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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X 射线层叠衍射成像技术（Ptychography）所采用的图像重建迭代算法是一种传统的梯度下降算法。该

算法从一组猜测函数开始，
实验中探测到的正确信息被不断代入循环迭代中来修正猜测函数，
最终达到收敛。
这种算法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出现收敛停滞的现象，
也就是所谓的陷入局域最小值。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
原因是局域最小值附近的梯度极小导致梯度下降的幅度极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最近“动量”这一概念被引
入 Ptychography 算法中，
产生了动量加速层叠衍射迭代引擎（momentum Ptychographical Iterative Engine，
mPIE）
算法。加入“动量”相当于给迭代重建过程赋予了“惯性”性质，
当前梯度下降的幅度不仅由当前梯度决定，
还会
受到之前变化的幅度影响。所以即便是在梯度极小的局域最小值附近，
目标函数仍然可以跳出停滞，
继续变
小。为了验证“动量”的引入对图像重建的提升效果，
详细比较了动量 mPIE 算法和传统的拓展层叠衍射迭代引
擎（extending Ptychographical Iterative Engine，
ePIE）算法对同一套扫描相干衍射成像实验数据的重建图像质量。
重建结果表明：
相对于传统重建算法，
动量加速算法可以获得更好的图像重建质量。
关键词

X 射线扫描相干衍射成像，
动量，
X 射线显微，
相位恢复迭代算法

中图分类号

TL99

DOI: 10.11889/j.0253-3219.2019.hjs.42.050102

Improving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quality in ptychography with momentum acceleration
TAO Xulei1,2,3

XU Zijian1,2 WANG Chunpeng1,2 TAI Renzhong1,2

1(Shanghai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1800, China)
2(Shanghai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1210, China)
3(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image retrieval algorithm of ptychography is a kind of conventional 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 This algorithm begins with a set of guessing functions, and the signals collected in the experiment are
continuously input into the iteration process to achieve final convergence. However the reconstructed process often
falls into stagnation because of the low gradient around the local minima and the extent of the gradient descent is too
small.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solve the convergence stagnation problem of conventional 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 by using momentum ptychographical iterative engine (mPIE). [Methods] The concept of "momentu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ptychography algorithm to update conventional algorithm, called the momentum ptychogra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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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ative engine (mPIE). Adding momentum to an algorithm means that the iterative process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ertance. The extent of gradient descent relies on the previous steps and the gradient of current step. With the
momentum, convergence can escape stagn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ed process can continue even around the local
minima with a gradient is very small. The same set of coherent diffraction imaging experimental data was used to test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quality of mPIE algorithm and compare with that of extending ptychographical iterative
engine (ePIE) algorithm.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mPIE algorithm outperformed ePIE
algorithm with smaller convergence value of objective function, and better final reconstructed image quality.
[Conclus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 better reconstructed result can be achieved with mPIE algorithm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ePIE algorithm.
Key words X-ray ptychography, Mixed state, X-ray microscopy, Iterative phase retrieval algorithm

相 干 衍 射 成 像（Coherent Diffraction Imaging， 的猜测函数会逐渐修正逼近真实值。
传统的 ePIE 算法利用目标函数的梯度实现收
CDI）方法是一种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主要用于 X 射
敛，
目标函数梯度越大，
每一步迭代的步幅就越大，
线波段的显微成像技术［1］。该方法利用电荷耦合元
反之则越小。但是，
对于相干衍射方法而言，
求解的
件（Charge-coupled Device，CCD）等成像元件采集
其目标函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函
样品被相干 X 射线照射后在远场的衍射花样强度， 未知数数量巨大，
数，
存在着非常多的梯度零点，
也就是局域最小值，
再利用计算机计算迭代恢复样品图像。由于 CDI
ePIE
算法常常会陷入这种局域最小值，
导致收敛停
方法不受成像元件数值孔径和加工精度的限制，
其
滞，
进而影响图像的重建效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成像分辨率理论上仅受限于 X 射线的波长及探测
利用动量
的出现，
Maiden 等［20］引入“动量”的概念，
器的空间张角，
因此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成像分辨率。
［1−3］
经过多年发展，
CDI 方法已经在同步辐射光源 、 加 速 层 叠 衍 射 迭 代 引 擎 算 法（momentum
Ptychographical Iterative Engine，mPIE）处理实验数
自由电子激光光源［4−6］、桌面软 X 射线光源［7−9］等光
据。本文对同一套实验数据运用两种算法进行了精
源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与传统的 X 射线晶体衍射学
确重建，
详细比较了 mPIE 算法和 ePIE 算法的重建
不同，
CDI 方法可以对长程无序的非晶样品进行成
过 程 和 图 像 质 量 ，验 证 了 动 量 加 速 对 于
像，
不要求样品必须是晶体。因此，
CDI 方法已经被
Ptychography 方法结果的提升效果。
广泛地应用在材料、
生物、
环境等领域的样品的 X 射
［10−19］
。
线成像
1 算法原理
层叠衍射成像技术（Ptychography）方法是相干
衍射成像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该方法中，
入
1.1 动量加速
射光（探针）对样品进行逐点曝光，
每一个曝光区域
与相邻的其它曝光区域都有部分重叠，
每一次曝光
相位恢复算法迭代循环是一个猜测衍射信号值
产生一幅衍射花样，
所有的衍射花样被同时用相位
与探测到的真实衍射信号值之间的误差不断变小的
恢复迭代算法计算并且最终得到样品的复振幅图
过程。整个迭代循环是一个寻找目标函数最小值的
像。由于重叠区域的存在，
衍射花样之间有着非常
过程，
目标函数的定义是：
m
强 的 关 联 性 ，因 此 ，相 对 于 传 统 的 CDI 方 法 ，
E = ∑ ( |O r,j × P r − R |2 − I r,j )
(1)
j
Ptychography 具有收敛快、成像质量好、可以同时重
建探针和样品函数等优点。
式中：
m 代表衍射图像的数量。目标函数函数越小
相位恢复迭代算法是 Ptychography 重建过程中
也就意味着猜测衍射花样越逼近真实的衍射花样。
重要的一部分 ，自从 Faulkner 和 Rodenburg 于 2004
如图 1（a）所示，
每一次迭代都会让目标函数向着更
年 提 出 PIE（Ptychographical Iterative Engine）算 法
小的方向前进一步，
直到达到全局最小值。在传统
后 ，相 继 出 现 了 ePIE（extended Ptychographic
的相位恢复算法 ePIE 算法中，
每一次迭代目标函数
Iterative Engine）、pPIE（parallel Ptychographical
下降的幅度取决于“梯度”，
也就是振幅替代之前和
Iterative Engine）等改进算法。目前，
主流的算法是
之后的样品复振幅之差。这种收敛方式的一个缺陷
ePIE 算法，
该算法具有收敛速度更快、
鲁棒性更好的
就是容易让目标函数陷入局域最小值之中。如图 1
特点。ePIE 算法是一种梯度下降算法，
通过不断迭
误差会一直向着不断变小的方向前进，
但
（b）所示，
是由于这种下降方式完全依赖于梯度，
而梯度为零
代循环，
探测到的一系列衍射图像不断被输入，
初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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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远不止全局最小值一处，
因此目标函数很容
易就会停留在 a 点（局域最小值），而不能到达 b 点
（全局最小值）。加入“动量”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
克服这一问题。动量加速这一概念来源于神经网
络，
在添加动量的情况下，
误差每一次下降的幅度不
仅取决于当前梯度，
还会受到之前若干步下降的幅
度影响。换句话说，
给迭代过程赋予了“惯性”这一
性质 ，即便是在像 a 点这样的梯度为 0 的局域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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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因为之前的下降过程产生了惯性，
误差会继续前
进，
越过局域最小值，
最终到达全局最小值的 b 点。
加入动量这一概念对于相位恢复迭代算法的好处
是：
1）避免了收敛停滞现象的出现，
误差一般可以收
敛到一个比较小的值，
从而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2）
加快了收敛速度，
由于有动量（惯性）的存在，
收敛速
度得以加快。

图 1 动量加速对于目标函数下降的影响
(a) 目标函数依靠梯度下降达到全局最小值，
(b) 没有动量情况下目标函数停滞于局域最小值，
(c) 有动量情况下目标函数达到全局最小值
Fig.1 The impacts of momentum on error function decline
(a) Error function reachs the global minimum point with gradient descent, (b) Error function stagnates at a local minimum point
without momentum, (c) Error function reaches the global minimum point with momentum

1.2

1）随机打乱所有曝光位置的顺序，探针曝光在

ePIE 算法原理

ePIE 算法是由 Maiden 与 Rodenburg 于 2004 年
提出的相位恢复算法，
在每一次迭代中，
所有的衍射
花样会以随机顺序依次带入算法中，
样品和探针函
数不断进行升级。在这里，
我们采用 r 表示实空间
坐标；
q 表示傅里叶空间坐标；
F 表示傅里叶变换；
下
标 j 表示第 j 个扫描点；
Rj 表示该扫描点探针与样品
的相对位置。每一次迭代循环的步骤如图 2 所示。

第 j 个点的出射波函数可以表示为：
ψ r,j = O r,j × P r − R

j

(2)

式中：
ψ r，j、O r，j 和 P r − R 分别为出射波函数、样品猜测
j

函数、
探针猜测函数。
2）在满足远场条件的情况下，出射波函数传播
一段距离以后的远场衍射函数可以近似看做是出射
波函数的傅里叶变换：
φ q,j = ℱ { ψ r,j}

(3)

3）这里我们得到的远场衍射函数是猜测函数的
傅里叶变换，这时引入探测到的光强信息，做振幅替
代，
得到更新后的远场衍射函数：
φ q,j
φ *q,j =
I q,jM
I q,j

(4)

4）更新远场衍射函数后做逆傅里叶变换，得到
更新后的出射波函数：
ψ r,j* = ℱ − 1 { φ *q,j}

图 2 ePIE 算法一次迭代升级流程示意图
Fig.2 The flow chart of one iterative update of ePIE

(5)

5）同时升级样品函数和探针函数，
每一次升级
时样品函数和探针函数的变化幅度取决于出射波函
数更新前和更新后的差，
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梯度”。
其升级函数如下：
P r* − R ,j
*
O r,j = O r,j + α
( ψ j,r* − ψ j,r )
(6)
|P r − R ,j| 2max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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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 R ,j = P r − R ,j + β
j

j

O *r,j
|O r,j| 2max

( ψ j,r* − ψ j,r )

(7)

6）对下一个曝光点重复第 1 到 5 步，
直到所有的
曝光点都升级完毕，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迭代。重复
这一过程直到探针和样品函数都收敛到一个稳定
的值。
1.3

mPIE 算法原理
动量加速层叠衍射迭代引擎算法（mPIE）是由

Maiden 等［20］于 2017 年提出的新算法。在 mPIE 算法
中，
每隔固定迭代次数 T 就会同时对探针和样品函
数施加一次动量 ，每一次施加动量之前会先计算
动量：

v Oj,r = ηobj v Oj− T,r + ( O *j,r − O j + 1 − T,r )
v Pj,r = ηpro v Pj− T,r + ( P j,r* − P j + 1 − T,r )

(8)

v Oj，r 表示本次施加给样品函数的动量；
v Oj− T，r 表
式中：

示上一次施加的动量；
ηobj 和 ηpro 为参数，
需要调节以

找到一个合适的值。之后动量函数会添加到探针和
样品函数的升级中：
O j + 1,r = O *j,r + ηobj v Oj,r
P j + 1,r = P j,r* + ηpro v Pj,r

(9)

图 3 展示了 mPIE 算法的流程和如何将动量添
加到迭代过程中，
相比较于 ePIE 算法，
mPIE 算法每
隔若干步升级就会同时对样品和探针施加动量。

图 3 mPIE 算法一次迭代升级流程图
Fig.3 The flow chart of one iterative update of
mPIE

2
2.1

实验结果及讨论
实验参数设置

为了验证添加动量（mPIE 算法）的效果，
我们在
在 上 海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谱 学 显 微 线 站［21−25］
（BL08U1A）进行了 X 射线层叠衍射成像验证实验。
BL08U1A 束线装置产生的相干 X 射线被菲涅尔波
带 片 聚 焦 ，实 验 所 采 用 的 波 带 片 为 购 买 自 美 国
Xradia 公司的波带片 ，其直径为 200 μm，最外环宽
度为 30 nm，
理论上可以将 X 射线聚焦到 30 nm 大小
的光斑。聚焦光经过 70 μm 小孔的选择，
高级次的
衍射光和直透光全部被遮挡。实验过程中样品向光
路下游移动，
处于离焦状态，
这样可以获得更大的光
斑，
提高实验效率。实验中通过调整离焦距离，
获得
的探针光斑尺寸约 2 μm。实验中 CCD 的曝光时间
为 400 ms，
探针扫描步长为 400 nm，
扫描点阵为 12×
12，
总共记录 144 幅衍射图样。
实验中使用的样品是表面有 Fe3O4 颗粒的聚合
物小球，
小球尺寸在 2~3 μm，
实验时所用的入射光
能量是 709 eV。
2.2

重建结果展示与比较

我们对采集到的同一组数据分别用 mPIE 和
ePIE 算法进行计算，
两种算法的初始探针和样品猜
测函数是同样的随机函数。弛豫参数全部都经过了
优 化 ，ePIE 算 法 优 化 后 的 参 数 为 ：α =0.9，β =0.9。
mPIE 算 法 中 参 数 ：α =0.1，β =0.2，ηobj 和 ηpro 分 别 为
0.05 和 0.9，
T 为 30。mPIE 算法中，
α 与 β 相较于 ePIE
算法显著变小，
是因为 mPIE 算法中目标函数下降的
幅度在不断累积，
如果参数设置过大那么重建过程
容易走向发散不收敛。每一种算法分别迭代了 500
步，
迭代完成后得到所得到的样品和探针重建图像
如图 4 所示。图 4（a）展示的是利用 ePIE 算法得到的
重建结果，
从左到右分别为重建振幅图像、
振幅图像
一部分细节、重建相位图像、相位图像一部分细节，
图 4（b）展示的是利用 mPIE 算法得到的重建结果。
对比样品的振幅和相位重建图像可以看出来，
尽管利用 ePIE 算法得到的重建图像已经比较清晰，
但是相对于 mPIE 算法计算得到的结果来讲 ，ePIE
算法的结果在一些细节上仍然不够好，
例如不够清
晰，
衬度对比不够明显，
部分地方有重建产生的条纹
噪声等。
图 4（c）对两种算法的目标函数收敛曲线进行了
比对。相对于不施加动量的情况，
施加动量的 mPIE
算法虽然在一开始迭代的时候目标函数比较大，
但
是随着迭代的进行，
目标函数下降的速度很快，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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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E 算法与 mPIE 算法得到的结果对比 (a) ePIE 算法得到的结果，
(b) mPIE 算法得到的结果，
(c) 两种算法收敛曲线
Fig.4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by ePIE and mPIE
(a) The result calculated by ePIE, (b) The result calculated by mPIE, (c) Two convergence curves by ePIE and mPIE

最终施加动量的 mPIE 算法的目标函数收敛值要小
于不施加动量的 ePIE 算法。
同时，
我们比较了两种算法重建得到的探针图
像，
如图 5 所示。我们的探针是由波带片对一束平
面波聚焦得到的，
因此探针的波前应当是比较均匀
的 ，类中心对称的环状结构。比较两者可以发现 ，
ePIE 算法得到的探针起伏比较大，
探针中有不少明
亮的光斑，
而 mPIE 算法得到的探针就比较均匀。这
也从侧面佐证了 mPIE 算法对于重建质量的改善
效果。

图 5 两种算法得到的探针振幅图 (a) ePIE，
(b) mPIE
Fig.5 The amplitude patterns of reconstructed probes
calculated by two algorithms (a) ePIE, (b) mPI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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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方法，
确实可以有效改善相干衍射成像方法的
图像质量。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mPIE 算法对于弛豫参数有
一定的要求，
在本次实验中，
所有的弛豫参数都经过
了一定的优化。在实验参数、样品类型不一样的情
况下，
对弛豫参数进行优化是获得好的实验结果的
必要条件。

3

结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改进型的扫描相干衍射相位恢
复算法 mPIE，
该算法引入了动量这一原本出现在神
经网络中的概念，
通过将之前若干次迭代中的探针
函数和目标函数函数变化的幅度累加到当前迭代
中，
提高了重建函数的收敛速度，
让目标函数可以快
速收敛到全局最小值，
从而提高了最后的图像恢复
质量。本研究通过一组 X 射线实验数据的重建结果
分析和比较，
证明了添加向量后算法对于图像重建
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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