙａｎ，１９８９），即在二值图像中由一个种

子（像素值为０）开始向其领域周围搜索，发现有相

等的像素值则标记为相同的标签，然后继续在邻

域搜索，直到周围没有相同的像素值后意味着找

到了一个连通区域．然后再以其他的种子，继续搜

索下一个连通区域，直到找完图中所有的连通区

域为止．最后，将所有的连通区域用矩形框Ｒ标记

出来，得到如图１４所示的结果．矩形框用下式

表示：

图１４　连通域标记（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Ｆｉｇ．１４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ｄｏｍａｉｎ（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犚＝ （狓０，狔０，狑，犺）， （２）

其中，（狓０，狔０）表示矩形框的左上角的起始点坐标；

狑表示矩形的宽度；犺表示矩形的高度．计算过程如

下：狓０＝连通区域内最左边的像素横坐标；狔０＝连通

区域内最上边的像素纵坐标；狑＝连通区域内最右

边的像素横坐标－连通区域内最左边的像素的横坐

标；犺＝连通区域内最下边的像素纵坐标－连通区

域内最上边的像素的纵坐标；此外，用星号标记出连

通区域犚的重心 （珚狓，珔狔），其计算过程如下：

珚狓＝ ∑
（狓，狔）∈犚

狓．（１－犳（狓，狔））／∑
（狓，狔）∈犚

（１－犳（狓，狔）），

珔狔＝ ∑
（狓，狔）∈犚

狔．（１－犳（狓，狔））／∑
（狓，狔）∈犚

（１－犳（狓，狔）），

（３）

其中犳（狓，狔）表示位置（狓，狔）的像素值，在本实例中

其有两种取值０和１．其目标区域是０，背景区域是

１．（５）本方法检测的是单条谱线的闪电哨声波．当找

到所有的连通区域后，发现不含闪电哨声波的连通

区域具有非常少的连通像素，因此，用下列筛选方法

删除非闪电哨声波的连通区域．筛选方法是：统计每

个连通区域的目标像素的数量，该值小于某阈值时，

相应的连通区域和矩形框被删除，剩下的矩形框标

记的连通区域即为检测到的闪电哨声波区域．此时，

若依然存在两个重叠的矩形框，则意味着存在两个

连通区域，这两个区域相互之间不连通且两个连通

区域的重心不同，表示是两个不同的单条谱线的闪

电哨声波．

该方法适合检测单条谱线的闪电哨声波，其缺

陷是容易将相近的两个闪电哨声波识别为一个闪电

哨声波．

上述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特征提取依赖

人工定义．这些方法与传统的计算机视觉的目标检

测算法类似．在传统的计算机视觉的目标检测中，通常

人工提取的特征包括尺度不变特征（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ｏｗｅ，２００４；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哈尔特征（Ｖｉｏｌａａｎｄ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１）等，针对提取的特

征，再采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和ＤＰ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ｓＭｏｄｅｌ）（Ｆｅｌｚｅｎｓｚｗａｌｂ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等方法对特征进行分类（识别），其识

别结果受特征的影响较大（Ｐ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因此，

基于人工定义特征提取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

法，最大的局限性是难以获得鲁棒性强的特征，对时

频噪声十分敏感．

２．１．２　自动提取特征

自动提取特征旨在采用机器学习的方式由计算

机自动从数据集中获取特征．ＬｅＣｕｎ等（２０１５）在利

用深度神经网络自动提取图像特征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的突破．从此，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目标检测

越来越引起业界的重视（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鉴于深

度神经网络具有强大的自动提取特征的能力，

Ｋｏｎａｎ等（２０２０）提出了两种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的闪电哨声波的特征提取方法：基于滑动深度卷

积神经网络的闪电哨声波算法（ＳｌｉｄｉｎｇＤｅｅｐＮｅｕｒａｌ

８７４１



　５期 袁静等：基于电磁卫星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研究进展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ＮＮ）（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和基于ＹＯＬＯＶ３（ＹｏｕＯｎｌｙＬｏｏｋＯｎｃｅａｎ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３ｒｄ，ＹＯＬＯＶ３）目标检测网络的闪电哨声

波算法（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并公开了其源码

（ｈｔｔｐｓ：∥ｇｉｔｈｕｂ．ｃｏｍ／Ｋｏｊｅｙ／ＭＳｃ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ｗａｖ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滑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闪电哨声波特征提

取：主要的优势是其卷积层具有强大的特征学习能

力．由于闪电哨声波具有简单的形状，提出了三个卷

积层的卷积神经网络对其进行特征提取．该网络有

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卷积层和分类层，如图１５第１～３

层所示为卷积层：第１层和第２层的卷积层具有卷

积单元和池化单元：卷积单元负责提取图像中的局

部特征，第一层卷积单元有２个卷积核，第二层的卷

积单元有４个卷积核；池化单元用来大幅降低参数

量级（降维）防止过拟合；第３层的卷积层有８个卷

积核，无池化层．全网络结构共１４个卷积核，主要作

用是提取图像的局部特征．

图１６为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学习到的卷积核及

其相关的特征图：图１６ａ是训练得到卷积神经网络

模型后，显示了该模型的第一层的两个卷积核、第

二层的四个卷积核以及第三层的８个卷积核；卷

积核提取的特征都具有相同的功能（梯度递减的

线），但在卷积核中的位置不同；此外，卷积核提取

的特征具有明显的特征相似性，其原因是哨声波

的形态特征除了色散状没有明显的其他形状特

征；第三层的卷积核提取的特征的分辨率低，其主

要原因是随着网络的深入，学习到的特征更加复

杂且不容易理解．图１６ｂ显示的是应用卷积神经

网络模型提取闪电哨声波特征，可以清楚地观察

到原始哨声波的形状．图１６ｃ显示的是应用卷积神

经网络模型提取非闪电哨声波的特征，没有观察

到明显的形状．

基于ＹＯＬＯＶ３深度神经网络的闪电哨声波特

征提取：借鉴 ＹＯＬＯＶ３深度神经网络的特征学习

能 力，Ｋｏｎａｎ等（２０２０）直接利用ＹＯＬＯＶ３网络训

图１５　滑动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Ｆｉｇ．１５　Ｓｌｉｄｉｎｇｄｅｅｐ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图１６　卷积层的输出（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ａ）训练得到的卷积核；（ｂ）卷积核提取的闪电形态特征；（ｃ）卷积核提取的非闪电形态的特征．

Ｆｉｇ．１６　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ｙｅｒ（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ａ）Ｆｉｌ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ｅｄ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ｐｓｗｈｅ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ｓ；（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ｐｓｗｈｅ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ｎｏｉ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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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闪电哨声波数据集，其过程包括：将闪电哨声波波

形数据预处理后转化为时频图，对时频图进行图像

标注，在标注的数据上训练神经网络 ＹＯＬＯＶ３．

ＹＯＬＯＶ３的特征提取是目前最优的特征提取方式，

由Ｒｅｄｍｏｎ等（Ｒｅｄｍ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Ｒｅｄｍｏｎａｎｄ

Ｆａｒｈａｄｉ，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提出．网络模型结构图如图

１７所示：此结构主要由７５个卷积层构成，卷积层对

于分析物体特征最为有效．由于没有使用全连接层，

该网络可以适应任意大小的输入图像．此外，在

ＹＯＬＯＶ３中没有出现池化层，取而代之的是将卷积

层的步长设为２来达到下采样的效果，同时将尺度

不变特征传送到下一层．其自动提取特征的优势体

现在ＹＯＬＯＶ３中使用了残差结构（对应着在上面

的ＹＯＬＯＶ３结构图中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Ｂｌｏｃｋ）．残差结

构是由一系列卷积层和一条短路径组成，如图１８所

示．随着网络越来越深，学习特征的难度也就越来越

大，之前的卷积神经网络是直接学习特征狓，加入短

路径后变成在之前学习的特征的基础上添加某些特

征犉（狓），以此获得更为鲁棒的特征犎（狓）＝犉（狓）＋

狓（Ｒｅｄｍ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ｈａｄｉ，２０１８）．该策略使得机器学

习的目标从学习完整的特征变成学习残差特征，极

大地降低了学习鲁棒特征的难度．

基于ＳＤＮＮ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检测模型和基

于ＹＯＬＯＶ３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检测模型的调参过

程将在第４．２．２小节进行阐述，模型的训练过程将

在第４．３小节进行介绍．

图１７　ＹＯＬＯＶ３的网络结构（Ｒｅｄｍ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ｈａｄｉ，２０１８）

Ｆｉｇ．１７　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ＹＯＬＯＶ３（Ｒｅｄｍ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ｈａｄｉ，２０１８）

２．２　分类／识别

分类旨在通过设计算法为提取的特征分配类别

标签，通常也叫识别．闪电哨声波分类算法的目标是

对上节提取的特征进一步判断其是闪电哨声波或不

是闪电哨声波．本小节将现有的闪电哨声波的分类

算法分为两类：基于模板匹配的分类算法和基于神

经网络的分类算法．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整理和

对比分析．

２．２．１　基于模板匹配的分类

由于闪电哨声波具有明显的色散形态，Ｔｈ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Ｆｉｓｅｒ等（２０１０），Ａｌｉ

Ａｈｍａｄ等（２０１９）和Ｏｉｋｅ等（２０１４）在提取的闪电哨

声波形态特征的基础上，采用模板匹配的方式对闪

图１８　ＹＯＬＯＶ３的残差网络（Ｒｅｄｍ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ｈａｄｉ，２０１８）

Ｆｉｇ．１８　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ＹＯＬＯＶ３（Ｒｅｄｍ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ｈａｄｉ，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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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哨声波的特征进行分类识别．首先：根据闪电哨声

波的色散形态制作模板，计算待识别区域与模板之

间的相似度，当其达到某个阈值时，认为该区域是闪

电哨声波，否则视为没有闪电哨声波．

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制作的闪电哨

声波的模板，是采用格子化的手段对图像进行降采样

处理，得到如图１０相似的模板．用模板与待检测的区

域进行卷积计算得到相似度度量的值，以此阈值作为

分类标准，高于该阈值，判断待测区域为闪电哨声波．

Ｆｉｓｅｒ等（２０１０）提出闪电哨声波的色散符合

Ｅｃｋｅｒｓｌｅｙ公式（Ｇｕｒ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０），狋＝犇犳
－０．５，

其中犇是色散率，狋是频率犳的波到达的时间．同时

指出白天和晚上的色散状态存在差异，则其制作两

个哨声波模板．如图１９所示的是白天的哨声波模

板，时间宽度０．４ｓ，再按照同样的方法得到晚上的

哨声波模板，模板记为犫．然后，从电场波形数据中

提取０．４ｓ的波形数据，做重叠短时傅里叶变换得

到频谱图，用犪表示，接着按照下列公式（４）计算互

相关函数得到互相关值．最后采用阈值判断互相关值

最大的地方，即为检测到的闪电哨声波，如图２０所示．

犮（狋）＝
∑
狀

犻＝１
∑
犿

犼＝１

（犪犻，犼＋狋－〈犪〉狋）（犫犻，犼－〈犫〉）

∑
狀

犻＝１
∑
犿

犼＝１

（犪犻，犼＋狋－〈犪〉狋）
２

∑
狀

犻＝１
∑
犿

犼＝１

（犫犻，犼－〈犫〉）槡
２

，

（４）

　　Ｏｉｋｅ等（２０１４）认为上述提及的狋＝犇犳
－０．５中的

色散率犇不是常数，将其修正Δ狋＝犇·Δ 犳
－槡
１，并

做如下改进：按照修正的公式制作不同色散率犇 的

哨声波的模板，然后将频谱图的纵轴从频率转换为

频率的平方根的倒数，纵轴按一定间隔分成３０个频

带，计算每个频带的平均强度，减去每个频带下相邻

频带的强度，以抑制尖峰噪声；用μ＋１．２８δ做阈值

对频谱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μ和δ分别是频谱图

的均值和方差；通过与准备好的直线表进行模板匹

配来检测潜在的哨声波，直线表对应１到１８０ｓ
１
２整

数犇．

图１９　闪电哨声波模板（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Ｆｉｇ．１９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图２０　基于互相关熵的闪电哨声波自动检测（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Ｆｉｇ．２０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ｗｉｔｈ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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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述３０个频带中的６个频带与其中一个直线匹

配时，被判定为潜在的闪电哨声波；当同时检测到多

个潜在哨声波重叠时，从潜在哨声中选出最匹配的

一个，其结果如图２２所示．

ＡｌｉＡｈｍａｄ等（２０１９）认为根据Ｅｃｋｅｒｓｌｅｙ公式

制作的模板，能够识别近似直线的闪电哨声波，无法

识别诸如鼻型、长型等类型的哨声波，则提出了利用

图２１　时间变化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图（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Ｆｉｇ．２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曲线检测和模式规则结合的哨声波识别方法．再用

Ｂｒｅｓｅｎｈａｍ线检测算法检测线（Ｂｒｅｓｅｎｈａｍ，１９７７），

利用如图２３所示的决策方案识别６种不同类型的

闪电哨声波．

２．２．２　基于神经网络的分类

基于ＳＤＮＮ的分类器（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如

图２４所示，其分类环节是由最后两层完成，包含１２８

图２２　检测闪电哨声波的结果（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Ｆｉｇ．２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图２３　决策规则（ＡｌｉＡｈｍａ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Ｆｉｇ．２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ＡｌｉＡｈｍａ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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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神经元的全连接层和２个神经元的输出层．为防

止过度拟合，在分类环节增加了２个Ｄｒｏｐｏｕｔ层，联

合前面的３个卷积层和２个池化层，整个网络共有

５２２１１２个可训练参数．

基于 ＹＯＬＯＶ３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分类方

法：在传统的深度卷积网络中利用不同深度的特征

直接分类，小的物体会在相对较大的特征图中被识

别出来，而大的物体会在相对较小的特征中被识别

出来，从而达到对应不同尺度的物体的目的．然而在

实际应用中，不同深度所对应的特征图包含的信息

不同，导致在不同级别的特征中进行目标检测的精

度不够．为了克服该问题，ＹＯＬＯＶ３采用了多尺度

融合（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ｙｒａｍｉ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ＰＮ）技术，如图

２５所示：采用上采样（Ｕｐｓａｍｐｌｅ）和融合做法，融合

了３个尺度（１３×１３、２６×２６和５２×５２），在多个尺

度的融合特征图上分别独立做检测，使得对小目标

的检测效果得到明显提升．此外，其输出层的激活函

数用逻辑回归替换了传统的ｓｏｆｔｍａｘ，输出结果由

类别标签变为类别的概率．

基于ＳＤＮＮ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检测模型和基

于ＹＯＬＯＶ３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检测模型的调参过

程将在第４．２．２小节进行阐述，其训练过程将在４．３

小节进行介绍．

２．３　定位

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中的定位方法主要有

两种：滑动窗方法和智能判断方法．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Ｆｉｓｅｒ等（２０１０），ＡｌｉＡｈｍａｄ等

（２０１９）和Ｏｉｋｅ等（２０１４）提出的定位方法与Ｋｏｎａｎ

等（２０２０）提出的滑动卷积神经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检

测的定位方法均采用的是在时频图中滑动固定时间

长度的窗，然后对窗内的区域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

该定位策略主要针对单条频谱曲线的闪电哨声波类

型，且这些闪电哨声波图像区域的宽度相差不大，该

方案无法检测多个闪电源的闪电哨声波和单个闪电

源的多条频谱曲线构成的闪电哨声波的类型．通常，

多个闪电源的闪电哨声波类型包含多条频谱曲线，

若多条频谱曲线均由每个闪电源的第一跳的哨声波

频谱曲线组成，则每条频谱曲线的强度都较大，反映

在图像上的特点是多条频谱曲线的颜色／亮度差别

不大；若多条频谱曲线是由每个闪电源的多跳的哨

声波频谱曲线组成，则频谱曲线的频谱强度存在差

异和变化，这种差异会周期性出现，反映在图像上的

特点是颜色／亮度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周期性出

现．而单个事件的多条频谱曲线的闪电哨声波类型

图２４　滑动的三层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Ｆｉｇ．２４　Ｓｌｉｄ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ｄｅｅｐ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图２５　ＦＰＮ特征融合：（ａ）１３×１３；（ｂ）２６×２６；（ｃ）５２×５２．

Ｆｉｇ．２５　ＦＰＮｆｕ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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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多条频谱曲线，但频谱曲线的频谱强度随着

时间发生变化，时间滞后的频谱曲线其频谱强度逐

渐变小，反映在图像上的特点是其颜色／亮度逐渐变

淡．针对频谱曲线的强度随时间变化的特点，可采用

计算机视觉处理技术提取上述频谱强度等信息，并

进一步探索新方法，使其适用于检测多闪电源的多

频谱曲线的闪电哨声波和单闪电源的多频谱曲线的

闪电哨声波．

基于ＹＯＬＯＶ３深度神经网络闪电哨声波智能

检测算法 （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采用的定位方法：其

数学模型中融合了定位、特征提取和分类．位置的数

学模型，如图２６所示．其中狋狓，狋狔，狋狑，狋犺 表示模型的

预测输出，犮狓 和犮狔 表示网格单元的坐标，狆狑 和狆犺

表示预测前边界框的尺寸，犫狓，犫狔，犫狑，犫犺就是预测得

到的边界框的中心坐标和尺寸，坐标的损失函数采

用平方误差．δ（狋狓）和δ（狋狔）表示在狓轴和狔 轴上预

测得到的边界框的中心坐标相对于网络单元坐标的

距离．

图２６　ＹＯＬＯＶ３坐标模型 （Ｒｅｄｍ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ｈａｄｉ，２０１８）

Ｆｉｇ．２６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ｏｆｔｈｅＹＯＬＯＶ３（Ｒｅｄｍ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ｈａｄｉ，２０１８）

３　评价指标

评估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通常需要用到基

准数据，目前采用的基准数据主要是欧洲闪电探测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ｃｌｉｄ．ｏｒｇ）和全球闪电定位网络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ｗｌｌｎ．ｃｏｍ／）的数据．在基准数据的

基础上，其评价指标主要有四种：错分率、虚警率、漏

检率和Ｆ１值．四种指标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智能

检测模型的性能（杨德贺等，２０１８）．

设闪电哨声波是正类样本（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非闪电

哨声波是负类样本（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Ｎ），接下来将阐述四

种指标的定义．首先，符号定义如表２的混淆矩阵．

表２　矩阵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狋狉犻狓

预测样本的类别

１ ０

样本的

实际

类别

１

真正例（Ｔｒ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Ｐ）

实际的样本类别：Ｐ
预测的类别：Ｐ

假负例（Ｆａｌｓ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ＦＮ）

实际的样本类别：Ｐ
预测的类别：Ｎ

０

假正例（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Ｐ）

实际的样本类别：Ｎ
预测的类别：Ｐ

真负例（Ｔｒｕ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Ｎ）

实际的样本类别：Ｎ
预测的类别：Ｎ

　　犖ＴＰ表示真正例的样本的数量；犖ＦＮ表示假负例

的样本的数量；犖ＦＰ表示假正例的样本的数量；犖ＴＮ

表示真负例的样本的数量；四种评价指标的定义

如下：

（１）错分率＝（犖ＦＰ＋犖ＦＮ）／（犖ＴＮ＋犖ＴＰ＋犖ＦＰ

＋犖ＦＮ）． （５）

含义：在所有待检测的数据中，误识别的数据量所占

的比例，通常该指标越小越好．

（２）虚警率＝犖ＦＰ／（犖ＦＰ＋犖ＴＰ）， （６）

含义：在所有检测到的闪电哨声波的数据中，将非闪

电哨声波误判为闪电哨声波的数据所占的比例．

（３）漏检率＝犖ＦＮ／（犖ＴＰ＋犖ＦＮ）， （７）

含义：在所有已知的闪电哨声波的样本中，将闪电哨

声波误判为非闪电哨声波所占的比例．

（４）Ｆ１值（Ｆ１－Ｓｃｏｒｅ）

＝２／（１／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１／Ｒｅｃａｌｌ）， （８）

其中：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表示准确率，准确率＝犖ＴＰ／（犖ＴＰ＋

犖ＦＰ）：其含义是预测正确的图片个数占总的正类预

测个数的比例，该指标越大越好；Ｒｅｃａｌｌ表示召回

率，召回率＝犖ＴＰ／（犖ＴＰ＋犖ＦＮ）：其含义是确定正类

被预测为正类图片占所有标注图片的个数，该指标

越大越好．通常情况下，准确率高，召回率就低，召回

率高，准确率就低．指标Ｆ１Ｓｃｏｒｅ综合考虑准确率

和召回率的调和值．

目前评价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效果的定量指标

如表３所示．通过表３发现，在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

性能的评价指标方面，更注重的是错分率和虚警率．

同时，本文认为漏检率亦重要．

虚警率：基于神经网络学习到的闪电哨声波的

特征具有抽象和强鲁棒的特点，强鲁棒通常意味着

学习到的特征具有旋转不变性．比如，将图２７ａ分别

旋转了９０°、１８０°和２７０°后则得到图２７（ｂ—ｄ），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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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闪电哨声波检测算法的性能指标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犻狀犱犲狓犲狊犳狅狉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狑犺犻狊狋犾犲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

方法 错分率 虚警率 Ｆ１值 数据说明 基准数据

斯坦福团队（２０１８）提供

的算法
－ － －

用ＤＥＭＥＴＥＲ卫星的电场数据只用来检

测持续时间０．２ｓ左右具有分数跳类型的

闪电哨声波．

该算法发布在斯坦福大学的甚低频团队

的项目组的网站上，未提供算法性能评估

指标和评估结果．

Ｆｉｓｅｒ等（２０１０）提出的

检测算法
－ ４８．６％ －

用ＤＥＭＥＴＥＲ卫星的电场数据，只用来

检测具有分数跳类型的闪电哨声波，共

１１９２个闪电哨声波事件．

欧洲闪电探测网络（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ｃｌｉｄ．

ｏｒｇ）

Ｏｉｋｅ等（２０１４）提出的

检测算法
－ ４．４％ － ＡｋｅｂｏｎｏＸ射线观测卫星的ＶＬＦ载荷数据

全球闪电定位网络（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ｗｌｌｎ．

ｃｏｍ／）

ＡｌｉＡｈｍａｄ等（２０１９）提出

的检测算法
２５．０７％ － － Ａｒａｓｅ卫星的观测到的磁场数据

全球闪电定位网络（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ｗｌｌｎ．

ｃｏｍ／）

Ｋｏｎａｎ等（２０２０）提供

的滑动卷积神经网络

的检测算法
９．３％ ２．６％ ９３．９％

收集地面马里恩岛观测站的２１９６个样本

数据

用ＡＷＤ算法检测的结果做基准数据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Ｋｏｎａｎ等（２０２０）提供

的ＹＯＬＯＶ３目标检测

神经网络
１４．１％ ２．１％ ９１．５％

收集地面马里恩岛观测站的２１９６个样本

数据

用ＡＷＤ算法检测的结果做基准数据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图２７（ａ—ｄ）分别输入到ＹＯＬＯＶ３网络后获取的特

征是相同的．因此，若时频图中的非闪电哨声波的空

间现象呈现的形状特征与闪电哨声波呈现的形状特

征具有旋转相似性，如图２８ａ所示：其矩形框内

的图像不是闪电哨声波，但其色散状特征旋转１８０°

图２７　旋转不变性

（ａ）原图；（ｂ）逆时针旋转９０°；（ｃ）逆时针旋转１８０°；

（ｄ）逆时针旋转２７０°．

Ｆｉｇ．２７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ｂ）９０°ａｎｔｉ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１８０°ａｎｔｉ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ｄ）２７０°ａｎｔｉ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图２８　实例

（ａ）虚警实例；（ｂ）漏检实例．

Ｆｉｇ．２８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Ｆａｌｓｅａｌａｒｍ；（ｂ）Ｕｎ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后与闪电哨声波色散状极其相似，因此容易被误识

别为闪电哨声波，致其虚警率升高，同时错分率增加．

漏检率：若时频图中的闪电哨声波比较密集，如

图２８ｂ所示最左边的矩形框内有两条闪电哨声波，

但由于密集，导致只识别出一条闪电哨声波，致使漏

检率增加，同时错分率增加．

除此之外，错分率、虚警率和漏检率具有以下意

义：闪电哨声波的检测结果通常被用来做进一步的

研究．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模型的错分率综合评价

了采用该模型自动检测闪电哨声波的可靠性．错分

率低意味着模型检测的效果比较可靠，即采用该模

型检测出电磁卫星数据中的闪电哨声波后，可以直

接使用检测出的结果开展下一步研究．而若错分率

高，则意味着需要人工对识别结果进行复检，以纠正

错分的数据，但错分率难以指明复检的方向．而虚警

率和漏检率恰恰可以指出复检的方向．若虚警率高

则意味着需要人工进一步从检测到的闪电哨声波的

样本中进行复检以剔除将非闪电哨声波识别为闪电

哨声波的数据．若漏检率高意味需要人工进一步从

原始数据中复检被遗漏的闪电哨声波．这些复检工

作对于进一步做闪电哨声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４　现有的闪电哨声波检测算法在张衡

卫星数据上的效果

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方法通过特征提取、分类

和定位等过程实现了自动检测闪电哨声波的功能．

由于特征提取是闪电哨声波分类和定位的前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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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将现有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按照特征的提

取方式分为两类：基于人工定义特征的智能检测算

法和基于神经网络自动提取特征的智能检测算法．

并从中选择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算法在张衡一号卫

星的数据上进行了复现．如图２９所示．在基于人工

定义特征的智能检测算法中，选择基于形态学处理

的智能检测算法（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在基于神

经网络自动提取特征的智能检测算法中，分别选择

ＳＤＮＮ网络（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和ＹＯＬＯＶ３网络

的智能检测算法（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接下来，将

分别从数据介绍，代表性算法的参数设置，代表性算

法的模型训练和代表性算法的效果四个方面进行

阐述．

图２９　三种代表性的算法

Ｆｉｇ．２９　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４．１　数据介绍

利用２０１８年８月份张衡卫星感应磁力仪ＶＬＦ

频段犣分量的波形数据．以每２ｓ窗口且重叠９０％

的方式进行傅里叶变换生成时频图，用这些时频图

创建数据集，仅关注时频图中的单个色散形态的闪

电哨声波．使用深度神经网络常用的策略是构建较

小的超参数训练集，在其上尽量进行过拟合训练寻

找最佳的参数组合，当超参数选择确定后再在模型

训练集上训练模型，最后再在测试集上对该模型进

行评价．因此，将张衡卫星的数据分为三类：超参数

训练集含有１０００条闪电哨声波数据（用来选择模型

的超参数）；模型训练集含有２０９８条闪电哨声波数

据（超参数选定后用来训练模型）；模型测试集含

２５８３４条闪电哨声波（用来测试模型的效果），均为

单个频谱线的闪电哨声波．

４．２　代表性算法的参数设置

４．２．１　基于人工定义特征的智能检测算法

本小节主要介绍基于形态学处理的闪电哨声波

检测算法中每个环节中的参数设置情况．首先将原

始时频图进行灰度化处理；再采用阈值分割进行二

值化处理，该过程中的阈值分割算法采用自适应阈

值分割算法（Ｏｔｓｕ，２００７）；然后，进行中值滤波处

理，该过程中采用的窗口大小是５×５；接着，进行开

运算处理，该环节采用的结构算子是５×５的圆形结

构算子；再提取连通域，用矩形框对其进行标记，用

星号标记其重心位置；最后，统计连通域中的目标像

素，当目标像素总量大于某阈值时，保留该连通域的

矩形框，否则将删除该连通区域的矩形框，该环节中

的阈值是４０．

４．２．２　基于神经网络自动提取特征的智能检测算法

目前，神经网络具有自动地学习鲁棒特征的能

力且效果最优，但其检测效果依赖于神经网络模型

的性能，该性能与训练过程中的超参数的设置有关．

其涉及的超参数主要有５种：学习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

或作ｌｒ），批次大小（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激活函数（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轮次（ｅｐｏｃｈ）和优化器（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在深度神经网络

中，上述５种超参数之间存在比较强的耦合性，使得

寻找最优的超参数组合更困难．常用的方法是在超

参数训练集上进行训练进而获取最佳的超参数组

合，当超参数选择确定后再在模型训练集上训练模

型，最后在测试集上对训练好的模型性能进行评估．

本小节将以基于ＳＤＮＮ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检测模

型为例介绍超参数调整的过程．

学习率（ｌｒ）：指在优化算法中沿损失梯度的反

方向更新网络权重的幅度大小．学习率过大导致模

型（在最优点附近）震荡抑或不收敛；学习率过小则

导致模型收敛速度偏慢，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学习

率参数的调整需要结合优化器等参数．

轮次（ｅｐｏｃｈ）：１轮次指的是完整的数据集通过

了一次神经网络的前向传播和一次反向传播．轮次

数量过少容易导致神经网络欠拟合，轮次过多容易

导致神经网络过拟合．因此，训练轮次需要选择合适

的值．

批次大小（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指的是每次送入神经网

络的样本的数量．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其默认的策略是

最大限度增大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直到“吃满”内存为止．其

原因是：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太小导致训练过程不容易收敛，

而大的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使得训练过程中的振动幅度减

小，且容易收敛．但是，２０１８年，Ｍａｓｔｅｒｓ和Ｌｕｓｃｈｉ

（２０１８）通过开展大量的实验指出过大的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对测试集不利，即泛化能力较差．并指出最佳的实验

表现都是在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处于２～３２之间．因此，其选

择策略是：当有足够算力时，选取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为３２

或更小一些；算力不够时，在效率和泛化性之间做折

衷，尽量选择更小的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Ｍａ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Ｌｕｓｃｈｉ，

２０１８）．

优化器：深度神经网络中的目标函数比较复杂

且一般为自定义的损失函数，而神经网络的优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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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求得损失结果最小条件下的网络参数状态，这

种优化问题一般不存在解析解，通常需要使用数值

计算的理论和技术更新网络参数，逼近最优解．将这

种迭代更新求解网络参数的工具称为优化器．目前

深度学习中有多种优化器可供选择，其中最基本的

优化器是随机梯度下降法（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ｅｓｃｅｎｔ，

ＳＧＤ），ＳＧＤ虽然能达到极小值，但是其他用的时间

长，而且可能会被困在鞍点．类似这种的传统优化器

通常将学习率设置为常数或者根据训练次数调节学

习率，从而极大地忽略了学习率其他变化的可能性，

进而严重影响了模型的性能．而自适应性学习率优

化器通过采取一些策略更新学习率提高模型的训练

速度和模型性能，使得其广泛应用于深度学习中．常用

的自适应优化器包括Ａｄａｄｅｌｔａ（Ｚｅｉｌｅｒ，２０１２），ＲＭＳｐｒｏｐ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Ｐｒｏｐ）（Ｇｒａｖ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和

Ａｄａｍ（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ｏｍｅｎ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ｇｍａａｎｄ

Ｂａ，２０１４）等．这些优化器均采用历史梯度信息调整

学习率．

激活函数：在神经网络中用激活函数给神经网

络加入一些非线性因素，使得网络可以更好地拟合

复杂函数表达式．在深度神经网络中，常用的激活函

数是：Ｓｉｇｍｏｉｄ，ｔａｎｈ，Ｒｅｌｕ和Ｓｏｆｔｍａｘ函数．激活函

数的选择通常按照下列规则：Ｓｏｆｔｍａｘ常常是作为

多分类神经网络的输出；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常用于二分

类，且适合浅层神经网络且需要配备较小的初始化

权重（防止输入到激活函数的数值落入饱和区间）；

ｔａｎｈ函数具有中心对称性，适合于有对称性的二分

类；在深度学神经网络中，ＲｅＬＵ函数被广泛应用．

其主要原因是：ＲｅＬＵ不仅仅使得梯度的计算变快，

而且能够缓解Ｓｉｇｍｏｉｄ和ｔａｎｈ引起的梯度弥散和

爆炸问题．

本文在复现ＳＤＮＮ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

测模型时，其调参过程如表４所示，详细过程如下：

（１）学 习率：设 初 始 的 参 数 组 合 （ｌｒ＝０．１，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Ａｄａｍ，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６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ｕ，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０．９，ｅｐｏｃｈ＝４０）．其ｌｏｓｓ曲线的

变化如图３０所示，观察前１０个ｅｐｏｃｈ的ｌｏｓｓ值在

快速下降，从第１０个轮次开始，ｌｏｓｓ值基本不再变

化，因此，其最终的ｌｏｓｓ值是１．０８７．这说明初始的

学习率太大，且从第１０个轮次开始神经网络几乎停

止“学习”．此时，继续按照下列方式调整学习率：保

持其他参数不变，将学习率减少到ｌｒ＝０．０１，得到如

图３１所示的ｌｏｓｓ曲线，其中每个ｅｐｏｃｈ的ｌｏｓｓ值

均低于图３０的ｌｏｓｓ值，且从第１０个ｅｐｏｃｈ开始，

ｌｏｓｓ值具有持续变化的趋势，最终的ｌｏｓｓ值是

１．０５１；继续向下调整ｌｒ＝０．００１，得到如图３２所示

的ｌｏｓｓ曲线：发现整个训练过程中的ｌｏｓｓ值不仅仅

下降速度快，而且随着训练轮次的增加，ｌｏｓｓ变化的

趋势也比较明显，说明随着训练轮次的增加，神经网

络依然在“学习”，其最终的ｌｏｓｓ值是０．１５７．继续调

整ｌｒ＝０．０００１得到如图３３所示的ｌｏｓｓ曲线，此时

图３０　初始学习率０．１，轮次４０

Ｆｉｇ．３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０．１ａｎｄｅｐｏｃｈ＝４０

图３１　初始学习率０．０１，轮次４０

Ｆｉｇ．３１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０．０１ａｎｄｅｐｏｃｈ＝４０

图３２　初始学习率０．００１，轮次４０

Ｆｉｇ．３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０．００１ａｎｄｅｐｏｃｈ＝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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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其ｌｏｓｓ值下降速度快，神经网络的”学习“趋势

依然存在，最终的ｌｏｓｓ值是０．３８４，将其与图３２进

行比较发现：图３３所示的ｌｏｓｓ曲线整体明显高于

图３２所示的ｌｏｓｓ曲线，说明图３２所代表的神经网

络的性能优于图３３所代表的神经网络的性能．此

时，停止参数调整，将图３２对应的学习率设为

ＳＤＮＮ网络的初始学习率，即ｌｒ＝０．００１．

（２）轮次：目前最优的超参数是图３２代表的参

数组合（ｌｒ＝０．００１，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Ａｄａｍ，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６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ｕ，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０．９，ｅｐｏｃｈ＝

４０），其最终的ｌｏｓｓ值是０．１５７．继续观察图３２所示

的ｌｏｓｓ曲线：发现在ｅｐｏｃｈ＝４０的地方，ｌｏｓｓ依旧呈

现下降趋势，此时的参数调整策略如下：继续增大

ｅｐｏｃｈ到７０，得到图３４所示的ｌｏｓｓ曲线，其最终的

ｌｏｓｓ值是０．０６０３，而且在ｅｐｏｃｈ＝７０的附近，ｌｏｓｓ的

变化趋势已经逐渐平稳，说明此时的神经网络已经

停止了学习．因此，参数ｅｐｏｃｈ的值无需再继续增

加，停止对该参数进行调整，设置ＳＤＮＮ 网络的

ｅｐｏｃｈ为７０．

图３３　初始学习率０．０００１，轮次４０

Ｆｉｇ．３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０．０００１ａｎｄｅｐｏｃｈ＝４０

图３４　初始学习率０．００１，轮次７０

Ｆｉｇ．３４　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０．００１ａｎｄｅｐｏｃｈ＝７０

（３）批次大小：在参数组合（ｌｒ＝０．００１，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

Ａｄａｍ，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６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ｕ，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０．９，ｅｐｏｃｈ＝７０）的基础上，为了得到最佳的ｂ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尝试对其进行调整：如表４所示，保持其他参数

不变，适当增大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到１２８，发现其最终的

ｌｏｓｓ值是０．０７１４；继续增加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到２５６，发现

最终的ｌｏｓｓ值变为０．０７４２；此时意味着大的ｂ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导致其ｌｏｓｓ变差，则尝试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３２，发现

其最终的ｌｏｓｓ值变为０．００８９；持续减少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到１６，发现其ｌｏｓｓ值较０．００８９变大，为０．０１８７，此

时，停止参数调整，选择最低的ｌｏｓｓ值对应的批次

大小为ＳＤＮＮ 网络的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的值，即ｂ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３２．

（４）优化器：在参数组合（ｌｒ＝０．００１，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

Ａｄａｍ，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３２，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ｕ，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０．９，ｅｐｏｃｈ＝７０）的基础上，保持其他参数不变，将优

化器分别设置为：Ａｄａｍ，Ａｄａｄｅｌａｔａ和ＲＭＳｐｒｏｐ，计

算其最终的ｌｏｓｓ值，如表４所示，分别是０．００８９，

０．８０１１，０．９７４２．选择最低的ｌｏｓｓ值所对应的优化

器为ＳＤＮＮ网络的优化器参数，即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Ａｄａｍ．

（５）激活函数：在参数组合（ｌｒ＝０．００１，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

Ａｄａｍ，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３２，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ｕ，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０．９，ｅｐｏｃｈ＝７０）的基础上，得到最终的ｌｏｓｓ值是

０．００８９．再将激活函数分别调整为ｔａｎｈ，Ｓｏｆｔｍａｘ，

Ｓｉｇｍｏｉｄ后进行模型训练，得到最终的ｌｏｓｓ值，如表

４所示，分别是１．７０３，１．８４７，１．９１２．选择最低的

ｌｏｓｓ值（０．００８９）所对应的激活函数为ＳＤＮＮ网络

的激活函数，即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ｕ．

表４　犛犇犖犖网络的调参过程

犜犪犫犾犲４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犪犱犼狌狊狋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犛犇犖犖犿狅犱犲犾

学习率 优化器 批次大小 激活函数 轮次 最终的ｌｏｓｓ

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４０ １．０８７

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４０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４０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４０ ０．３８４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７０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１２８ Ｒｅｌｕ ７０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２５６ Ｒｅｌｕ ７０ ０．０７４２

０．００１ 犃犱犪犿 ３２ 犚犲犾狌 ７０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３２ ｔａｎｈ ７０ １．７０３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３２ Ｓｏｆｔｍａｘ ７０ １．８４７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３２ Ｓｉｇｍｏｉｄ ７０ １．９１２

０．００１ ＲＭＳｐｒｏｐ ３２ Ｒｅｌｕ ７０ ０．９７４２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ｄｅｌｔａ ３２ Ｒｅｌｕ ７０ ０．６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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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类似的过程调试 ＹＯＬＯＶ３网络的参数，

如表５所示．得到ＳＤＮＮ网络和ＹＯＬＯＶ３网络的

最佳参数如表６所示．这说明按照上述的调参策略

得到的超参数组合，能够使得网络参数在更新过程

中获得比较合适的方向和步长，达到学习的目的，并

最终获得较优的网络参数．

表５　犢犗犔犗犞３网络的调参过程

犜犪犫犾犲５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犱犼狌狊狋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犢犗犔犗犞３犿狅犱犲犾

学习率 优化器 批次大小 激活函数 轮次 最终的ｌｏｓｓ

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１０００ ６．１０７

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１０００ ６．０２４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１０００ ２．７８３

０．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１０００ ２．９７１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１５００ ２．４３９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２０００ ２．１３１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６４ Ｒｅｌｕ ４０００ ２．１２５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１２８ Ｒｅｌｕ ２０００ ２．２７６

０．００１ 犃犱犪犿 ３２ 犚犲犾狌 ２０００ １．７０１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１６ Ｒｅｌｕ ２０００ １．７３９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３２ ｔａｎｈ ２０００ ４．７１４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３２ Ｓｏｆｔｍａｘ ２０００ ６．１０９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ｍ ３２ Ｓｉｇｍｏｉｄ ２０００ ５．２７１

０．００１ ＲＭＳｐｒｏｐ ３２ Ｒｅｌｕ ２０００ ３．８１２

０．００１ Ａｄａｄｅｌｔａ ３２ Ｒｅｌｕ ２０００ ３．１６４

表６　犛犇犖犖网络和犢犗犔犗犞３网络最终的参数设置

犜犪犫犾犲６　犉犻狀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犲狋狋犻狀犵狊狅犳犛犇犖犖狀犲狋狑狅狉犽犪狀犱

犢犗犔犗犞３狀犲狋狑狅狉犽

网络模型 学习率 批次大小 优化器 激活函数 轮次

ＳＤＮＮ网络 ０．００１ ３２ Ａｄａｍ Ｒｅｌｕ ７０

ＹＯＬＯＶ３网络 ０．００１ ３２ Ａｄａｍ Ｒｅｌｕ ２０００

４．３　代表性算法的模型训练过程

基于形态学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模

型，无训练过程，无训练时间成本．

基于ＳＤＮＮ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

的模型主要有３层卷积神经网络构成，其超参数的

设置如表６所示．该模型的训练环境：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

６４位系统，使用ＮｖｉｄｉａＧｅＦｏｒｃｅＲＴＸ２０８０Ｔｉ显卡，

ＣＵＤＡ１０．０和ｃｕＤＮＮ调用ＧＰＵ加速训练，模型的

训练过程如图３５ａ所示：在前１０个ｅｐｏｃｈ内，其损

失值急剧衰减，到第６５个ｅｐｏｃｈ后训练过程基本处

于稳定，训练时间是０．１６ｈ．

基于ＹＯＬＯＶ３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

法的模型主要有２５２层的神经网络构成，其超参数

的设置如表６所示，该模型的训练环境与ＳＤＮＮ网

络的环境相同，其模型的训练过程如图３５ｂ所示：在

前５００ｅｐｏｃｈ内，其损失值急剧衰减，直到第１８００个

ｅｐｏｃｈ后损失值基本处于稳定，其训练时间是４．５ｈ．

其中，神经网络的训练时间成本主要受三方面

影响：硬件设施，模型复杂度和超参数中的优化器．

在硬件设施相同的情况下，模型越复杂、网络层

数越多，参数越多，其计算量就越大，同时其超参数

“轮次”的值越高，因此，导致其训练的时间越长．比

如ＳＤＮＮ 网络由三层卷积网络构成，其最佳的

ｅｐｏｃｈ为７０，训练时间是０．１６ｈ；而ＹＯＬＯＶ３神经

网络由２５２层网络构成，其最佳的ｅｐｏｃｈ为２０００，

训练时间是４．５ｈ．

在网络优化的过程中，训练时间成本主要与优

化器的选择有关．最基本的优化器是ＳＧＤ，但是

ＳＧＤ的优化速度较慢，容易驻留在鞍点．为了提高

图３５　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

（ａ）ＳＤＮＮ网络；（ｂ）ＹＯＬＯＶ３网络．

Ｆｉｇ．３５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ＳＤＮＮ；（ｂ）ＹＯＬＯ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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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速度和性能，大量的实验表明通过设置一个根据

迭代次数衰减的学习率具有明显效果．其基本思想是：

在训练前期调整学习率的值变大，训练后期调整其变

小．常用的学习率衰减策略包括分段常数衰减，指数衰

减，自然指数衰减，余弦衰减等．但对学习率超参数的

初始设置具有较强的依赖，而自适应优化器主要利用

历史梯度信息自适应调整学习率，降低了对初始学习

率参数的依赖性，同时加快了优化速度．常用的自适应

优化器是 Ａｄａｄｅｌｔａ，ＲＭＳＰｒｏｐ和 Ａｄａｍ．在实际应用

中，需结合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优化器．

４．４　代表性算法的复现效果

本小节主要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比较三种复现

算法的效果：其中定量比较如表７所示，定性比较如

图３６—３８所示．基于形态学处理的闪电哨声波智能

检测算法对噪声敏感，虽然采用中值滤波、开运算等

方式滤除了一部分干扰，如图３６（ｃ，ｄ，ｅ）所示，但仍

然难以克服噪声对该算法产生的影响，如图３６ｆ显

示的是连通域的标记结果，其中每个星号点是一个

连通域的重心．对比图３６ａ和图３６ｆ可知：图３６ｆ中

的两个椭圆区域各有一条闪电哨声波，即理论上每

个椭圆区域内应该各有一个连通区域且每个区域有

一个星号点所表示的连通域的重心．仔细观察图

３６ｆ中的两个椭圆区域发现：每个椭圆区域均存在

多个星号点，说明每个椭圆区域存在多个连通域．说

明连通特性被干扰点破坏，使得一个完整的哨声波

区域被标记成了若干个连通区域，导致连通域分析

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最终使得这两条闪电哨声波被

漏检．因此，该方法的漏检率较高．而滑动卷积神经

网络（ＳＤＮＮ）通过特征学习获得了较鲁棒的哨声波

特征，并有效地克服了上述噪声的干扰，但由于采用

了固定大小的滑动窗，导致图３７最下边的闪电哨声

波（椭圆标记区域）被漏检了．ＹＯＬＯＶ３网络由于将

自动特征提取、分类和定位统一整合在其损失函数

所表示的数学模型中，其在定位方面比滑动卷积神

经网络更精准，如图３８所示，但模型的训练时间长．

总之，人工定义的特征不具有鲁棒性容易受到噪声

等因素的干扰，自动化提取的特征较之更为鲁棒，且

自动定位效果亦更为精准．

表７　三种闪电哨声波自动检测算法在张衡一号卫星数据中的效果

犜犪犫犾犲７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狉犲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狊犳狅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狑犺犻狊狋犾犲狉犳狉狅犿狋犺犲犱犪狋犪犮犪狆狋狌狉犲犱犫狔犣犎１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

错误率 误警率 漏检率 Ｆ１ｓｃｏｒｅ 消耗的时间

基于形态学处理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模型 ３１％ ７％ ２４％ ７１．２％
无训练过程

测试时间：１．２１ｓ／张

基于ＳＤＮＮ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模型 １７％ ２％ １５％ ８１．７％
训练时间：０．１６ｈ；

测试时间０．３９ｓ／张；

基于ＹＯＬＯＶ３神经网络的闪电哨声波检测模型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５％ ９８．７％
训练时间：４．５ｈ；

测试时间０．１２ｓ／张

图３６　基于形态学处理的闪电哨声波检测算法

（ａ）原始时频图；（ｂ）灰度化；（ｃ）二值化；（ｄ）中值滤波；（ｅ）开运算；（ｆ）连通域分析／连通域标记；（ｇ）连通域筛选；（ｈ）最终结果．

Ｆｉｇ．３６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Ｇｒａｙｉｍａｇｅ；（ｃ）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Ｍｅｄｉ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ｅ）Ｏｐｅ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ｄｏｍａｉｎ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ｇ）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ｄｏｍａｉ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ｈ）Ｆｉ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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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７　滑动卷积神经网络的检测的效果

Ｆｉｇ．３７　ＳＤＮ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３８　ＹＯＬＯＶ３神经网络的检测的效果

Ｆｉｇ．３８　ＹＯＬＯＶ３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５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电磁卫星的监测数据量急剧增长，闪电

哨声波智能检测作为人工智能与地球物理交叉的研

究方向，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对基于电磁卫星数据

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进行了全面而层次化的综

述．通过综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电磁卫星：目前电磁卫星的闪电哨声波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 ＤＥＭＥＴＥＲ 卫星、Ａｒａｓｅ 卫星和

Ａｋｅｂｏｎｏ卫星，其目的是统计闪电哨声波全球的分

布特点，并通过卫星的闪电哨声波反演电离层的高

通电子量、等离子密度等信息．

（２）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方法在时频图的基础

上，借鉴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的相关技术，通过逐

步实现特征提取、分类和定位等过程达到了自动检

测闪电哨声波的目的．表８—１０分别从特征提取、分

类和定位三个方面对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进行

了总结整理和对比．

表８总结和对比了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中

的特征提取技术：①人工提取特征（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ｌｉＡｈｍａｄ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该方法是依赖人工观察闪电哨声波的时频图，结合

闪电哨声波的物理机理总结出闪电哨声波的特征，

比如色散形状等，然后采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设计

预处理算法以增强该特征，最后再采用计算机视觉

技术设计算法提取该特征．这种方式适合在数据量

不大的情况下进行使用，且时间成本低．但闪电哨声

波的色散形状亦是多种多样，采用计算机视觉相关

技术提取的人工定义的特征仅仅能够代表一部分闪

电哨声波的特征，该特征不仅仅泛化性差且容易受

到噪声的干扰．说明人工提取的特征鲁棒性差，在数

据量大的情况下其检测效果不佳．②自动提取特征

（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首先在时频图上，由人工标

注大量的单闪电源的单条频谱线的闪电哨声波，然

后将这些标注图片数据输入到神经网络去训练得到

一模型，该模型能够自动提取闪电哨声波特征．这种

方式可以获得较鲁棒的闪电哨声波特征，在数据量

增大的情况下，其检测到的单闪电源的单谱线的闪

电哨声波的效果最佳．

表９总结和对比了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中

的分 类 技 术：① 模 板 匹 配 （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ＶＬＦ

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ｌｉＡｈｍａｄ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该方

法首先依赖人工提取闪电哨声波的特征，对其进行

归一化处理后得到闪电哨声波的特征模板，然后提

取待识别的闪电哨声波的特征，将该特征与特征模

板进行匹配，匹配度高意味着该图像是闪电哨声波，

否则认为该图像是非闪电哨声波图像．该方法存在

两方面的局限性：第一个局限性来自于模板，闪电哨

声波虽然具有色散状特征，但该特征有大量的不同

的形态．因此，难以用一个标准化模板表示所有的闪

电哨声波的色散特征．第二个局限性来自于匹配，匹

配策略可被视作一线性分类器，随着闪电哨声波数

据量的增加以及色散特征的多样化，线性可分性越

来越难以满足，导致分类结果变差．②神经网络分类

器（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神经网络能够很好地拟合

闪电哨声波图像与识别结果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

克服线性分类器的缺点，总之，神经网络分类器分类

效果优于模板匹配分类器．

表１０总结和对比了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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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中的哨声波特征提取方法的总结和对比

犜犪犫犾犲８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犺犲犳犲犪狋狌狉犲犲狓狋狉犪犮狋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狊犻狀狋犺犲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狑犺犻狊狋犾犲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

特征提取方法 优点 缺点

人工提取特征（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ｌｉＡｈｍａ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在样本数据少的情况下，人工提取的特征

有效，且具有明确的物理含义，可解释性

强，时间成本低．

当数据样本量大的时候，人工提取的特征

不够鲁棒．

自动提取特征（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在样本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情况能够提取

到鲁棒的闪电哨声波的特征．

自动提取的特征的可解释性差；需要大量

的训练样本．

表９　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中的哨声波分类（识别）方法的总结和对比

犜犪犫犾犲９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犻狀狋犺犲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狑犺犻狊狋犾犲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

分类（识别）方法 优点 缺点

模板匹配分类（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ｌｉＡｈｍａ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简单、快捷，无需训练过程，可直接操作数

据，对样本数据量的要求不高．

鲁棒性不强，尤其当测试的数据与模板数

据存在差异的时候．

神经网络分类（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因为神经网络能够拟合非线性关系，所以

其分类效果较佳．

需要模型的训练过程，对训练的机器有硬

件方面的要求，容易过拟合．

表１０　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中的哨声波定位方法的总结和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０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犺犲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犻狀狋犺犲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狑犺犻狊狋犾犲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

方法分类 优点 缺点

滑动窗定位（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

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ｌｉＡｈｍａ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Ｋｏｎ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简单且效率高，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无

需训练过程．

由于定位需要根据阈值进行判断，则定位

的精度不够准确．

智能判断定位（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定位准确度高 需要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需要训练过程．

中的定位技术：①滑动窗定位（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ＶＬＦ

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８；Ｆｉ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ｌｉＡｈｍａｄ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Ｄ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Ｏ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Ｋｏｎ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在时频图上，固定一个大小的时间窗，

比如以步长２ｓ进行滑动，对每一个滑动区域进行

特征提取和分类（识别），该方法简单易实现但最大

的问题是闪电哨声波持续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其时

间尺度范围从毫秒级到秒级，因此，滑动窗定位的方

式只能定位出某个固定时间宽度的闪电哨声波，定

位精度低．②智能判断定位（Ｋｏ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采用ＹＯＬＯＶ３神经网络对闪电哨声波图像区域与

其相邻的上下文图像区域进行建模，经过大量的训

练后得到的神经网络模型能够准确地定位到任意时

间宽度的闪电哨声波．

总之，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的研究处于起步阶

段．目前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仅在识别单条

的闪电哨声波方面取得一定的效果．通过综述分析

目前的电磁卫星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本文

认为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将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现有的智能检测算法能够检测出大部分的

单个闪电源的单条频谱线的闪电哨声波类型，如何

检测出表１中由单个闪电源的多条频谱线组成的闪

电哨声波是探索空间物理现象机制亟需解决的问

题．针对多条频谱线的闪电哨声波类型，其典型的特

点是由多条色散状的频谱线组成，衰减速度随着时

间的变化逐渐变小，同时频谱强度逐渐减少．可在单

条频谱线的哨声波检测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机视觉

处理技术提取频谱曲线的斜率变化，用其表达该曲

线的衰减信息，将提取得到斜率和频谱强度随时间

变化的信息作为时间序列，进一步设计循环神经网

络以实现对单闪电源的多条频谱线的闪电哨声波进

行智能检测的功能．

（２）单条频谱线的闪电哨声波依然存在多种形

态，在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结果的基础上，能够根据

用户提供的闪电哨声波图像自动地从海量的电磁卫

星的数据池里找到与其形态相似的若干张哨声波图

像并返回相关的时空信息，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其方案如图３９所示：首先通过对电磁卫星的数据进

行预处理和傅里叶变换等方式建立电磁卫星数据

池；然后，输入待查询的闪电哨声波图像，提取待查

询的闪电哨声波图像的形状特征、位置信息、频谱强

度特征以及斜率特征等创建待检索向量；然后借用

哈希技术对待检索向量进行哈希编码；接下来，在电

磁卫星数据池中采用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检测

识别单条频谱线的闪电哨声波，再对每个检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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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９　基于哈希的哨声波图像智能检索

Ｆｉｇ．３９　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ａｓｈｉｎｇ

闪电哨声波采用计算机视觉等技术提取其形状特

征、位置信息、频谱强度特征以及斜率特征等信息，

利用这些信息创建向量表示该闪电哨声波，同时对

该向量进行哈希编码．计算待检索数据的哈希编码

与数据池中每个数据向量的哈希编码之间的汉明距

离，选择前犓（犓 是非负整数）个最小的汉明距离所

对应的闪电哨声波图像即为检索到的闪电哨声波图

像，且检索到的图像共有犓 张．

（３）目前的闪电哨声波检测算法没有公开的庞

大的数据库，构造闪电哨声波电磁卫星的数据库亦

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可通过收集ＺＨ１卫星

ＶＬＦ波段感应磁力仪数据和电场探测仪数据，将其

转化成时频图后，通过人工处理方式建立统一的电

磁卫星的闪电哨声波数据库，以期大力推动闪电哨

声波智能检测算法的发展．

（４）目前的闪电哨声波智能检测算法能够检测

出部分闪电哨声波，在此基础上，根据其形态特征开

展哨声波的轨迹跟踪是进行电子密度估计的关键，

值得研究和探索．可通过跟踪其轨迹，利用轨迹的幅

值和色散度反演电子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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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张衡一号卫星团

队的所有成员为本文研究数据提供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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