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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基于深度学习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视网膜

血管分割方法，涉及计算机视觉以及模式识别领

域。本发明将两种灰度图像都作为网络的训练样

本，针对视网膜图像数据少的问题做了相应的数

据扩增包括弹性形变，平滑滤波等等，扩大了该

发明的广泛适用性。本发明通过构建FCN-HNED的

视网膜血管分割深度网络，该网络极大程度的实

现了自主学习的过程，不仅可以分享整个图像的

卷积特征，减少特征冗余，又可以从抽象的特征

中恢复出多个像素的所属类别，分别将视网膜血

管图像的CLAHE图和高斯匹配滤波图分别输入网

络使其得到的血管分割图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

到更好更完整的视网膜血管分割概率图，该种处

理方式极大程度的提高了血管分割的鲁棒性与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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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深度学习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视网膜血管分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预处理

对彩色的视网膜图像的RGB三个通道中绿色通道进行提取，进行归一化处理，对归一化

后的视网膜图像进行CLAHE处理，将CLAHE处理之后的视网膜血管进行高斯匹配滤波处理，

将CLAHE处理之后的视网膜血管图和高斯匹配滤波图都作为训练的样本；

(2)、数据扩增和构建训练样本

数据扩增方式：

1)将预处理后的图像进行左右上下等平移分别为20个像素，实现网络学习的平移不变

性；

2)将1)处理后的图像分别进行45°,90°,125°,180°的旋转，截取其中的最大矩形；

3)将2)处理后的图像集选取其中25％分别进行3×3和5×5的中值滤波模糊操作；

4)将3)处理后的图像集取25％进行随机的弹性变形；

5)将4)处理后的图像进行50％和75％的缩放处理，从而扩增数据；

对于视网膜血管分割的专家标准图ground  truth进行同样的处理，从而与样本一一对

应；

(3)、FCN-Holistically-nested  edge  detection网络构建

构建的网络为：

输入层，两个卷积层C1，C2，第一降采样层pool1，两个卷积层C3，C4，第二降采样层

pool2，两个卷积层C5，C6，第三降采样层pool3，两个卷积层C7，C8，第四降采样层pool4，两

个卷积层C9，C10，第一上采样层U1，两个卷积层C11，C12，第二上采样层U2，两个卷积层C13，

C14，第三上采样层U3，两个卷积层C15，C16，第四上采样层U4，两个卷积层C17，C18，目标层

即输出层；形成一个前后对称的U型深度网络构架；

将C2，C4，C6，C8层之后分别添加一个softmax分类器，从而将隐藏层的信息在将ground 

truth为标签的情况下学习得到视网膜血管概率图，分别称为侧输出1、侧输出2、侧输出3、

侧输出4；将四个侧输出与最后的输出层进行加权融合，从而形成FCN-Holistically-

nested  edge  detection的网络结构；

训练：FCN-Holistically-nested  edge  detection网络构建好之后可以进行网络的训

练来进行对图像的自动特征提取和学习过程，每代输入128个图像，直到网络收敛之后停

止；

测试：将每张视网膜图像绿色通道图的CLAHE图和高斯匹配滤波图分别输入到已训练

好的网络进行测试，分别得到融合的视网膜血管分割图称为 和 对 和 进

行加权平均得到最后的视网膜血管分割概率图；

(4)后处理

对测试中得到视网膜血管概率图进行二值化得到分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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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视网膜血管分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视觉以及模式识别领域，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与传统方法相结

合的视网膜血管分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眼底成像可以通过视网膜成像来判断是否存在异常，其中对于视网膜血管的观察

相当重要。青光眼、白内障以及糖尿病等疾病都会造成视网膜眼底血管的病变。视网膜病变

患者逐年增加，如果不能及时治疗，通常会导致长期患有这些疾病的患者承受巨大痛苦甚

至失明。然而，目前视网膜病是由专科医生进行人工诊断，专科医生首先对患者的眼底图像

进行手工血管的标记，然后，再测量所需的血管口径、分叉角度等相关参数。其中，手工标记

血管的过程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诊断过程花费大量时间，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自动化提

取血管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不但可以减轻专科医生的负担，也可以有效解决偏远地区缺

乏专科医生的问题。鉴于视网膜血管分割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做了许多研究，大致分非监

督和监督方法。

[0003] 非监督方法是通过某种规则来提取血管目标，包括匹配滤波，形态学处理，血管追

踪，多尺度分析等算法。监督学习也叫作像素特征分类方法或者机器学习技术。通过训练将

每个像素分类判断为血管或者非血管。主要分为两个过程：特征提取和分类。特征提取阶段

通常包括Gabor滤波，高斯匹配滤波，形态学增强等方法。分类阶段通常包括的分类器有

Bayesian(朴素贝叶斯)，SVM等分类器。但是，该种对于像素的判断不能很好的考虑每个像

素与其周围领域像素之间的联系。因而出现了CNN，它可以根据图像块的特征来判断中心像

素为血管或者非血管，通过进行多层结构的自动学习特征，使这些抽象的特征有利于中心

像素点的分类判断。但是，对每个像素进行分类很少涉及全局信息，使得在局部有病变的情

况下，分类失败；其次，每幅图像至少有几十万个像素，如果一一判断，使得存储开销大，计

算效率很低。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算法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视网

膜血管分割方法。首先，根据视网膜血管的特点做其针对性的预处理，包括进行CLAHE(限制

性对比度自适应直方图均衡)处理使得视网膜血管和背景能够具有较高的对比度，进行高

斯匹配滤波的传统方法使得视网膜的细小血管得到很好的增强，本发明提出将两种灰度图

像都作为网络的训练样本。在此基础上，我们针对视网膜图像数据少的问题做了相应的数

据扩增包括弹性形变，平滑滤波等等，不仅使得数据量增大有利于深度学习网络的学习和

训练，更重要的是模拟了具有各种各样情况下的视网膜图像，都能够通过本发明的处理得

到很好的视网膜血管分割图，扩大了该发明的广泛适用性。

[0005] 其次，本发明通过构建FCN-HNED的视网膜血管分割深度网络，将FCN(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网络末端得到血管概率图与浅层信息HNED(HolisticallyN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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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Detection)的血管概率图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得到我们所需的视网膜血管分割图，该

网络极大程度的实现了自主学习的过程，不仅可以分享整个图像的卷积特征，减少特征冗

余，又可以从抽象的特征中恢复出多个像素的所属类别，实现一种端到端，像素到像素的视

网膜血管分割方法，这种全局输入和全局输出的方法既简单又有效。在视网膜血管检测当

中本发明分别将视网膜血管图像的CLAHE图和高斯匹配滤波图分别输入网络使其得到的血

管分割图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更好更完整的视网膜血管分割概率图，该种处理方式极大

程度的提高了血管分割的鲁棒性与准确性。

[0006] 本文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1、预处理

[0008] 1)对彩色的视网膜图像的RGB三个通道中对比度比较高的绿色通道进行提取。其

次，由于拍摄角度等的问题，采集到的视网膜眼底图像的亮度往往是不均匀的，或者病变区

域由于过亮或者过暗在图像中呈现出对比度不高等问题很难与背景区分，所以，我们进行

归一化处理。然后，对归一化后的视网膜图像进行CLAHE处理提高视网膜眼底图像质量，均

衡眼底图像的亮度，使其更适合后续血管提取。

[0009] CLAHE处理之后的视网膜血管在增强血管与背景对比度的同时，能够极大程度的

保持视网膜血管的本身特性，然而，由于其中细小血管与背景很相似，在后续的深度学习当

中不能够很好的分割出来，针对于此，本发明利用血管的横截面灰度图呈高斯走向的特点，

将CLAHE处理之后的视网膜血管进行高斯匹配滤波处理，使得细小血管能够极大程度的表

现出来。由于血管的方向是任意的，因此，本文采用12个不同方向的高斯核模板来对视网膜

图像进行匹配滤波，将其最大响应作为该像素的响应值。二维高斯匹配滤波核函数k(x,y)

可表示为：

[0010]

[0011] 其中σ表示高斯曲线的方差,L表示y轴被截断的视网膜血管长度，滤波窗口的宽度

选择[-3σ,3σ]即核函数x的取值范围，选择较小的σ数值设置为0.5，使得细小血管能够极大

程度的得到增强。

[0012] 为了充分考虑到视网膜图像的整体特性以及其中细小血管的特性，我们将CLAHE

处理之后的视网膜血管图和高斯匹配滤波图都作为训练的样本，可以极大地提升网络分割

的性能。

[0013] 2、数据扩增和构建训练样本

[0014] 由于训练深度网络需要大量的数据，仅现有的视网膜图像用于训练远远不够。于

是需要对训练数据进行不同方式的扩张，加大数据量，提高训练和检测效果。数据扩增方

式：

[0015] 1)将预处理后的图像进行左右上下等平移分别为20个像素，实现网络学习的平移

不变性。

[0016] 2)将1)处理后的图像分别进行45°,90°,125°,180°的旋转，截取其中的最大矩形，

这种变换不仅增强了训练数据的旋转鲁棒性，又将数据扩大为原来的5倍。

[0017] 3)在一般的数据扩增当中，从未考虑视网膜图像可能出现的模糊现象，然而，本发

明考虑到在各种情况下，譬如相机的抖动或者病人的不小心移动，都会造视网膜图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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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的部分模糊，所以，本发明将2)处理后的图像集选取其中25％分别进行3×3和5×

5的中值滤波模糊操作，使得网络能对于各种模糊程度的视网膜图像具有广泛适用性。

[0018] 4)在以往的视网膜图像数据扩增当中常用的只是平移，缩放，旋转等等，远远达不

到对视网膜图像的各种情况的考虑，鉴于此，本发明考虑视网膜的血管方向形状等的各异

性，我们对3)处理后的图像集取25％进行随机的弹性变形，该项数据扩增方式对于视网膜

血管的分割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网络学习到各种方向错综复杂的视网膜血管，有

利于实际应用中视网膜血管分割准确率的提升。

[0019] 5)由于FCN适用于任何大小的图像，我们对4)处理后的图像进行50％和75％的缩

放处理，从而扩增数据。

[0020] 当然，我们对于视网膜血管分割的专家标准图(ground  truth)进行同样的处理，

从而与样本一一对应。将构件好的训练样本数据的3/4作为训练集，1/4作为验证集。

[0021] 3、FCN-HNED网络构建

[0022] FCN网络：一般的FCN网络层主要由5部分组成，输入层，卷积层，降采样层，上采样

层(反卷积层)和输出层。本发明中构建的网络为：

[0023] 输入层，两个卷积层(C1，C2)，第一降采样层(pool1)，两个卷积层(C3，C4)，第二降

采样层(pool2)，两个卷积层(C5，C6)，第三降采样层(pool3)，两个卷积层(C7，C8)，第四降

采样层(pool4)，两个卷积层(C9，C10) ,第一上采样层(U1)，两个卷积层(C11，C12)，第二上

采样层(U2)，两个卷积层(C13，C14)，第三上采样层(U3)，两个卷积层(C15，C16)，第四上采

样层(U4)，两个卷积层(C17，C18)，目标层(输出层)。形成一个前后对称的U型深度网络构

架。

[0024] 由于FCN网络的低层的特征分辨率较高，而高层信息体现了更强的语义信息，对于

视网膜图像的部分病变等区域的血管分类具有很好的鲁棒性，但同时FCN网络最后得到与

输入样本相同大小的输出却会丢失很多较小的目标和局部的细节信息，因而，本发明将浅

层的视网膜血管信息以边缘检测HNED(Holisticallynested  edge  detection)的方法在深

度监督情况下来学习丰富的多层信息表达，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目标边缘模糊问题。即我们

将C2，C4，C6，C8层之后分别添加一个softmax分类器，从而将隐藏层的信息在将ground 

truth为标签的情况下学习得到视网膜血管概率图，分别称为侧输出1、侧输出2、侧输出3、

侧输出4。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四个侧输出与最后的输出层进行融合，从而形成FCN-HNED的

网络结构，将浅层信息与输出层信息进行互补，得到多尺度，多层次，与目标样本更相近的

融合特征图，为分割血管的精细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以至于不需要后续专门的精化步骤来

进行视网膜血管的精细化。

[0025] 本发明的卷积层都通过补零的方式得到同样大小的特征图，pooling层的结果是

使得特征减少，参数减少，但pooling层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此。本发明使用max-pooling能减

小卷积层参数误差造成的估计均值的偏移，更多的保留纹理信息。本发明最大池化层的采

样率为2。上采样即为双线性插值的过程。

[0026] 整个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激活函数都用ReLU除了Softmax分类层，损失函数为交叉

熵。

[0027] 训练：FCN-HNED网络构建好之后可以进行网络的训练来进行对图像的自动特征提

取和学习过程，每代输入128个图像，直到网络收敛之后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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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测试：将每张视网膜图像绿色通道图的CLAHE图和高斯匹配滤波图分别输入到已

训练好的网络进行测试，分别得到融合的视网膜血管分割图称为 和 对 和

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最后的视网膜血管分割概率图。4、后处理

[0029] 对测试中得到视网膜血管概率图进行二值化得到分割图。

[0030] 有益效果

[0031] 1、本发明根据视网膜血管的不同特性，采用针对性的数据处理方法，训练数据的

好坏直接决定了训练得到的模型是否可靠，准确率是否达到所需的水平，本发明利用模糊

操作，弹性形变等，很好的模拟了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视网膜数据，同时扩大数据达到足够

多的数量以避免训练过拟合，也能够为后续的检测提供帮助，进而提高视网膜血管分割准

确率。

[0032] 2、本发明将CLAHE处理后的视网膜图像与高斯匹配滤波处理之后的图像分别输入

网络进行训练学习，不仅使得视网膜血管的性质得到各个性能层次下的充分学习，而且高

斯匹配滤波图充分弥补了CLAHE处理图对于细小血管不清晰的不足，大大的提升了视网膜

血管分割的性能。

[0033] 3、本发明通过构建深度学习网络FCN-HNED的方法，能够快速的进行视网膜图像的

自动特征提取，它能够从不同的层次对视网膜眼底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学习到视网膜图像

的中各个像素与其周围多个邻域之间的关系，将其视网膜血管图的中，高级特征很好的表

现出来，从而使其很好的区分了血管与非血管的内部特征，实现了端到端，像素到像素的血

管分割，比传统单个像素的分类判断效率提升很多倍。

[0034] 4、本发明利用浅层特征的四个侧输出与FCN网络的末端输出进行高度融合，从而

实现血管分割的精细化与鲁棒性。使得血管分割图与专家的手动分割图达到很好的一致

性。同时，极大程度的实现了视网膜血管分割的自动化，大大降低了人力物力的消耗。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流程图；

[0036] 图2是血管横截面灰度分布图；(a)一段血管图(b)灰度级

[0037] 图3是预处理效果图；(a)原始图像(b)CLAHE处理之后的图像(c)高斯匹配滤波后

的图像

[0038] 图4是FCN-HNED网络结构；

[0039] 图5是视网膜血管分割结果。(a)原始图像(b)视网膜血管分割图(c)第一位专家手

动分割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进行具体说明：

[0041] 本发明的技术框图如图1所示。具体实施步骤分别如下：

[0042] 1、预处理

[0043] 对每一幅视网膜眼底图像不管是训练集还是测试集都进行同样的预处理。

[0044] 1)对彩色的视网膜图像的RGB三个通道中对比度比较高的绿色通道进行提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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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由于拍摄角度等的问题，采集到的视网膜眼底图像的亮度往往是不均匀的，或者病变区

域由于过亮或者过暗在图像中呈现出对比度不高等问题很难与背景区分，所以，我们进行

归一化处理，然后，对归一化后的视网膜图像进行CLAHE处理提高视网膜眼底图像质量，均

衡眼底图像的亮度，使其更适合后续血管提取。

[0045] CLAHE处理之后的视网膜血管在增强血管与背景对比度的同时，能够极大程度的

保持视网膜血管的本身特性，然而，由于其中细小血管与背景很相似，在后续的深度学习当

中不能够很好的分割出来，针对于此，本发明利用血管的横截面灰度图呈高斯走向的特点，

对视网膜图像进行搞死匹配滤波处理。如图2所示，(a)为血管灰度图，(b)为血管的横截面

的灰度值，细小的血管的横截面也呈现高斯走向，所以，本发明将CLAHE处理之后的视网膜

血管进行高斯匹配滤波处理。由于血管的方向是任意的，因此，本文采用12个不同方向的高

斯核模板来对视网膜图像进行匹配滤波，找到相应的最大响应作为该像素的响应值。

[0046] 为了充分考虑到视网膜图像的整体特性以及其中细小血管的特性，我们将CLAHE

处理之后的视网膜血管图和高斯匹配滤波图都作为训练的样本，可以极大地提升网络分割

的性能。

[0047] 2、数据扩增和构建训练样本

[0048] 由于训练深度网络需要大量的数据，仅现有的视网膜图像用于训练远远不够。于

是需要对训练数据进行不同方式的数据扩张，加大数据量，提高训练和检测效果。数据扩增

方式：

[0049] 1)将预处理后的图像进行左右上下等平移分别为20个像素，实现网络学习的平移

不变性。

[0050] 2)将1)处理后的图像分别进行45°,90°,125°,180°的旋转，截取其中的最大矩形，

这种变换不仅增强了训练数据的旋转鲁棒性，又将数据扩大为原来的5倍。

[0051] 3)在一般的数据扩增当中，从来未用到中值滤波，然而，本发明考虑到在各种情况

下，譬如相机的抖动或者病人的不小心移动，都会造视网膜图像在一定程度上的部分模糊

情况，所以，本发明将2)处理后的图像取其中25％图像分别进行3×3和5×5的中值滤波模

糊操作，使得网络能对于各种模糊程度的视网膜图像具有广泛适用性。

[0052] 4)在以往的视网膜图像数据扩增当中常用的只是平移，缩放，旋转等等，远远达不

到对视网膜图像的各种情况的考虑，鉴于此，本发明考虑视网膜的血管方向形状等的各异

性，我们对3)处理后的图像取25％进行随机的弹性变形，该项数据扩增方式对于视网膜血

管的分割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网络学习到各种方向错综复杂的视网膜血管，有利

于实际应用中视网膜血管分割准确率的提升。

[0053] 5)由于FCN适用于任何大小的图像，我们对4)处理后的图像进行50％和75％的缩

放处理，从而扩增数据。

[0054] 当然，我们对于视网膜血管分割的专家标准图(ground  truth)进行同样的处理，

从而与样本一一对应。将构件好的训练样本数据的3/4作为训练集，1/4作为验证集。

[0055] 3、FCN-HNED网络构建以及训练和测试过程

[0056] FCN网络：一般的FCN网络层主要由5部分组成，输入层，卷积层，降采样层，上采样

层(反卷积层)和输出层。本发明中构建的网络为：输入层，两个卷积层(C1，C2)，第一降采样

层(pool1)，两个卷积层(C3，C4)，第二降采样层(pool2)，两个卷积层(C5，C6)，第三降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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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pool3)，两个卷积层(C7，C8)，第四降采样层(pool4)，两个卷积层(C9，C10) ,第一上采样

层(U1)，两个卷积层(C11，C12)，第二上采样层(U2)，两个卷积层(C13，C14)，第三上采样层

(U3)，两个卷积层(C15，C16)，第四上采样层(U4)，两个卷积层(C17，C18)，目标层(输出层)。

形成一个前后对称的U型深度网络构架。

[0057] 其中卷积过程实现如下：

[0058] f(X；W,b)＝W*sX+b   (2)

[0059] 其中，f(X；W,b)为输出为特征图，X是前一层的输入特征图，W和b是卷积核和偏移

值，*s代表卷积操作，不像传统的CNN网络，FCN网络将最后的全连接层全部换做卷积层，但

是，经过卷积和下采样等一系列操作使得特征图越来越小，要使图像恢复到与输入图像同

样大小，FCN采用上采样操作或者说是反卷积。

[0060] 本发明的中间卷积层都通过补零的方式得到同样大小的特征图，左右对称的U型

网络中都重复应用两个紧相连的3×3滤波卷积核进行卷积操作，步长为1，每个卷积层后边

都有一个ReLU激活函数，pooling层的结果是使得特征减少，参数减少，但pooling层的目的

并不仅在于此，它能够保持某种不变性旋转、平移等，本结构用核为2×2，步长为2的max-

pooling层，能减小卷积层参数误差造成的估计均值的偏移，更多的保留纹理信息。在每个

下采样的过程中，特征图的数目都会翻倍，上采样则相反。除此之外，在最后一层用1×1的

卷积核将64个特征图以标准输出为目标映射进行训练。

[0061] 整个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激活函数都用ReLU除了Softmax分类层，损失函数为交叉

熵。

[0062] HNED结构：我们把血管分割看做是边缘检测问题，我们使用基于深度监督的网络

得到浅层FCN网络的四个血管概率图。即我们将C2，C4，C6，C8之后分别添加一个softmax分

类器，通过以标准分割结果为目标的深度监督网络从而将隐藏层的信息以视网膜血管概率

图的形式展现出来，分别称为侧输出1、侧输出2、侧输出3、侧输出4，实现多尺度的特征映射

图的学习。

[0063] 由于FCN网络的低层特征分辨率较高，而高层信息体现了更强的语义信息，对于视

网膜图像的部分病变等区域的血管分类具有很好的鲁棒性，但最后得到与输入样本相同大

小的输出却会丢失很多较小的目标和局部的细节信息，因而，本发明将浅层的视网膜血管

信息以边缘检测HNED的方法在深度监督情况下来学习丰富的多层信息表达，很大程度上解

决了目标边缘模糊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四个侧输出与最后的输出层进行融合，从而形

成FCN-HNED的网络结构，如图4所示，如果输入图像大小为512×512，经过C1，C2都为64个3

×3的滤波器得到64个特征图，通过对原图像补零的方式使得C1，C2特征图保持大小为512

×512，经过降采样使得特征图翻倍，到达最底端C9和C10时，1024个特征图大小为32×32，

之后的卷积实现与前边类似，上采样的实现方式为双线性插值。该网络结构将浅层信息的

四个侧输出血管概率图与FCN网络的输出层血管概率图进行互补融合，通过训练得到更好

的与目标样本更相近的特征图，为分割血管的精细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以至于不需要后续

专门的精化步骤来进行视网膜血管的精细化。

[0064] 融合过程：为了直接利用侧输出概率图和FCN上采样之后的输出概率图，我们对其

进行融合得到： 其中，σ(·)表示sigmoid函数， 表示第m个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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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hm与h分别是四个侧输出和FCN最后输出的融合权值，初始融合权值都设为1/5。进行

加权融合的损失函数为：

[0065]

[0066] 其中，Y表示标准血管分割图即ground  truth，Dist(·,·)表示融合之后的概率

图与标准血管分割图之间的距离，即相差程度，通过学习的方式调整权值逐渐接近收敛，我

们最小化其损失函数通过SDG(梯度下降法)。

[0067] 训练：FCN-HNED网络构建好之后可以进行网络的训练来进行对图像的自动特征提

取和学习过程，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人工选取一些比较直观的图片1280张，先对本文构建

的模型进行训练，每代输入128个图像，等到模型收敛之后，将模型参数保存下来，因为这

1280张图片内容比较直观简单，血管非血管的语义信息比较清晰，模型的收敛速度比较快；

第二步，在全集训练集上对模型进行再次训练，但是模型参数的初始值采用第一歩中得到

的参数，这样大大减少了模型的训练时间，使得整体模型的收敛速度加快。

[0068] 训练：将每个图像训练数据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进行逐层计算后，得到输出一

个融合后的血管概率图，计算该概率图与对应的标准图中每个像素所属类别的误差。根据

最小误差准则，通过误差计算进行逐层反馈修正所构建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中各层参数。

当误差逐渐下降趋于稳定时，认为网络已经收敛，训练结束，生成所需检测模型。

[0069] 测试：将每张视网膜眼底图像绿色通道图的CLAHE图和高斯匹配滤波图分别输入

到已训练好的网络进行测试，分别得到融合的视网膜血管分割图称为 和 对

和 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更多的血管信息，也得到了最后的视网膜血管分割概率图。

[0070] 4后处理

[0071] 对综合得到的视网膜血管概率图进行二值化得到分割图，呈现出与专家分割一致

的二值图。通过对分割结果进行参数评估，得到96％以上的准确率，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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