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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下的计算成像:现状、挑战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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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光学成像技术已经由传统的强度、彩色成像发展进入计算光学成像时代.计算光学成像基于几何

光学、波动光学等理论对场景目标经光学系统成像再到探测器采样这一完整图像生成过程建立精确的正向数学模

型,再求解该正向成像模型所对应的“逆问题”,以计算重构的方式来获得场景目标的高质量图像或者传统技术无

法直接获得的相位、光谱、偏振、光场、相干度、折射率、三维形貌等高维度物理信息.然而,计算成像系统的实际成

像性能也同样极大程度地受限于“正向数学模型的准确性”以及“逆向重构算法的可靠性”,实际成像物理过程的不

可预见性与高维病态逆问题求解的复杂性已成为这一领域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为计算光学成像技术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不同于传统计算成像方法所依赖的物理驱动,深
度学习下的计算成像是一类由数据驱动的方法,它不但解决了许多过去计算成像领域难以解决的难题,还在信息

获取能力、成像的功能、核心性能指标(如成像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灵敏度等)上都获得了显著提升.基于此,

首先概括性介绍深度学习技术在计算光学成像领域的研究进展与最新成果,然后分析了当前深度学习技术在计算

光学成像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最后展望了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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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recentyears opticalimagingtechniqueshaveenteredintotheeraofcomputationalopticalimaging
fromthetraditionalintensityandcolorimaging敭Computationalopticalimaging whichisbasedongeometricoptics 
waveoptics andothertheoreticalfoundations establishesanaccurateforwardmathematicalmodelforthewhole
imageformationprocessofthesceneimagedthroughtheopticalsystemandthensampledbythedigitaldetector敭
Then thehighＧqualityreconstructionoftheimageandotherhighdimensionalinformation suchasphase 
spectrum polarization lightfield coherence refractiveindex andthreeＧdimensionprofile whichcannotbe
directlyaccessedusingtraditional methods canbeobtainedthroughcomputationalreconstruction method敭
However theactualimagingperformanceofthecomputationalimagingsystemisalsolimitedbythe accuracyof
theforward mathematical model and thereliabilityofinversereconstructionalgorithm 敭Besides the
unpredictabilityofrealphysicalimagingprocessandthecomplexityofsolvinghighdimensionalillＧposedinverse
problemshavebecomethebottleneckoffurtherdevelopmentofthisfield敭Inrecentyears therapiddevelopment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deeplearningforthetechnologyopensanewdoorforcomputationalopticalimaging
technology敭Unlike physicaldriven modelthattraditionalcomputationalimaging methodi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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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alimagingbasedondeeplearningisakindof dataＧdriven method whichnotonlysolvesmany
problemsconsideredquitechallengetobesolvedinthisfield butalsoachievesremarkableimprovementin
informationacquisitionability imagingfunctions andkeyperformanceindexesofimagingsystem suchasspatial
resolution temporalresolution anddetectionsensitivity敭Thisreviewfirstbrieflyintroducesthecurrentstatusand
thelatestprogressofdeeplearningtechnologyinthefieldofcomputationalopticalimaging敭Then themain
problemsandchallengesfacedbythecurrentdeeplearning methodincomputationalopticalimagingfieldare
discussed敭Finally thefuturedevelopmentsandpossibleresearchdirectionsofthisfieldareprospected敭
Keywords　imagingsystems computationalimaging deeplearning opticalimaging opticalinformation
processing
OCIScodes　１１０敭０１８０ １００敭５０７０ １８０敭６９００

１　引　　言

视觉是人类获得客观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而
人眼受限于视觉性能,在时间、空间、灵敏度等方面

均存在局限性.光学成像技术由此应运而生,其利

用各种光学成像系统,如显微镜、望远镜等,实现光

信息的可视化,同时延伸扩展人眼的视觉特性.然

而,一方面,传统光学成像系统因受强度成像机理、
探测器技术水平、光学系统设计、成像衍射极限等因

素制约,在空间分辨、时间分辨、光谱分辨、信息维度

与探测灵敏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满足

人们对成像系统功能与性能的进一步需求,以及军

民领域日益增长的高分辨、高灵敏度和多维高速成

像的应用需求.采用传统光学成像系统的设计思路

想要获得成像性能的少量提升,通常意味着硬件成

本的急剧增加,甚至难以实现工程化应用.另一方

面,光探测器规模尺寸、像元大小、响应灵敏度等均

已接近物理极限,很难满足这些极具挑战性的需求.
随着成像电子学的发展,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

的增强,光场调控、孔径编码、压缩感知、全息成像等

光电信息处理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此外,经过成千

上万年的发展自然界已经演化出多类能够满足不同

生存需求的生物视觉系统,从生物视觉系统中获得

灵感无疑可以给新一代光学成像技术的发展带来

有益的启示.在此背景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光学成像界和图像处理界的许多研究人员不约而

同地探索出了一种新型成像模式,即图像形成不

再仅仅依赖于光学物理器件,还依赖于前端光学

和后端探测信号处理的联合设计.这种技术就是

现 在 广 为 人 知 的 “计 算 成 像”(Computational
Imaging)技术[１],它将光学调控与信息处理有机结

合,为突破上述传统成像系统中的诸多限制性因素

提供了新手段与新思路.
计算光学成像是一种通过联合优化光学系统和

信号处理来实现特定成像功能与特性的新兴研究领

域.其建立在几何光学、波动光学,甚至光量子模型

的基础上,采用照明与光学系统调制等方式,建立目

标场景与观测图像之间的变换或调制模型,然后利

用逆问题求解等数学手段,通过计算反演来进行成

像.这种计算成像方法实质上就是在场景和图像之

间建立某种特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线性的也

可以是非线性的.它突破了传统成像技术点对点一

一对应的强度直接采样形式,采用了更加灵活的非

直接的采样形式,更能充分发挥成像系统中各组件

的特点与性能.这种灵活的设计模式可以改变光学

测量的性质以获得所需的结果,并平衡物理域和计

算域之间图像生成和信息提取所依赖的资源.基于

信息论的概念,计算光学成像设计师不仅可以借助

于传统光学设计的优势,还可以充分利用物理光学

在光信号处理中的潜力来设计成像系统.这种新型

的成像方式将有望改变成像系统获取信息的方式,
提升其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强资源利用,赋予其诸多

传统光学成像技术难以获得甚至无法获得的革命性

的优势:例如,突破探测器制造工艺、工作条件、功耗

成本等因素的限制,有效提高成像质量(信噪比、对
比度、动态范围),简化系统(无透镜、小体积、低成

本),突破光学系统与图像采集设备的分辨率限制

(超像素分辨、超衍射极限),并使其功能(相位、光
谱、偏振、光场、相干度、折射率、三维形貌、景深严

拓、模糊复原、数字重聚焦、改变观测视角)、性能(空
间分辨、时间分辨、光谱分辨、信息维度与探测灵敏

度)、可靠性、可维护性等获得显著提高,有助于实现

成像设备的高性能、微型化、智能化.
现如今,计算光学成像已发展为一门集几何光

学、信息光学、计算光学、计算机视觉、现代信号处理

等理论于一体的新兴交叉技术研究领域,成为光学

成像领域的一大国际研究重点和热点.然而,隐藏

在计算成像华丽外衣之下的是其所必须付出的额外

成本与代价:用于进行非传统测量的物理实体器件

相关的成本、多次测量产生的时间成本、数据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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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模型和校准对处理性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
计算成像技术的实际成像性能极大程度地受限于

“正向数学模型的准确性”以及“逆向重构算法的可

靠性”,实际物理成像过程中的不可预见性与高维病

态逆问题求解的复杂性已成为这一领域进一步发展

亟需解决的瓶颈问题.
近几年,DeepMind公司研制的人工智能机器

人AlphaGo战胜顶尖围棋棋手李世石[２]、先进图像

分类算法在具有挑战性的数据集ImageNet上的正

确率超过人类[３]等令人振奋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

来,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身边一个耳熟能详的词

汇,国际上也开始迎来这一技术的研究热潮.当下

谈到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神经网

络”便是经常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高频词汇.借助

于数学中集合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

一种包含关系,也就是“机器学习”包含“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包含“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已经成为目

前最为热门的一种机器学习方案.深度学习这一名

称中的“深度”一词表示其使用的神经网络结构多于

四层.一般而言,随着神经网络层数的增加,神经网

络的性能会更强,学习的效果也会更佳.
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指引着大数据时代的来

临,以数据推动的深度学习技术无疑是大数据时代

的算法利器.相比于传统的机器学习技术:首先,深
度学习技术可利用不断增多的数据不断提升其性

能,而传统机器学习技术无法做到这一点;其次,有
别于传统方法需要手动提取特征,深度学习技术是

一项全自动的技术,它可以从海量数据中直接抽取

特征,并且,对于不同的任务,不再需要设计独特的

特征提取器,所有工作都可由深度学习自动完成.
这是智能机器逐渐代替人工操作的一个显著体现,
因此深度学习技术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项热点技

术,无论学术界还是工业界都对这项技术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特别是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深度学习作

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数据驱动”的技术,在图像分

类、物体检测及识别等诸多应用上均取得了巨大

成功.
自２０１７年初,深度学习技术逐渐走入计算成像

领域研究者的视野,并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已在数字

全息成像[４Ｇ９]、傅里叶叠层成像技术[１０Ｇ１３]、鬼成像/单

像素成像[１４Ｇ１６]、超分辨显微成像技术[１７Ｇ２２]、光学相

干层析成像(OCT)[２３Ｇ２７]、散射介质成像[２８Ｇ３２]、极弱

光成 像[３３Ｇ３４]、跨 模 态 染 色 成 像[３５Ｇ３６]、光 栅 条 纹 分

析[３７Ｇ３９]与快速三维成像[４０Ｇ４２]等成像体制上得以成

功应用,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开创性研究成果.
令人欣喜的是,对比传统物理模型驱动的计算成像

技术,样本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下的计算成像技术

发生了思想观念上的根本变革,它不但解决了许多

过去计算成像领域难以解决的难题,还在信息获取

能力、成像的功能、核心性能指标(如成像空间分辨

率、时间分辨率、灵敏度等)上获得了显著提升.如

今,以深度学习为主题的计算成像相关方面的论文

喷井而出,呈指数式增长趋势.
在此背景下,本文概括性地介绍深度学习技术

在计算光学成像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最新进展.简要

讨论计算成像技术与深度学习技术的基本概念,并
按照深度学习技术的“目的与动机”或者说“深度学

习技术为传统计算成像技术带来了哪些新的要素”
进行细分,对现有深度学习计算成像技术的研究现状

及其典型应用进行概述.值得注意的是,深度学习是

一把“双刃剑”,它给计算成像领域研究带来了惊喜的

同时也引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

当前深度学习技术在计算光学成像领域面临的主要

问题与挑战,这亦是本文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后,对
深度学习在计算成像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可能的

研究方向进行讨论并展望,并给出了总结性评论.

２　深度学习下的计算成像:现状

一个典型的光学成像系统主要由光源、光学镜

头组、光探测器三部分组成.其通过将三维场景中

目标发出的光线聚焦在光探测器上进行“点对点”成
像.然而这种“所见即所得”的成像方式因其单视

角、平面投影等因素的限制,导致高维度场景信息

存在缺失.除此之外,日益复杂庞大的光学成像

系统也限制着其应用场景.为了解决传统光学成

像系统所面临的问题,计算成像技术应运而生,其
采用“先调制,再拍摄,最后解调”的成像方式.将

光学系统(照明、光学器件、光探测器)与数字图像

处理算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并在设计时一同进

行综合优化,前端成像元件与后端数据处理二者

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混合光学Ｇ数字计算成像系

统”,如图１所示.不同于传统光学成像的“所见

即所得”,计算成像建立在几何光学、波动光学,甚
至光量子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照明与光学系统调

制等方式,建立目标场景与观测图像之间的变换

或调制模型,然后利用逆问题求解等数学手段,通
过计算反演来进行成像,以获得场景目标的高质

量图像与高维度物理信息.

０１１１００３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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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计算光学成像系统的成像过程

Fig．１ Imagingprocessofcomputationalopticalimagingsystem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事物的存

在都具有两面性,计算成像技术亦是如此.当设计

计算成像系统时,必须权衡计算成像和传统成像相

关的成本代价与预期的改进效用.计算成像技术所

能带来的功能与性能上的提升往往是以复杂昂贵的

系统硬件、大量额外的数据采集、复杂耗时的算法处

理等为代价而换取的.更重要的是,计算光学成像

华丽的外衣下还掩盖了其所依赖的两大关键问题:
第一,如何准确地建立场景与图像之间的正向

模型,并使得采样数据包含场景中所感兴趣的物理

信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第二,如何利用逆问题优化求解来重构图像,这

也是个核心问题.它既要与非直接采样的自身特点

相匹配以建立优化模型,又要在重构过程中保证重

构图像的准确度.
然而通过已有的实验结果可以发现,在某些领

域(特别是间接成像),目前通过计算成像算法重构

的图像和基于传统透镜直接拍摄到的图像在成像质

量和保真度上仍然有一些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计

算成像要求算法中采用的光学系统的数学模型能够

真实全面地反映实际的物理成像过程,如果该模型

不能真实地反映光学系统的复杂性,计算成像将有

可能得不到理想的成像结果,其优势也可能会完全

丧失.例如,如果数学模型对光学成像过程中的光

的波动性质、像差或系统对温度变化的敏感度的客

观参数进行忽略或者简化,则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

况.此外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还会受到各种环境不

确定因素的影响(噪声、振动等),从而会导致所建立

的成像模型并不准确.即使完全知道这些影响因素

的存在,设计人员仍然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简单

化的模型可能无法产生精确有效的结果,而更加真

实的模型可能需要大量的系统参量、很高的处理负

载和很长的处理时间.实际考虑因素包括正向模型

成立的条件和逆向重构算法的复杂程度、测量过程

对噪声及环境扰动的敏感性,以及算法后处理引入

的伪影(Artifacts)水平等.
深度学习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数据驱动”的

技术,其在图像分类、物体检测及识别乃至“看图作

文(ImageCaptioning)”等诸多计算机视觉任务上

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由于其在“黑盒子般的盲

建模”与“高维非线性特征拟合”方面的卓越表现,深
度学习自２０１７年初也逐渐得到计算成像领域研究

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取得了一系

列令人瞩目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深度学习的成功不

仅仅带来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快速进步,还解决

了计算成像领域许多过去被认为是难以解决甚至无

法解决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它给该领域带来了思想

观念上的根本变革:

１)从“物理模型驱动”到“样本数据驱动”
在深度学习兴起之前,成像物理模型和经验驱

动主宰了计算成像领域多年.一个典型的计算光学

显微成像系统由照明、样品、成像系统、探测器四部

分构成.照明光与样品发生作用后,成为其本质信

息(如吸收、相位、光谱、三维、折射率等)的载体,通
过对照明与成像系统进行光学调控使物体的本质信

息转化为光强信号并由探测器离散采集,最后通过

相应的重构算法对样品本质信息进行反演,获得样

品的图像或其他所感兴趣的高维物理信息.为了对

整个成像过程进行数学建模,通常需要基于标量衍

射理论或部分相干理论对照明光产生与自由传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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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被测物体相互作用进行建模.例如:部分相干

光场需要利用交叉谱密度/互强度或者相空间光学

理论中的维格纳函数来对其进行表征;在空域利用

交叉谱密度/互强度/维格纳函数所满足的传输方

程,或在频域引入衍射的角谱理论去描述待测物体

对照明光波的散射作用;利用vanCittertＧZernike
定理、部分相干光学传递函数理论等去描述光学系

统对成像过程的影响;最终完成从产生照明光到传

感器上产生低维耦合离散光强信号的整体过程的正

向数学建模.模型初步建立后,通常还需要利用

VirtualLab、Comsol等光学仿真软件基于严格的麦

克斯韦方程求解算法对成像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并
在现有成像系统上利用已知物体实测加以比对,对
成像的正向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与优化.整个正向

物理建模过程依赖于大量的专家知识和经验驱动,
严重影响了计算成像技术的通用性和可重用性.

深度学习彻底颠覆了这种“物理模型驱动”的范

式,开启了“样本数据驱动”的学习范式.具体体现

在两点:第一,所谓的经验和知识也在样本数据中,
在数据量足够大时无需显式的经验或知识的嵌入,
直接从数据中可以学到;第二,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特

有的“高维特征自动提取”能力,可以直接从原始信

号进行学习,而无需借助人为的特征变换或提取.
数据驱动的表示学习范式使得科研人员无需根据经

验和知识针对不同的成像问题设计不同的处理流

程,从而大大提高了算法的通用性,也大大降低了解

决新问题的难度.

２)从“分步/分治”到“端到端学习”
分治或分步法,即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若干简

单子问题或子步骤,这曾经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常用

思路.分步法在计算成像领域,也是被广泛采用的

方法论.比如,为了解决数字全息图重构问题,过去

经常将其分为预处理、相位解调、衍射计算(数值传

播)、焦面判断等若干步骤.再如,为了解决非线性

优化问题,可以采用分段线性方式来逼近全局的非

线性.这样做的动机虽然很清晰,即子问题或子步

骤变得简单、可控、更易解决,但从深度学习的视角

来看,其劣势也同样明显:子问题最优未必意味着全

局的最优.相反,深度学习更强调端到端的学习,即
不去人为地分步骤或者划分子问题,而是完全交给

神经网络直接学习从原始输入到期望输出的映射.
相比分治策略,端到端的学习有协同增效的优势,有
更大的可能获得全局上更优的解.当然,如果一定

要把分层看作是“子步骤或者子问题”也是可以的,

但这些分层各自完成什么功能并不是预先设置好

的,而是通过基于数据的全局优化来自动学习的.

３)从“病态非线性逆问题”到“直接(伪)正向非

线性建模”
计算成像中所涉及的众多复杂逆问题本质上是

高度病态且非线性的,而深度学习实现了从输入到

输出的非线性变换,这是深度学习在众多复杂问题

上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在深度学习出现之前,众
多线性模型求解或非线性迭代优化算法是计算成像

图像重构的主流技术.对于可通过近似手段线性化

的逆问题(如傍轴近似下的相位恢复问题可通过光

强传输方程线性化直接求解,Born或Rytvo近似下

的某些逆散射问题也可以实现线性化求解),相应的

病态方程组求逆、反卷积与偏微分方程求解等是求

解这类问题的核心算法;对于无法线性化的逆问题

(如非傍轴条件或复杂照明情况下相位重构问题),
可基于凸集投影与梯度搜索的优化算法进行迭代求

解(尽管解空间往往是非凸的,但事实证明这些优化

算法往往是奏效的).一般而言,基于某些限制性假

设的线性化求解方法所得的解可以作为更为一般条

件下非线性问题求解的初值,以提高迭代算法的收

敛速度与求解的稳定性.针对逆问题的病态性,通
常通过引入被测物体的先验作为正则化手段限定解

空间以使其良态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压缩感知技

术,它由于在解决病态逆问题方面的突出表现成为

了计算成像领域中一个耳熟能详的专业词汇.压缩

感知的核心假设在于已知解具有稀疏性(Sparsity),
因此可以使用少量的数据来接近完美地恢复原始信

号.稀疏性可以作为约束或者正则项,提供额外的

先验信息.而大部分信号本身并不是稀疏的(即在

自然基下的表达不是稀疏的),但是经过适当的线性

变换后是稀疏的(即在另一组基下是稀疏的),如离

散余弦变换与小波变换等.该领域曾经非常热门的

一个研究课题是字典学习(DictionaryLearning)和
变换学习(TransformLearning),通过大量的信号

实例,自适应地学习最优的稀疏性表达(自组建完备

字典).为了求解稀疏约束下的最小化问题(最常用

的是总变分最小化),需要进一步确定最小化能量泛

函的数值求解算法(最陡下降法、非线性共轭梯度

法、迭代阈值收缩法等),以及相应的自适应正则化

参数的选取方法(对噪声进行统计建模,并对其局部

方差进行准确估计),以获得稳定且有意义的解.
而深度学习则利用复杂的网络结构与非线性激

活函数,在提取样本高维特征的同时,不断去除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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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特征无关的信息,最终获得了足以适配足够复杂

系统的非线性变换能力.实际上,深度学习同样隐

含了稀疏性先验,但它认为问题本身就是稀疏的,可
以不断将输入数据进行“降维”,把高维的数据空间

投影到抽象但低维的认知空间.相比于传统方法

“先正向建模,再求解该模型下的逆问题”的思路,深
度学习技术不需要这种数据表达过程的可逆性.它

直接建 立 了 从 图 像 到 待 恢 复 信 息 的“伪 正 向 模

型”———将光学系统拍摄到的图像作为“网络输入”,
将待恢复的期望信息作为“网络输出”,巧妙越过“非
线性病态逆问题”求解这一大障碍,直接通过高维度

特征拟合实现图像与信息的提取与重建.
正是由于深度学习为计算成像技术从思想观念

上带来了重大变革,且其研究内容也是极其多样与

发散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类方法.如

果按研究的问题或者成像的体制来分的话可能会较

为琐碎.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将按照采用深度学习

技术的“目的与动机”或者说“深度学习技术为传统

计算成像技术带来了哪些新的要素”进行细分.一

般而言,引入深度学习均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采用

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传统计算光学成像三方面的问

题:

１)提升传统计算成像技术的信息获取能力:突
破传统计算成像技术的 “信息量守恒”准则,从极少

量原始图像数据中解耦并挖掘出更多场景的本质信

息.

２)降低传统计算成像技术对“正向物理模型”
或“逆向重构算法”的过度依赖:绕过精确物理建模

与病态非线性逆问题求解的障碍,使计算成像技术

实施起来更加简单智能.

３)突破传统计算成像技术所能够达到的功能/
性能疆界:实现传统计算成像技术因物理模型所限

而无法实现的功能与无法达到的性能指标.
按此方式分类的整个框架如图２所示.下面我

们就依据此分类方式,对现有深度学习计算成像技

术以及典型应用进行概述.

图２ 基于“目的与动机”对典型深度学习计算成像技术所作的分类

Fig．２ Classificationoftypicaldeeplearningbasedcomputationalimagingtechniquesaccordingtotheir
objectivesandmotivations

２．１　提升传统计算成像技术的信息获取能力

从信息论的角度而言,数据不会凭空产生,但计

算成像技术将光学系统的信息获取能力与计算机的

信息处理能力相结合,通过光学调控与相应的信息

处理技术从原始图像数据中解耦并挖掘出更多场景

的本质信息.然而,对于传统的计算成像技术而言,

研究者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在直觉上遵守着“信息量

守恒”准则,而深度学习技术的出现为突破这一准则

的约束提供了可能性.
实例１———相位恢复(无透镜显微/同轴全息)
在Gerchberg等[４３Ｇ４４]所提出的迭代相位恢复算

法(GＧS算法,GerchbergＧSaxton算法)中,为了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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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排除孪生像)[４５Ｇ４７],避免因迭

代算法陷于局部极小值造成的收敛停滞[４８Ｇ５０]等问

题,往往需要采集两幅甚至多幅不同离焦距离上的

衍射图像(同轴全息图),从而利用更多测量值的约

束来提高算法的收敛性和可靠性[５１].然而,代价是

需要额外获取大量的原始数据,且成像系统依赖于

高精度的轴向位移装置.仅仅依靠单幅衍射图虽然

也可以实现图像重构,但一般仅限于尺寸较小且分

布稀疏的样本(采用空域支持域约束),对于一般的较

大尺度的样品而言,由相位缺失造成的“孪生像”会在

物体成像周围产生自干涉“伪影”,极大地影响成像质

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２０１８年Rivenson等[４]基于

深度学习提出了单帧相位恢复技术,该方法的思想在

于仅使用一幅相机拍摄到的离焦强度图像进行相位

恢复.将拍摄到的离焦图像直接反向传播至焦平面,
即将传播得到的复振幅作为网络输入,以使用８幅离

焦图像通过传统GＧS迭代算法得到的样品清晰相位

为目标,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来模拟相位提取算法的过

程,成功地在孪生像与物体伪影的干扰中从单幅同轴

全息图提取并分离出了待测样品的真实信息,获得了

准确的振幅与相位信息(图３).相比于传统的GＧS
迭代算法,不仅避免了复杂的迭代优化过程,还大大

降低了成像所需的图像数目,单幅重建也使得该系

统不再需要复杂的轴向机械位移装置.

图３ 使用深度学习进行单帧无透镜相位恢复[４]

Fig．３ SingleＧframelenslessphaserecoveryusingdeeplearning ４ 

　　实例２———傅里叶叠层显微成像

２０１３年,Zheng等[５２]提出了一种基于相位恢复

与合成孔径的计算显微成像技术———傅里叶叠层显

微成像(FPM).在该技术中,样品被不同角度的照

明光束(通常是一个LED阵列)依次照射后,由低数

值孔径物镜拍摄一系列低分辨率图像.由于成像系

统有限孔径效应对于频域的低通滤波,改变了照明

光束角度,实现了物体频谱在频域子孔径的交叠扫

描.傅里叶叠层成像的核心优势在于其不仅仅能获

得待测样品的相位信息,还能在基于最优化的交叠

更新过程中实现频域内的合成孔径,有效促进了成

像分辨率的提高[５３Ｇ５５].与传统的频域合成孔径超分

辨率算法不同,傅里叶叠层成像交叠更新算法的相

位恢复与频域合成孔径是同时完成的,这也正是傅

里叶叠层成像技术本身的优美之处.通常情况下,
低数值孔径的低倍率物镜本身具有很大的观察视

场,再加之利用大角度照明光束依次照射样品,并在

频域进行合成孔径,最终将成像的等效数值孔径提

升到物镜与照明数值孔径之和,即保持低倍率物镜

的大视场的同时,又达到很大的成像空间带宽积.
然而,傅里叶叠层显微成像中空间带宽积的提升往

往是以大量(数百幅)低分辨率图像数据采集与高度

复杂的频域变换与空域约束反复迭代为代价的.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２０１８年,Nguyen等[１０]提出将深

度学习技术应用于FPM 领域.该方法思想在于将

使用传统FPM 技术获得的相位作为目标真值,将
在自行设计的照明模式下拍摄到的５幅图像作为输

入图像,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模拟FPM 中图像信息

的提取与合成,从输入图像中提取物体的相位信息,
整个过程如图４所示.经过训练的网络在保证重构

成像质量的前提下,将FPM 成像所需的图像数目

大大降低,并在减少数据量的需求的同时,避免了传

统重构算法繁琐的迭代优化过程.
实例３———条纹相位分析(相位测量)
在条纹相位分析领域:光学相位测量技术已被

广泛应用于光学干涉测量、数字全息、电子散斑干

涉、莫尔轮廓术及条纹投影轮廓术等.这些方法的

一大共性在于通过干涉或者投影的方式在物体表面

形成周期性的结构条纹,从而使所测量物体的相关

物理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条纹的相位信息中.所

以,从根本上而言,这些光学技术的测量精度直接取

决于条纹图案的相位解调精度.因此,条纹图案分析

是光学相位测量技术中最核心的步骤,也通常是最困

难的部分.经典的条纹分析技术大致可分为两类:

１)时域相移解调法:采用多幅具有相对相位差

的条纹图像进行相位提取.该方法能够实现像素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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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使用深度学习技术进行少图快速FPM成像[１０]

Fig．４ FastFPMimagingwithfewimagesusingdeeplearningtechnology １０ 

的高分辨率相位测量,但需要采集多幅条纹图像,容
易受到物体运动/环境振动等外界干扰的影响,通常

难以应用于动态测量.

２)空域相位解调法:仅采用单幅条纹图像(通
常是包含载频的高频条纹)实现相位信息的提取,如
傅里叶变换法(FT)、加窗傅里叶变换法(WFT)等.
但对条纹陡变、不连续以及物体细节丰富的区域较

为敏感,难以实现高精度、高分辨率的相位测量.且

算法一般具有较多的参数(如滤波窗尺寸等)需手动

调节,难以实现全自动化操作.
针对这一问题,本课题组首次将深度学习技术

应用在条纹分析中,并有效提高了条纹投影轮廓术

的三维测量精度[３７].该方法的思想在于仅采用一

幅条纹图像作为输入,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来模拟相

移法的相位解调过程.如图５所示,构建两个卷积

神经网络(CNN１和CNN２).CNN１负责从输入条

纹图像(I)中提取背景信息(A);随后,CNN２利用

提取的背景图像和原始输入图像生成所需相位的正

弦部分(M)与余弦部分(D);最后,将该输出的正余

弦结果代入反正切函数计算得到最终的相位分布.
相比于傅里叶变换法与加窗傅里叶变换法,该方法

能够更为准确地提取相位信息,特别是针对具有丰

富细节的物体表面,相位精度可提升５０％以上,仅
采用一幅输入条纹图像但总体测量效果接近于１２
步相移法[如图５(a)~(d)所示].该技术目前已被

成 功 应 用 于 高 速 三 维 成 像,实 现 了 速 度 高 达

２００００frame/s的高精度三维面型测量[４０].

图５ 基于深度学习的条纹分析方法原理与相位重构结果对比[３７].(a)基于深度学习的条纹分析方法原理图;
(b)傅里叶变换法重构结果;(c)加窗傅里叶变换法重构结果;(d)深度学习法重构结果;(e)１２步相移法重构结果

Fig．５Principleoffringeanalysismethodbasedondeeplearningandcomparisonofphasereconstructionresults ３７ 敭 a 
Principleoffringeanalysismethodbasedondeeplearning  b reconstructionresultofFT  c reconstructionresult
ofWFT  d reconstructionresultofproposeddeepＧlearningmethod  e reconstructionresultof１２ＧstepphaseＧ
　　　　　　　　　　　　　　　　　　　　shiftingprofil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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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４———单像素成像(计算“鬼”成像/“对偶

摄影”)
在很多重要的成像领域,如极弱光成像、远红外

成像、深紫外成像等,很难制造出具有高空间采样率

并且成本低廉的阵列探测器.而制造满足相同技术

指标的单像素探测器,尤其是制作非可见光波段的

单像素探测器,要容易且成本低廉得多.因此,单像

素成像成为了简化成像系统、降低成本的一个良好

选择.单像素成像最早起源于双光子纠缠鬼成

像[５６],利用纠缠态光子对的空间信息相关性来探测

目标物体的空间信息,从而实现对物体图像的重建,
随后该 项 技 术 被 拓 展 到 了 热 光 源[５７]与 赝 热 光

源[５８].而“计算鬼成像”技术通过空间光调制器

(SLM)产生随机散斑以模拟光子的随机性,因此无

需再使用面阵探测器来探测散斑图案,即仅需要使

用一个单像素探测器(作为唯一的探测器),就可以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单像素成像”技术.２００５年,

Sen等[５９]提出了“对偶摄影”(dualphotography),
利用投影仪与摄像机的互换性实现了一系列新奇的

成像功能,如场景渲染与绕墙成像.或许很多光学

成像领域的研究人员现在还不知道:当下十分热门

的单像素成像技术[６０Ｇ６１](起源于２００６年)与计算鬼

成像技术[６２](起源于２０１２年)其实就是对偶摄影的

一种特殊形式.不论是单像素成像、计算“鬼”成像

还是“对偶摄影”,都需要对场景进行多次图案投影

并用单像素探测器收集散射光场,故往往需要上

万次甚至数十万次的原始数据测量,十分繁琐耗

时,难以实现动态成像.压缩感知技术[６１]利用“先
压缩,后采样”的压缩感知思想来得到物体信息在

空间域的欠采样数据,并以稀疏性先验为约束,以
较少的测量数据重建出物体的图像(实验中仅使

用１５００次测量,就重建出像素数为原图像像素数

的２％的图像).该方法虽然大大降低了采样数据

量,运算却极其复杂耗时,并且很难准确恢复出图

像细节部分.针对此问题,Lyu等[１４]于２０１７年首

次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像素技术(如图６
所示).该方法利用空间光调制器显示图像数据

集,并获取了相机拍摄得到的原始图像.之后以

空间光调制器上显示的图像作为训练目标,分别

在以原始图像和传统鬼成像法得到的相位图为输

入的情况下对深度神经网络进行训练,从而在５％
的信息采样率下获得了显著超过传统压缩感知鬼

成像的重构结果,并且该方法在噪声鲁棒性方面

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图６ 使用深度神经网络的单像素技术框架[１４]

Fig．６ FrameworkofsingleＧpixeltechniqueusingdeepneuralnetwork １４ 

２．２　降低传统计算成像技术对“正向物理模型”或
“逆向重构算法”的过度依赖

正如前文所言,计算成像的两大核心内容之一

正是如何准确地建立场景与图像之间的正向模型,
并精确地设计成像系统,使得采样数据能够包含全

部的场景信息.这就要求所涉及的正向物理模型能

够真实地反映真实世界成像的物理过程.然而,由
于实际成像过程的复杂性与不可预知性,精确的正

向物理模型通常难以获得,从而就会使得我们使用

计算成像技术获得的图像信息与真实情况相差甚

远.而深度学习则利用复杂的网络结构与非线性激

活函数,直接建立了从原始图像到待恢复信息的“伪

正向模型”,打破了传统计算成像技术中“正向物理

模型精确可知”这一限制性条件.作为一个强大的

高维特征提取工具,深度神经网络是直接从大量样

本数据中学习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复杂高维关联,难
以预知的不确定因素(如噪声、像差等)也自然而然

地被纳入其中,最终获得足以适配足够复杂的真实

成像系统的非线性变换能力.
除了如何设计精确可知的正向物理模型外,计

算成像技术另一大核心内容便是如何利用逆问题优

化求解来重构图像.这要求在重构过程中保证重构

图像的准确度.然而,传统的数值优化算法与物理

模型中大量的“中间参数”往往需要相关从业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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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手动调节选取,最终的图像重构质量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参数的人为选取,难以实现无人工干预下的

全自动处理.而深度学习技术具有“端到端”的特殊

映射机制及高维特征“自行提取”的特点,模型一旦

训练完成后就没有任何自由参数需要调节,从而可

完全实现“无参数”与“全自动”.
实例１———(穿透)散射介质成像

光在均匀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的.然而当经过

浑浊媒介、生物组织等介质时,光会在这些介质内发

生多重散射,出射后的光场将变为散斑场.这是一

种不可逆的扩散过程,严重影响了目标的可见性.
在传统计算光学成像范畴,实现(穿透)散射介质成

像的方法包括反馈波前调制[６３]、传输矩阵[６４]、相位

共轭技术[６５Ｇ６６]、散斑相关[６７Ｇ６８]等.然而这些方法的

有效性往往被限制在光学记忆效应区,即介质的散

射作用不可过强并在一定入射角内可以被视为一个

线性移不变系统.而复杂强散射介质形成的散斑空

间分布是散射体微观排列和入射光场波前的复杂函

数,难以对其建立全面精确的物理模型并给出简单

直接的逆散射解决方案,且算法对于不同类型的散

射介质的可迁移性较差.
深度学习技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多新的

思路.Li等[２８]提出了一种具有统计特征的“一对

多”深度学习技术(如图７),该技术从大型数据集中

识别出隐藏的统计不变性,其封装了多个微观结构

不同的散射介质系统的一系列统计变化,使神经网

络模型能够适应散斑的去相关(decorrelation).卷

积神经网络能够学习在具有相同宏观参数的散射体

上捕获的散斑强度图案中包含的统计信息(如图７
所示).经过训练后,该网络能够迁移至未经训练的

散射介质环境中进行成像,且可对不同类型物体生

成高质量的目标预测,在数据类型、系统结构等方面

表现出了良好的泛化性.Lü等[６９]构建了混合神经

网络(HNN)模型,在强散射情形下实现了隐藏物体

的恢复.实验中使用的散射介质是３mm厚的白色

聚苯乙烯平板,其记忆效应范围小于０．０１°,光学厚

度为１３．４,远超记忆效应区.说明了基于深度学习

的散射成像方法可以不受“正向物理模型精确可知”
的约束,突破传统技术中依赖的记忆效应视场角的

限制.

图７ 基于深度学习进行散射介质成像的网络原理图[２８]

Fig．７ Networkofdeeplearningbasedimagingthroughscatteringmedium ２８ 

　　实例２———三维衍射层析成像

在讨论相位成像技术时,通常都会假设大部分

待测物体属于二维(薄)物体,可以将其表示为由吸

收与相位构成的二维的复透射率分布,透射光场的

复振幅分布即为入射光场复振幅与物体复透射率的

乘积.然而,相位延迟其实是样品三维折射率在一

个二维平面上的投影(俗称２．５D成像),这是一个沿

光传播方向的从入射表面到出射表面各个平面的相

位延迟的积分变化量,并不是“真三维”的立体信

息[７０Ｇ７３].三维衍射层析技术[７０,７２,７４Ｇ７５]可以有效解决

这一问题,其可以对三维样品内部各点的折射率实

现全方位(横向＋轴向)高分辨率成像,从而获取样

品三维折射率分布.该项技术通常需将相位测量技

术(数字全息或相位恢复技术)与计算机断层扫描技

术相结合,通过旋转物体[７６Ｇ７７]或改变照明方向[７８Ｇ８１]

等方式得到多组定量相位信息,然后结合反投影滤

波[８２]、逆 Radon变换(忽 略 衍 射 效 应)[７８,８３]或 是

Wolf的衍射层析理论(考虑衍射效应)[７０,７９Ｇ８０],重建

出物体的空间三维折射率分布.图８给出基于深度

学习进行三维衍射层析重建的基本框图.近年来,
“强度衍射层析技术”———一种基于非干涉强度测量

原理的衍射层析技术逐渐崭露头角.相比于传统光

学衍射层析技术,该方法只需要直接拍摄物体不同

焦面或者不同照明角度的强度图像,再利用图像重

构算法就可以反演出物体的三维折射率分布,这有

效避免了传统衍射层析技术干涉测量与光束机械扫

描的难题.强度衍射层析成像技术主要分为两类:
基于轴向扫描的三维光强传输技术[８４Ｇ８６]与基于角度

扫描的三维傅里叶叠层成像技术[８７Ｇ８９].不管是哪种

技术都依赖对光与三维物体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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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过程的准确数学模型:这通常需要假设样品

满足纯/弱/缓变相位近似、Born或Rytvo近似的弱

散射近似、多层叠加近似(multiＧslice)或非负折射率

近似等.然而,不论哪种近似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特别地,在强散射、多次散射、后向散射、大数值孔径

照明情况下的普适性普遍较差,因此目前文献中大

多数衍射层析成像的实验结果并不十分理想.另一

方面,三维层析成像往往还需要巨量的原始数据,这
也对其后续算法的高效重建(速度与存储上)提出了

巨大挑战.

图８ 基于深度学习进行三维衍射层析重建的基本框图[２６]

Fig．８ Basicframeworkof３Ddiffractiontomographyreconstructionbasedondeeplearning ２６ 

　　借助于机器学习算法则有望巧妙地“规避”上述

问题.Kamilov等[９０]将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衍射

层析成像,他们利用神经网络构建了一个类似于

multiＧslice的三维衍射传播模型,将目标对象按一

组薄层切片建模:每个切片由一个网络层表示,三维

对象的每个像素由网络节点表示.因为入射光与三

维物体的散射过程及其复杂,难以通过理论推导得

到完善的数学模型,所以通过神经网络强大的高阶

拟合特性去“学习”是一种巧妙且有效的替代方案

(注意,由于采用的网络结构较为简单、层数较少,他
们的工作严格来说并不算深度学习,但其实核心思

想别无二致).神经网络的训练数据由一组从不同

角度捕获的三维物体的二维全息图组成,使用“反向

传播”最小化训练数据和模型解之间的差异来预测

物体的三维折射率.他们根据实验获得的数据直接

通过该方法训练后的神经网络成功恢复出了 HeLa
细胞的三维折射率结构.２０１８年,Nguyen等[２７]利

用深度学习技术和衍射强度分布直接对样品三维折

射率进行重建.为了获取相应的训练数据集,他们

首先仿真了一个具有不同空间折射率分布的物体,
并生成了一系列不同角度投影的二维的相位图像.
再将二维图像显示在空间光调制器上并通过相机拍

摄到了一组原始的强度图,利用这种“仿真与实验结

合”的方式完成了数据集的构建.然后将相机拍摄到

的一组原始光强信息经过逆Radon变换后作为网络

输入,通过深度学习网络使其直接匹配至样品的三维

折射率分布(图９).尽管这种处理方式的合理性与

最终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仍然有待商榷,但这的确为三

维衍射层析数据重建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思路.
实例３———数字全息成像自动聚焦

在数字全息图的重建过程中,具体样品位置具有

不可预知性,一种通常的做法是分步处理并循环搜

索:如首先对全息图进行预处理去除噪声提升信噪比

与对比度(可选),然后通过相位求解算法获取衍射场

的相位分布,再经过衍射计算(数值传播)实现不同焦

面图像的重建,最后经过经典的清晰度判据(如梯度、

图９ 基于深度学习进行光学衍射层析的网络原理图[２７]

Fig．９ Schematicofnetworkofopticaldiffractiontomographybasedondeeplearning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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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熵等)判断当前面是否是真实物体所在的平面,
对上述过程反复进行迭代搜索以获取焦面的最优估

计.然而这一过程不仅繁琐费事,且依据传统聚焦判

据得到的结果还有可能不够准确.为了简化这一复

杂过程,２０１８年Ren等[６]提出利用深度学习网络对

数字全息图的离焦距离进行预测.该方法主要思想

在于利用高精度位移台控制物体位置以在多个不同

离焦距离下拍摄到相应的数字全息图,从而构建了数

字全息图与其相应离焦距离的数据集,并利用深度神

经网络进行训练,直接建立离焦距离和衍射图之间的

对应关系,输出参数只有一个数字,即对应了样品的

离焦距离.如图１０所示,经过训练的深度神经网络

无需迭代搜索,可以直接根据输入的数字全息图输出

相应的离焦距离.更进一步,Zhang等[９]利用深度学

习技术从离焦的离轴干涉全息图中直接恢复得到聚

焦状态下的相位与振幅,极大简化了传统数字全息技

术重建过程中对于物理模型参数的调整及获取过程.
实例４———光学相干层析成像图像分割

光学相干层析成像因可以获得微米级分辨率的

人体组织三维截面图像,被广泛应用于医学与工业

图１０ 使用深度神经网络的数字全息离焦距离计算框架[６]

Fig．１０ Frameworkofdefocusingdistancecalculationin

digitalholographybasedondeepneuralnetwork ６ 

成像领域中.在许多视网膜疾病的研究中,光学相

干层析成像的图像信息的准确量化(如视网膜图像

的边界分割)对于提高病灶识别及致病过程等因素

的分析至关重要.然而,光学相干断层图像中视网

膜的边界分割往往依赖于医生的经验,难以实现全

自动处理.Fang等[２３]提出了一种结合卷积神经网

络和图形搜索方法的视网膜光学相干断层图像边界

自动分割框架,原理如图１１所示.得益于深度神经

网络对特殊视网膜层特征的准确提取,该方法可对

九层视网膜边界进行准确分割,有效避免了人工分

割时的主观性和时间成本.

图１１ 针对视网膜光学相干断层图像的边界自动分割原理图[２３]

Fig．１１ SchematicofautomaticboundarysegmentationframeworkforretinalOCTimage ２３ 

２．３　突破传统计算成像技术所能够达到的功能/
性能疆界

计算成像技术通过将光学系统的信息获取能力

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相结合,突破了传统光学

成像系统对于成像器件硬件的过度依赖.然而“物
理模型驱动”的计算成像技术不可避免地受到物理

模型的制约,这些制约既包括光学系统与成像条件

的制约,如衍射极限、空间带宽积、成像光子数、器件

灵敏度等“先天不足”,也包括重构物体信息与光信

息为载体之间的关联性制约,如相位、光谱、三维等

与所获取的强度信息间需要具有“显式”关联.由于

信息不会凭空产生,因此当所获取的图像数据因受

这些制约而无法直接与目标信息相关联时,传统计

算成像技术是无能为力的.而在深度学习技术中,
由于最终的输出不仅仅取决于输入数据,还和神经

网络从大量训练数据中学习到的成百上千万个权值

参数紧密相关,这些参数不仅为图像重建提供了强

大而完备的“先验数据库”,还建立了输入与输出间

难以通过简单公式表示的“隐性高维”关联,从而有

望实现数据“无中生有”与“点石成金”,为突破传统

计算成像技术的物理模型限制和拓宽其功能/性能

疆界提供了可能.
实例１———超分辨成像(突破衍射极限)
由于成像系统具有有限孔径效应,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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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点发出的光在图像平面并不会形成一个理想的

几何点,而是会形成一个弥散斑(艾里斑).对于

非相干 的 衍 射 受 限 系 统 而 言,艾 里 斑 的 半 径 为

１．２２λ/NA,其中λ为成像光波的波长,NA 为成像

系统的数值孔径,这被称为“阿贝衍射极限”[９１].
为了提升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往往需要采用高

数值孔径的油浸物镜,使用起来非常不便.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Rivenson等[２０]于２０１７年提出了基

于深度学习的显微成像超分辨算法.该方法首先

利用４０倍物镜(干)和１００倍物镜(油)下拍摄的

相同样品图像生成数据集,而后利用深度神经网

络学习低分辨率图像到高分辨率图像之间的“映
射”关系.从傅里叶光学理论上看,这种映射关系

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低分辨率图像在频域是

没有高频细节信息的,不论如何处理,数据也不会

“无中生有”.但深度学习的能力的确让人惊叹,
经过大量样本训练后的神经网络的确仅需输入一

幅低分辨率图像(图１２左图)即可成功地突破像

素分辨率及衍射极限的限制,生成相应的高倍物镜

下的高分辨图像(图１２右图).即利用４０倍干镜获

得了１００倍油镜的成像效果,省去复杂油浸物镜观

测时的诸多不便.

图１２ 基于深度学习进行超分辨率成像的网络框架示意图[２０]

Fig．１２ NetworkframeworkofsuperＧresolutionimagingbasedondeeplearning ２０ 

　　高数值孔径油浸物镜虽然能够提升成像分辨率,
但受阿贝衍射极限所限,最终能达到的分辨率也不会

超过光波波长的一半.随着人类对微观世界的探索

逐步深入,需要观测的微观尺度越来越小,传统光学

显微镜的分辨率已无法满足科学研究的需要,人们迫

切需要分辨率更高的显微技术.２０１４年,诺贝尔化

学奖的三位得主使用荧光分子和特殊的光物理原理,
巧妙地突破了普通光学显微镜无法突破的“阿贝极

限”,其开创性的成就使得人们能够窥探纳米世界,这
些技术包括受激发射损耗(STED)技术[９２]、光激活定

位显微技术(PALM)[９３]、随机光学重建显微技术

(STORM)[９４]等.但这些技术依赖于复杂昂贵的硬

件系统,且实际操作和使用起来非常复杂不便,STED
技术逐点扫描的成像机理使其对环境扰动非常敏感,
难以实现动态成像,PALM和STORM还依赖于特

殊荧光分子标记,成像过程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图像采

集,复杂耗时.针对这一问题,Wang等[１７]直接通过

深度神经网络实现了传统聚焦显微镜图像的超分

辨,不借助于任何额外的物理硬件获得了与STED
技术相当的成像分辨率,结果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基于深度学习进行STED超分辨率成像的实验结果[１７]

Fig．１３ ExperimentalresultsofSTEDsuperＧresolutionimagingbasedondeeplearning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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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２———高灵敏度(低照度、低光子数)成像

随着电子设备的快速发展和专业摄像器材应用

的普及,人们能拍摄到质量越来越高的图片.但是

在实际摄影过程中,总会存在各种不可控因素,致使

获得的图片存在各种缺陷.尤其是拍摄环境较暗或

光照条件不足等会导致图像信噪比较差,随后的转

换、传输、存储等操作进一步降低了低照度图像的质

量.然而,低照度图像被广泛存在于诸如地质勘测、
水下探测与生物医学等领域中,如何提高低照度条

件下的成像质量就成为了当前一大研究热点.当

前,主要从两方面着手:提升探测器元件的响应灵

敏度;对探测器获得的信号进行图像增强.然而,
目前光探测器响应灵敏度指标正逐渐逼近物理极限

(已实现单光子探测),难以进一步满足低照度成像

的要求.而简单的低照度图像增强处理算法(如直

方图均衡化等)仅能简单提升视觉效果,难以应用于

图像保真度要求较高的医疗或科研领域.２０１８年,

Chen等[３４]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极弱光成像领

域.其主要思想为在使用相同相机的情况下,先在

极低照度下拍摄到短曝光(约１/３０s)图像,而后将

在长曝光时间下拍摄到的图像作为深度神经网络的

匹配目标.经过训练的深度学习网络可以在照度低

于０．１lx的情况下,仅根据一幅极弱光条件下拍摄

到的短曝光时间(约１/３０s)图像[如图１４(a)所示]
恢复得到一张细节清晰的正常图像[如图１４(c)所
示],相比于图１４(b)所示的使用高感光灵敏度CCD

拍摄到的图像,深度学习所得结果无论是色彩、细节

还是阴影中的背景均得到了更好的还原.
实例３———跨模态成像

对组织标本进行显微成像观察是对临床上多种

疾病进行诊断的基本工具,也是组织病理学与生物

科学的必备工具.通过临床手段获得组织切片的标

准染色图像通常需要一系列复杂工序:福尔马林固

定和石蜡包埋(FFPE)、切片(通常为２~１０μm)、标
记染色、风干封片等多个步骤,整个过程极其繁琐耗

时.为 了 简 化 切 片 染 色 流 程、降 低 染 色 成 本,

Rivenson等[３５Ｇ３６]于２０１８年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虚

拟组织染色技术进行了研究.该方法的主要思想在

于利用组织切片染色前后的图像构建训练数据集,
利用对抗神经网络学习未染色切片与染色切片之间

的映射关系.虽然,从现有认知范畴而言,这种映射

关系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未染色样品本身不具

备化学染料所存在的生化反应过程,更不会具备组

织样本各组分的特异性.但深度学习却似乎能够从

大量测试样本数据中发现这些看似无关的数据集的

隐性复杂关联,而这种关联是无法利用我们现有知

识体系来建立甚至理解的.实验发现,经过训练的

神经网络可以根据一张未染色的切片图像的“自发

荧光图像”或者“定量相位图像”直接生成其染色后

的结果(如图１５所示),使得组织学切片分析“绕开”
了切片染色这一复杂繁琐的过程,有望为“即时病理

诊断”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图１４ 基于深度学习进行极弱光成像的结果[３４].(a)摄像机输出(ISO８０００);(b)摄像机输出(ISO４０９６００);
(c)由原始数据(a)恢复得到的结果

Fig．１４ Resultsofimagingusingveryweaklightbasedondeeplearning ３４ 敭 a CameraoutputwithISO８０００ 

 b CameraoutputwithISO４０９６００  c recoveredresultfromrawdataofFig敭１４ a 

图１５ 基于深度学习进行虚拟染色成像的网络框架示意图[３５]

Fig．１５ Networkframeworkofvirtualstainingimagingbasedondeeplearning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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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深度学习下的计算成像:挑战

第二章从提升信息获取能力、降低对“正向物理

模型”与“逆向重构算法”的依赖,以及突破传统计算

成像技术的性能极限这三个方面简述了深度学习下

计算成像的研究现状与最新进展.由于篇幅限制,
仅列举了一些该领域内的代表性案例,但从这些典

型案例中已经可以看出,深度学习下的计算成像领

域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进展,这些定将为计算成

像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章中,将把

注意力进一步向前转移,探讨深度学习在计算成像

领域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这将有助于为我们未来的

下一步研究制定大胆的战略性构想.

３．１　(实测)训练数据的获取与标注成本高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及其相关应用呈

现爆炸式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神经网络的想法并

非是最近几年才提出,它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

直到最近它才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这其中一个重

要的因素在于神经网络是一种以数据为导向的算

法,卓越的网络输出取决于大量/巨量的数据训练.
正是近年来互联网时代积累的大量数据和算力,释
放了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潜力,也为人工智能应用

的飞跃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就目前而言,大
部分在计算成像领域中取得成功应用的深度学习技

术的案例中,往往需要借助实际成像系统,通过实验

获得大量的实测训练数据来进行标注(获取所期待

的真值).这里就存在两个关键问题:

１)耗时费力:大部分光学成像实验的数据采集

过程都是极其复杂且耗时的,而深度学习所依赖的

大规模训练数据的获取与正确标注无疑让这一问题

雪上加霜,因此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加之光学成像领域的公开数据集稀少,这又增加了

深度学习计算成像技术的实施难度.虽然有一些方

法可以减少其对数据的依赖,比如迁移学习、少样本

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弱监督学习,但是到目前为止,
它们的性能还没法与大样本的监督学习相比.

２)真值难知:数据采集后无法获得目标准确可

靠的理想真实值,是数据集构建的另一大限制性因

素.例如,进行物体相位信息的获取时,往往需要使

用传统算法进行信息提取.然而这不仅制约了深度

神经网络的表现,即网络的输出质量很难超越用于

训练的数据,还使得多种类、大数据量的信息获取十

分困难、繁琐.因此,在进行深度网络训练时,如何

获取真实、有效并且具有良好代表性的数据集仍是

计算成像领域面临的一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某些正向物理模型精确可

知的光学成像应用而言,一种可能的做法是直接通

过物理建模并在计算机中进行仿真来获取网络训练

所需的大量训练数据.这种方式虽然规避了上述两

个问题,但也丧失了深度学习技术的最大优势:深度

学习能够从大量实验样本数据中学习实际成像系统

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复杂高维关联,获得足以适配足

够复杂的真实成像系统的非线性变换能力.而计算

机仿真是无法准确还原实际系统中难以预知的不确

定因素(如噪声、像差等),所以所学习到的模型也不

一定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实际的物理成像过程,从
而将有可能得不到理想中的成像结果.

３．２　目标合作度与环境稳定性要求高

在计算成像领域,为了能够获得足以适配足够

复杂的真实成像系统的映射能力,深度学习训练数

据往往通过实际的成像系统获取.这往往需要复杂

耗时的数据采集过程,不仅使得训练集构建繁杂耗

时,更为深度学习在一些特定领域的实际应用,如穿

透散射介质成像(军事、生物成像等),带来了一定的

困难.这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问题导致的:

１)目标合作度要求高:传统的监督学习方法往

往需要由大量具备不同特征目标的样本组成的数据

集进行训练.然而方法本身隐含着目标侧灵活可控

的假设,只有满足这一假设才能稳定地获得对应样

本的真值信息.然而,在某些实际情况下,满足这一

条件是十分困难的.例如,穿透散射介质成像中通

常需获得大量已知标准样本的散斑场图像,这就需

要在物体侧频繁替换目标物.而在实际军事(如穿

透雾霾、遮障等)成像环境中,很难直接对目标侧进

行自由操控.生物医学成像(深层穿透成像)应用也

存在类似的问题,在人体皮下或者脏器内置放(大
量)合作目标通常也是不切实际的.

２)环境稳定性要求高:在构建深度神经网络训

练所需的数据集时,往往需要假设成像系统的物理

模型是趋于稳定甚至不随时间变化的,这样所采集

到的大量实验样本数据才能够集中体现成像系统真

实复杂的物理成像过程.然而样本采集过程往往十

分繁杂耗时(可能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这就必须

保证数据采集过程中的系统环境要尽可能地保持稳

定一致.然而,在许多实际应用中,该条件往往难以

满足.还以穿透散射介质成像为例:雾霾、遮障、大
气湍流、水下浑浊等外界环境往往都会随时间而改

变,从而使得获取的数据难以真实有效地反映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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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时散射介质对成像系统的影响.生物医学成像

应用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人体的呼吸、血流及新陈

代谢活动都是永不停息的,这也意味着散射介质并

不会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成不变,这种系统与环

境的不稳定性给深度学习技术的实际应用带来了相

当大的挑战.

３．３　网络结构的选取趋于经验主义

针对特定的成像需求,到底选择什么样结构的

神经网络合适? 这是初次尝试深度学习的研究人员

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尽管从前人的相同或者相似

工作中能找到网络结构设计的灵感,但是在神经网

络后 期 的 调 试 与 优 化 过 程 中,如 何 调 整 超 参 数

(HyperParameters,如神经网络的层数、CNN中滤

波器的大小、特征的数量等)使得该网络能够在既定

的应用中表现出色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通过

试错法进行超参的调整尽管有一定效果,但这一手

段依赖于从业者本身对深度学习调参的理解,且试

错过程中时间成本过高.
此外,深度神经网络的规模同样也是研究人员

在进行网络设计时需要考量的因素.随着神经网络

层数的增多,其非线性拟合能力也就越强,往往训练

结果的精度也会得到提升,但是当网络层数、参数数

量达到一定规模时,不仅训练过程会变得复杂,还会

给网络能否快速输出结果提出了硬件性能上的挑

战.快速输出神经网络的运算对于算力强大的服务

器与工作站而言可能算不上太大的负担,但对于移

动终端或穿戴设备(如手机、平板等)而言,其往往难

以承担规模过大的神经网络的部署,这时需要在设

计阶段考虑对网络结构、尺寸进行合理限制,合理权

衡成像性能与运算资源.

３．４　“调参好比炼丹”式的试错法训练机制

对于尝试使用深度学习技术的许多人来说,深
度学习方法预测最终结果的过程往往是难以理解

的.虽然深度神经网络所基于的基本运算过程,如
卷积运算、激活函数运算、梯度求解等,十分简单易

懂,但是随着深度神经网络规模的扩大与参数的增

加,大量乃至巨量的参数迭代过程、梯度优化过程互

相耦合,使得整个训练过程难以理解,导致研究人员

在很多情况下只能通过最终的测试结果来对神经网

络性能的优劣进行判断,使得优化和提升神经网络

性能这一目标充斥着大量的试错过程.但是类似

“试错式”的研究方法往往意味着大量的计算资源与

时间成本.尤其是对于大规模的深度神经网络,巨
量的参数使得完成一次训练甚至可能需要占用数十

乃至上百块高性能TPU、耗费数个昼夜甚至更久的

时间,这种多次且无明确目标方向的试错极易带来

时间与算力的大量浪费.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也逐步意识到这

个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为了解释神经网络的学

习过程,Zeiler等[９５]提出了一种针对卷积神经网络

的可视化方法.该方法对神经网络学习的特征进行

了可视化,为优化网络结构、提升预测的准确性提供

了思路.而ShwartzＧZiv等[９６]于２０１７年也尝试使

用“信息瓶颈理论”解释深度学习的训练过程,其发

现了深度学习训练过程存在的“特征拟合”和“特征

压缩”两个阶段,并进行了相应的可视化分析.

３．５　特定样本训练后的网络缺乏泛化能力

泛化能力评价的是一个神经网络完成训练后,
在处理“从未遇见过”的输入数据时的表现.虽然传

统计算成像技术的实际成像性能受限于“正向数学

模型的准确性”以及“逆向重构算法的可靠性”,但只

要“模型全面准确”且“算法稳定可靠”,对于不同的

观测对象都可获得较为理想的成像结果.但对于基

于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计算成像,神经网络输入与

输出之间关系的建立主要依赖于对大量样本数据的

反复训练过程.显而易见,对于训练数据中常见的

图像特征,神经网络更容易学习到从该特征到输

出结果的映射.而对于训练过程中出现较少的图

像特征或者实际成像中遇到的一个区别于训练集

的全新样本,神经网络一般难以给出正确的输出.
因此泛化能力通常与训练数据样本的规模和多样

性密切相关.而正如前文所说,在计算光学成像

领域,深度学习技术所依赖的数据集通常获取起

来较为困难,仿真得到的数据集与真实的成像过

程总是存在偏差,而多类样本的大量实验数据又

难以获取,这一困难成为了制约深度神经网络泛

化能力的一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神经网络泛化能力本身需

要一分为二来看待.这好比是关于“通才”与“专才”
的思考.通才的知识面广,但深度较为欠缺.而专

才尽管知识面相对较窄,但能精通一到两项专业特

长.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通才和专才都是不可或

缺的.回到光学成像的范畴,由于不少应用面向的

对象本身就较为单一,因此不断增加同类型的训练

数据,可对面向特定应用的成像系统性能提升起到

积极的作用.因此,从实际成像需求出发,辩证地看

待深度学习辅助下光学成像方法的泛化能力,在某

些场合缺乏泛化能力反倒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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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深度学习下的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下的

计算成像”
在过去的７年中,深度学习技术以其特有的“高

维特征自动提取”的功能避免了传统机器学习极其

依赖的人工“特征工程”选取工作,迅速成为了机器

学习领域的主流.而在这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便

是其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重大进展:目标识别、三维

视频渲染、图像去模糊、图像超分辨等技术都因为深

度学习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头换面.然而,当关注到

其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成功并为之欣喜时,也同样

要认识到其潜在的缺陷:深度学习并不是魔术,数据

也并不会 “无中生有”,由大量训练数据中学习到

“先验数据”并不能与某个待测样品所获取“真实信

息”画上等号.对于“深度学习所获得的结果是真实

有效且准确可靠的”,相信目前谁也没有办法拍胸脯

保证,至少现在还无法做到.
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这真的那么重要吗? 不

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确在某些

领域,这并不算是个问题.计算机视觉所面向的很

大一部分应用就是满足人类观测的需要(如消费电

子、影视娱乐),人眼是最终的受体也是评价者,“看
起来”好看、“看起来”清楚、“看起来”真实足矣(一个

更为恰当的英文单词叫photorealistic)! 而“它归根

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例

如,深度学习技术可基于单张图像实现图像(像素)
超分辨率重建,这种数据的无中生有显然是违背经

典的信息论的.换言之,无法保证经过深度神经网

络所“长出来的”图像细节与真实高分辨率场景中的

完全一致.但是“whocares”? 只要知道图像的确变

清楚了,马赛克的确消失不见了,这就足矣!
然而,在光学范畴的计算成像领域,上述深度学

习技术的潜在缺陷或许是“致命的”.不仅仅是为了

满足视觉观测的需要,计算成像技术往往还和工业

测量、医疗诊断、科学发现等领域密不可分,这就意

味着不仅需要得到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结果,更
需要确保它们的“准确、可靠、可重复、可溯源”.而

这些要素都很不幸的是深度学习技术的“软肋”.
“如果我都不能保证结果是真的,我还要它有什么意

义?”这要求看似有些苛刻,但在某些特定领域的确

也是必须的.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的产品在质检阶

段被深度学习算法的“存在某个瑕疵”而打上不合格

的标签,更不希望自己的体检报告中由于深度学习

算法的“长出了某个病灶”而被诊断为得了不治之

症.更进一步说,深度学习技术的成功所依赖的是

从大量训练样本中学习并提取的“共性”信息(特
征),这恰恰导致其在面对“罕见样本”(与训练数据

集差异较显著)时,所得结果的准确性往往并不理

想.而对这类“罕见样本”的正确检测与可靠识别往

往也是工业检测与医学诊断领域最有意义且最具挑

战性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异常”更是一切科

学新发现的起源.因此,在当前深度学习技术所获

得的巨大成功面前,还是应当对其在计算成像领域

的应用保持清醒且理性的态度.

３．７　“深度学习”缺乏“深入理解”的能力

目前,深度学习技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大

量数据进行特征信息提取,换言之,当深度神经网络

面对一项截然不同的任务时,需要使用新的数据进

行相应训练.正如图灵奖得主、贝叶斯网络之父

JudeaPearl所说,当前的深度学习不过只是“曲线

拟合”,清华大学的张钹院士也曾指出现在的人工智

能基本方法有缺陷,而我们必须走向具有理解能力

的AI,这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需要明确的是,现
有的深度学习缺乏理解和推理能力的原因在于它缺

乏常识信息.举例来说,利用深度学习来进行条纹

分析以计算条纹图中蕴含的包裹相位信息,目前的

方法是两步走:先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求解条纹的正

弦和余弦部分,然后将它们带入反正切函数计算包

裹相位.由于缺乏推理能力,深度学习技术无法预

知包裹相位具有不连续的空间跳变这一常识(而陡

变区域的高精度拟合往往对于卷积神经网络是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使得难以训练出准确可靠的端对端

(条纹到相位的直接映射)的神经网络.为了改善这

一问题,需要建立常识库,将常识信息引入到深度学

习,使神经网络在预测时既考虑已看到的样本又与

有关真实世界的常识相联系.

４　深度学习下的计算成像:未来

４．１　搭上深度学习技术发展的顺风车

当了解到计算成像系统的性能、功能与成像能

力因物理模型(如衍射极限、逆问题模型)等受限时,
深度学习技术为计算成像所带来的性能优势就显而

易见了.毫无疑问,深度学习技术与深度神经网络

模型仍会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不停地向前发展,而计

算光学成像技术也必定将搭着这列顺风车继续快速

前行.

４．１．１　对抗学习(GAN)

GAN是从 Goodfellow等[９７]的研究工作里演

化出来的一个深度学习分支.图灵奖获得者Y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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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un曾评价对抗学习为 “Adversarialtrainingis
thecoolestthingsinceslicedbread(对抗训练是自

切片面包以来最酷的事情)”.这个由博弈论启发而

产生的技术包含两个算法,一个是生成器算法,一个

是鉴别器算法,它们的目标是在训练的过程中欺骗

对方.当这两者的博弈达到平衡时,模型训练结束.
此时利用生成器即可输出最终的结果.

GAN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以半监督方式训练

的方法,适合标签较少的训练数据.而且GAN模

型只用到了反向传播,不需要复杂的马尔可夫链.
此外,GAN不仅可用作图像生成,还可以用于图像

分类.从计算机视觉顶会CVPR２０１８年的论文统

计数据来看,以GAN为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占比已

接近 论 文 总 量 的 １０％.且 纵 观 CVPR２０１４ 至

CVPR２０１８,与GAN有关的论文数量呈现逐年翻

倍的情况.这足以说明GAN这项技术正不断地影

响着深度学习技术未来的发展.

４．１．２　迁移学习与少样本学习

迁移学习专注于利用已有问题的解决模型求解

其他不同但相关问题.比如说,用辨识轿车的模型

来提升识别卡车的能力.迁移学习的初衷是节省人

工标注样本的时间,让模型可以通过已有的标记数

据向未标记数据迁移,从而训练出适用于未标记数

据的运算模型.具体来说,迁移学习算法先在一个

拥有更大的数据集的任务(源任务)上训练,然后再

被迁移为学习另一个只有较少数据集的任务(目标

任务).如果存在一个与目标任务有相关性的任务,
且该任务具有丰富的数据,那么可先训练一个针对

该任务的模型,然后在我们的目标任务中重用这个

模型,或者将这个模型作为我们目标任务模型的训

练起始点.这将有利于加速训练的过程,提升神经

网络性能.
少样本学习是迁移学习的一个分支,它的产生

依赖于人类非常擅长通过少量的样本识别一个新物

体.比如,小孩只需要学习几幅图片就能辨别“狗”、
“猫”、“牛”等动物.受人类这种快速学习能力的启

发,少样本学习在机器学习一定类别的大量数据后,
对于新的物体,只需要少量的样本就能迅速完成

学习.

４．１．３　自动化机器学习(AutoML)
深度学习算法的性能受许多决策的影响.对于

没有丰富计算机技术背景的研究人员,深度学习神

经网络的设计总是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困扰.研究人

员需要选择相应的神经网络架构、正则化方法、超参

数等.所有的这些操作对神经网络的性能都有很大

的影响.自动机器学习的目标就是使用自动化的方

式做出上述的决策.使用者只需提供训练数据,自
动机器学习系统就能自动地决定最佳的训练方案.
让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不必苦恼于学习各种机器学

习的算法.
目前,自动化机器学习的实现方式包括:超参数

优 化 (HyperＧparameter Optimization)、元 学 习

(MetaLearning)、神 经 网 络 架 构 搜 索 (Neural
ArchitectureSearch)等.对于超参数优化,常用的

方法有网格搜索(GridSearch)、随机搜索(Random
Search)和贝叶斯优化.对于元学习,它的主要任务

是让机器学习“如何学习”.通过对现有的学习任务

之间的性能差异进行系统观测,然后让机器学习已

有的经验和元数据,用于更好地执行新的学习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元学习的过程蕴含了超参数优

化.因为它学习了超参数、流水线构成、神经网络架

构、模型构成与元特征等.对于神经网络架构搜索,
伴随着深度学习的流行,神经网络的架构变得越来

越复杂.利用主观经验来确定合适的神经网络架构

难度也越来越大,神经网络架构搜索就是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通过定义搜索空间(SearchSpace)、确
定 搜 索 策 略 (Search Strategy)、性 能 评 价

(PerformanceEstimationStrategy)这三个阶段,机
器可根据反馈进行每一轮的架构搜索.自动化机器

学习将大幅降低机器学习技术的使用门槛,进一步

推动其在光学成像领域中的应用.

４．２　物理模型驱动数据与数据驱动物理模型

４．２．１　物理模型驱动数据

物理模型驱动是当前深度学习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向,即在深度学习中嵌入或内蕴特征规则先验,代
替单一的纯数据驱动式学习.众所周知,深度学习

是一种标准的数据驱动型方法,它将深度网络作为

黑箱,依赖于大量数据解决现实问题;而模型驱动方

法则是从目标、机理、先验出发,首先形成学习的一

个代价函数,然后通过极小化代价函数来解决问题.
模型驱动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只要模型足够精确,解
的质量可预期甚至能达到最优,而且求解方法是确

定的;模型驱动方法的缺陷是在应用中难以精确建

模.模型驱动深度学习方法有效结合了模型驱动和

数据驱动方法的优势.

２０１８年,Xu等[９８]提出一种模型驱动与数据驱

动相结合的深度学习方法(图１６),给出了模型驱动

深度学习的标准流程:１)根据问题,建立模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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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ofModels);２)根据模型族,设计算法族

(FamilyofAlgorithms)并建立算法族的收敛性理

论;３)将算法族展开(unfold)成深度网络并实施深

度学习.这种方法将物理模型、逻辑规则作为先验

引入到深层神经网络中,利用人类意图和领域知识

对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引导,包括特征规则约束、网络

架构设计等,可有效提升网络大样本学习效率、小样

本/零样本学习能力、数据泛化能力.

图１６ 模型驱动的深度学习方法[９８]

Fig．１６ ModelＧdrivendeepＧlearningapproach ９８ 

４．２．２　数据驱动物理模型

深度学习方法一般来说只能学习到数据集中已

有的知识,比较擅长于归纳,而不擅长演绎,也就是

说网络难以推演物理定律,但是可以在一定约束/条

件下拟合物理定律.例如,概率生成模型[９７]可用于

自然图像的生成,训练１０００万张图片后生成的模型

可以自动学习到其内部分布,能够解释给定的训练

图片并同时生成新的图片.与庞大的真实数据相

比,概率生成模型的参数量远远小于数据量,在训练

过程中生成模型会被迫去发现数据背后更为简单的

统计规律,从而能够生成这些数据.２０１７年,Lin
等[９９]给出深度学习定性的物理解释(图１７):１)基本

的物理学定律都是２到４阶,而且拥有对称性等,这
些约束使得解空间变小,因此DNN可以近似得到

这个解;２)所有物质由简单的基本单元构成,这个分

层结构与DNN相似,DNN的层数越多,生成的结

果越复杂.
然而未知定律必定隐含在数据中,既然深度学

习能够对已知分布/规律进行可靠判别筛选,那么可

以只利用深度学习分析数据并试图找到突出/奇异

点,而不一定要找到特定规则或者新规律.在检测

器物理学中,NOvA中微子实验的研究人员将CNN
用于粒子识别和分类、粒子轨迹重建、粒子的相互作

用分析等[１００];在天体物理学方面,CNN被用来发现

图１７ 物理(左)和图像分类(右)关联的因果层次结构[９９]

Fig．１７ Causalhierarchystructurerelevanttophysics left andimageclassification right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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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透镜(引力透镜是指可以扭曲来自它们后面的

遥远星系的光的大型天体),加速对望远镜数据扫描

以寻找引力透镜扭曲现象的过程[１０１];在机器视觉

应用中也提出了诸多新奇检测方法,采用深度学习

对数据中新奇的或未观测到的数据进行检测识

别[１０２Ｇ１０３].

４．３　深度学习的可解释性有待进一步探究

所谓可解释性是指在我们需要了解或解决一件

事情的时候,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足够的可以理解的

信息.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些情境中我们无法得到

相应的足够的信息,那么这些事情对人们来说都是

不可解释的.正如前文所述其依赖于多层简单的

线形运算的组合,最终实现了高度非线性化的高

维特征提取功能并获得了极高的模型表现能力.
但是,虽然人们创造了准确度极高的网络模型,但
最后只得到了一堆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模型参数

与匹配度非常高的判定结果.尽管如此,但模型

本身也意味着知识,我们希望知道模型究竟从数

据中“学”到了哪些知识从而支撑该模型进行了最

终的决策.
当准备将深度神经网络应用于某些特定成像领

域时,除了获得最终的理想的成像结果,还希望能够

了解到神经网络究竟提取了原始输入中的哪些信

息,是基于什么形式的运算得到了这个结果.除此

之外,不可解释同样意味着模型的“危险性”,图１８
所示为一个非常经典的关于对抗样本的例子,对于

一个CNN模型,在图片中添加了轻微随机噪声之

后熊猫却被判定为长臂猿[１０４].因此,如何进一步

推动深度学习的数据解释性,如何进一步提高深度

神经网络结果的可溯性、稳定性,都是目前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将为深度学习在计

算成像领域打开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１８ 在熊猫图片中加入轻微随机噪声,CNN模型将图片识别为长臂猿[１０４]

Fig．１８ AfteraddingslightnoiseintoPandaimage CNNmodelrecognizesimageasGibbon １０４ 

４．４　脑神经科学启发的思路值得更多的重视

作为多层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是受脑神经科学

启发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卷积神经网络,其根源

为Fukushima在１９８０年提出的认知机模型,而该

模型的提出动机就是模拟哺乳动物视觉神经系统,
通过逐层提取由简及繁的特征,实现语义逐级抽象

的视觉神经通路.在诺贝尔奖获得者 Hubel和

Wiesel的共同努力下,该通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

逐渐清晰,为CNN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但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视觉神经通路极其复杂,神经科

学家对初级视觉皮层中简单神经细胞的边缘提取功

能是清晰的,对通路后面部分越来越复杂的神经细

胞的功能也有一些探索,但对更高层级上的超复杂

细胞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晰.这意味着

CNN等深度模型是否真的能够模拟生物视觉通路

还是不得而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生物神经系统

的链接极为复杂,不仅仅有自下而上的前馈和同层

递归,更有大量的自上而下的反馈,以及来自其他神

经子系统的外部链接,这些都是目前的深度模型尚

未建模的.但无论如何,脑神经科学的进步可以为

深度模型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这是非常值得

关注的.例如,最近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
曾一度被认为功能极为特异化的神经细胞其实具有

良好的可塑性,例如,视觉皮层的大量神经细胞在失

去视觉处理需求后不久即被重塑,转而处理触觉或

其他模态的数据.神经系统的这种可塑性使其面向

不同的智能处理任务时具有良好的通用性,这为通

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参照.因此我们可以大胆

展望,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更加智能的可塑化模型

来代替现在的固定结构的深度学习模型.

４．５　既要“深度”又要“深入”
深度学习的出现似乎一度改变了计算机视觉与

光学成像领域,有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者曾开玩

笑地说道:“深度学习让我感觉到之前一切的所学似

乎都白学了.”大家似乎再也不用绞尽脑汁自己去研

究背后的数学物理机理、推导模型并进行求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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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统一地甩给计算机一张网络就可以让它自己去

学习具体的模型了,这大大降低了知识学习的成本,
减少了手动建模的工作量.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不

就是建立真实物理世界的数学模型,然后利用模型

再去造福世界的吗? 现在不需要研究理论也可以建

立一个近乎准确的模型了,为什么还要费尽力气深

入研究理论?
这看似很有道理,但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去思

考一下? 一项工作是选择由深度学习去完成还是经

典理论算法去完成,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二者谁能够

完成得“更出色”.如果深度学习真的能够“保证”预
测出一个近乎准确的模型,输出最为理想的重建结

果,我们定能够安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它而不必再劳

神费力.但谁能保证做到这一点? 即使你是这么认

为,但你是否真的深入了解并实现过那些经典的物

理模型驱动方法,并保证能对此结果做出一个不偏

不倚的公正评价? 你会为让经典算法得到一个最优

的结果而通宵调参吗? 你是否真的保证你所实现的

深度学习算法在训练时没有因数据有意无意的泄露

而得到一个过度美化的结果? 你会客观而随机地选

择测试数据并以此去评价最终的实验结果吗? 因此,
个人之见是“真正的”深度学习其实并没有(至少现阶

段)把科学研究变得更简单,反而拉高了科学研究的

门槛,因为他要求研究者不但既要公正且有效地利用

“深度”学习这一工具,又要对此领域的研究足够“深
入”,以保证真正得到客观而准确的结论(图１９).

图１９ 深度学习与经典理论算法之间的客观公证对比

Fig．１９ Comparisonbetweendeeplearningandclassicaltheoreticalalgorithmshouldbeobjective

４．６　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
现阶段深度学习技术在很多领域(包括计算成

像)已经步入了一个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它似乎成为

了该领域研究的未来潮流.一个不能用经典模型解

释的现象,只要套上“深度学习”似乎就变得“高大

上”起来.这真的让人细思恐极! 很多初出茅庐的

研究者们似乎发现其实不用扎实的基础理论也可以

发表一篇高档次的论文,他们当然会很快地成为该

领域的拥护者,并幻想着似乎自己已经走在了该领

域研究的最前沿.但熟不知,这大量各色各样的披

着深度学习华丽外衣的研究论文背后只不过是一套

“模板化”的菜谱,自己学着去做其实未必能做出真

正漂亮且有营养的一道美食.
深度学习终究不过是一种基于大量样本数据的

统计类方法,统计类方法在推理性的任务面前是不

可靠的.在物理学中,想要建立一个模型通常需要

三个步骤:１)学习数学物理理论;２)观测真实实验数

据;３)基于数学物理理论对观测数据进行建模.看

似最重要的建模只是三道工序中的最后一环,实际

上大多数困难费事且重要的工作都花在前两步(这
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不喜欢花了那么多年时间才

读到博士,即使读到了博士还要继续花大量时间读

文章做实验).深度学习的优势是省去了第一步,简
化了第二步,直接到了第三步,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难

以置信.因为神经网络的参数选择没有理论基础,
仅用数据驱动.显然只通过有限(局部的)数据得到

的符合这些数据的函数可能是不唯一的,但真实的

函数却只有一个,这就注定了仅依赖局部数据驱动

预测的模型类似于一种赌博.诚然在计算成像领域

某些很难公式化建模的任务上,神经网络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但想要使用神经网络从大量衍射图样中

学出菲涅耳衍射定律这样的通用的数学公式却不太

现实.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真的对深度学习那

么情有独钟,非深度学习不可,那请你在最后的时刻

冷静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到底值不值得、适
不适合用深度学习去做?”深度学习切记不可乱用.
在某些问题前面,传统基于物理模型的方法已经能

够给出足够简单而精确的解决方案,并不需要深度

学习.这就好比一个矩形的面积明明通过长乘宽就

可以得到,却非要拿微积分算一遍一样.在有的时

候,这种“不必要”有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意
识到”.去年一篇来自哈佛和谷歌的用深度学习预

测余震位置的Nature论文[１０５]遭受了地震一般地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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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质疑,被封为“深度学习的错误用法”(图２０).这

其实并不是单单因为利用深度学习预测地震从常识

上讲多么不靠谱,而是有人质疑如果采用文中(具有

泄露嫌疑)的训练数据,传统任意一个简单模型,如
支持向量机 (SVM)、广义相加模型 (GAM)等,只
需要１５００行数据都可以得出和原本４７０万行数据

的深度神经网络相当的结果[１０６].另一方面,你必

须清楚地认清深度学习技术“它最好能做到多好”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给它的数据有多可靠”.例如,
在某些场合下,采集到的真实数据对应的真值无从

得知.此时你若想偷个懒,直接用经典算法处理的

结果去标注并让网络去建立关联,那么就算再理想

再强大的神经网络也至多能和经典算法打个平手,
那还为何去劳驾深度学习呢? 恰恰是因为这个原

因,很多问题并不适合直接用深度学习去解决.例

如:干涉测量中低质量包裹相位图的空间解包裹(对
应实测数据的正确绝对相位信息难以甚至无法获

得),条纹投影中直接从相位到深度的端到端映射(真
实世界物体的绝对三维坐标难以通过仪器量测)等.

图２０ 深度学习被用于预测地震遭到了质疑

Fig．２０ Forecastingearthquakeusingdeeplearninghitwith
rebuttalshasbeenquestioned

５　结束语

当下快速发展的深度学习技术为计算光学成像

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它有效提升了传统计

算成像技术的信息获取能力,降低了传统计算成像

技术对“正向物理模型”或“逆向重构算法”的过度依

赖,突破了传统计算成像技术所能够达到的功能/性

能疆界,并为这个领域带来很多令人瞩目的开创性

研究成果.但同样,深度学习技术在光学成像领域

的应用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依赖深度

学习的专家们进一步去完善这一工具,还需要光学

成像的专家们更加理性地去借鉴与使用.相信大家

都期望看到今后越来越多的文章不再是各类网络结

构与各类计算成像体制简单排列组合般的堆砌,而
能够真正大胆地把深度学习下的计算成像所面临的

这些挑战毫不避讳地拿到台面上去讨论,甚至有勇

气去挑战它们! 只有这样,“深度学习下的计算成

像”这一研究领域才不会“昙花一现”,而是能够真正

地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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