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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指数稳定性的新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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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避免构造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的困难，运用广义Ｄａｈｌｑｕｉｓｔ数方法研究了Ｃｏｈｅｎ。
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模型的指数稳定性，不但得到了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平衡点
存在惟一性和指数稳定性的全新充分条件，而且给出了神经网络的指数衰减估计．与
已有文献结果相比，所得的神经网络指教稳定的充分条件更为宽松，给出的解的指数
衰减速度估计也更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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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模型由下面的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组描述【１，２】

竺等≯＝一ｎｔ（让ｌ（ｔ））ｌ ６ｔ（ｕｔ（ｔ））一∑叫巧厶（％（￡））＋五ｌ，ｔ＝１，２，…，佗，
“。

Ｌ

ｊ：ｌ

（１）

Ｊ

其中钆ｔ（￡）表示第ｉ个神经元在时刻￡的状态，礼表示网络中神经元的个数，ａｉ表示放大函数，６ｔ表示
自信号函数，Ｗ＝（ｗｉｊ）。×。表示联接权值矩阵，办表示激活函数，五表示常数外部输入．
模型（１）包括了种群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和进化理论等学科中的许多模型，血ｆｌ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Ｌｏｔｌｍ模型、Ｇｉｌｐｉｎ－．Ａｙａｌａ；漠型、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ｕｓｔｅｒ模型和Ｈａｒｔｌｉｎｅ－．Ｒａｔｈｆｆ模型等．特别地，著名

的Ｈｏｐｆｉｅｌｄ神经网络模型也是其特例ｆ３】＇其由下面的常微分方程组所描述

Ｇ掣＝一警＋∑蚴厶（％（ｔ））＋五，
。“

‘”

ｉ＝１，２，…，礼．

（２）

ｊ＝ｌ

其中常数Ｇ＞０和见＞０分别表示电容和电阻．
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的稳定性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１，２，４－６】．但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的稳定性研究远不及Ｈｏｐｆｉｅｌｄ｝Ｏ经网络的稳定性研究深
入．其主要原因在于，（１）中的函数ａ｛＇６ｔ与＾的非线性性都极大地增加了模型稳定性分析的难度．
已有的研究工作一般都是在对函数ａｔ，６ｔ与＾某些很强的假设（如可微性、有界性及单调性）下开
展的【２，４－６】１．下面给出本文的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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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每个ａｉ是局部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连续的，且０＜也≤ａｉ（ｓ）≤如，Ｖｓ∈Ｒ．

（Ｈ２）每个６ｔ是局部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连续的，且存在常数Ａｔ＞０使得（ｓ１—８２）［ｂｉ（ｓ１）一ｂｉ（ｓ２）１≥
Ａ｛（ｓ１—８２）２，Ｖｓｌ，８２∈Ｒ．

（Ｈ３）每个五满足＝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条件（即存在常数ｍｉ＞ｏ使得Ｉ五（ｓ１）一＾（ｓ２）Ｉ≤％１８ｌ一８２Ｉ，
Ｖ３ｌ，８２∈Ｒ）．不妨将ｍｉ取为＾的最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常数，即ｍｔ＝

ｓｕｐ监％岳备型．
’１…

８１，８２ＥＲ，ｔｔｌ≠ｓ２

在最近的研究中，【４—５】在（Ｈ１）一（Ｈ３）假设下另外假设每个＾的全局有界性，再利用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直
接法给出了系统（１）的全局指数稳定性条件；文［６】则另外假设了每个．兄的单调递增性，利
用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直接法也得到了系统（１）的全局指数稳定性条件．对某些重要的应用来说，采用非单
调的激活函数可以显著地改变神经网络系统的一些性能【７】．本文对＾不作有界性假设，也不作单
调性和可微性假设．此外，不像大多数已有文献都对彤＝（姚ｆ）。×。作对称性假设，本文对Ⅳ不作
任何假设．
目前，神经网络的稳定性研究工作大多数是基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直接法的［２一引．然而，由于没有
一般通用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构造方法，所以对于一个特定的系统要找到一个有效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
数通常说来比较困难．本文将利用非线性系统的广义Ｄａｈｌｑｕｉｓｔ数稳定性分析方法［８】’深入研
究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模型（１）平衡点的存在性、惟一性和稳定性．本文不但推导出模
型（１）指数稳定的全新判别准则，而且给出解的指数收敛速度的精确估计．

§２预备知识及引理
本节简要回顾一般非线性系统的广义Ｄａｈｌｑｕｉｓｔ数稳定性分析方法．
设（ｘ，”ｆｆ）是一个Ｂａｎａｃｈ空间，力是ｘ的一个开子集．考虑下面的系统
一巾ｒ十、

＝半＝Ｆ（。（ｔ）），ｔ≥ｔｏ，

（３）

其中ｚ（ｔ）∈力，Ｆ是一个从力到Ｘ的非线性算子．
为研究非线。陛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算子半群的渐近性态，文［９】对一般非线性算子引入了如下概念．
定义２．１【９】 设力是Ｂａｎａｃｈ空间Ｘ的一个开子集，Ｆ：伫一Ｘ是一个非线性算子，Ｊ表示恒同
算子．常数

Ｑｎ（Ｆ）－刚墨≠！，存‰，土‰［｜｜（Ｆ－４－ｒＩ）ｚ一（Ｆ＋ｒＺ）ｙｌｌ—ｒＩＩｚ～可ｍ
称为算子Ｆ在力上的广义Ｄａｈｌｑｕｉｓｔ数．

受上面定义的启发，我们在文［８］中对一般非线性算子进一步引入了下面的概念．
定义２，２Ｉｓ】
Ｑｎ（Ｆｊ

对仃，Ｅ』的假设与定义２．１中同．设ｚｏ是力中任意固定的一点．常数

Ｘ０）－。∈器一矿与，里％咿＋ｒ，）ｚ一（Ｆ＋ｒ，）ＸＯＩＩ—ｒ［［ｚ－－Ｘ０旧

称为算予Ｆ在ｚｏ的广义相对Ｄａｈｌｑｕｉｓｔ数．
文［８］推导出了广义（相对）Ｄａｈｌｑｕｉｓｔ数的一系列性质：
引理２．１［８】

若ａｎ（Ｆ）＜０，贝，ＪＩＦ在门上是一一映射；若力＝Ｘ，贝，ｒＪＦ是一个同胚．

引理２．２【８】

设ｚ＋∈力是系统（３）的一个平衡点，且，ｃ力是ｚ＋的一个邻域．若ｎ，（Ｆ）ｚ＋）＜０，

则ｚ＋是（３）在，中惟一的平衡点，ｚ＋是指数稳定的，其吸引域包含Ｆ，且（３）的任意以。（￡ｏ）∈，为初
始点的解ｚ（ｔ）的指数衰减估计满足忪（￡）一ｚ＋』≤ｅｃｔ，（Ｅ。。）（ｔ－ｔｏ）ＩＩｚ（ｔｏ）一ｚ＋ＩＩ，Ｖｔ≥ｔｏ．

歪童堡竺！．兰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指数稳定性的新判则
—————————————————————————————————————————二之—Ｌ——————－二二二：：：＝
＝：：
：：：：！：：：：：

§３

１６９

Ｃｏｈｅｎ—Ｏ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的指数稳定性

设Ｒ”表示ｎ维实向量空间 其中向量范数为２１一范数”忆即对任意的ｚ＝ｘ１，ｚ２，…，ｚ。）Ｔ
∈Ｒ“，ｌＩｘｌｌ ｘ＝∑Ｉｚｔ｜．另外，ｓｉｇｎ（ｒ）表示ｒ∈Ｒ的符号函数．
ｉ＝１

本节首先运用广义Ｄａｈｌｑｕｉｓｔ数方法来研究神经网络模型（１）平衡点的存在惟一性
定理３．１ 设（Ｈ１）一（Ｈ３）成立．若

ｍｔ∑１％ｔＩ＜九，ｉ＝１川２一，ｎ，

（４）

ｊ＝１

则对任何一组常数外部输入五，神经网络模型（１）有惟一的平衡点让＋．

证首先定义算子Ｆ：Ｒ”＿Ｒ“为Ｆ（ｕ）＝（Ｆ１（ｕ），Ｆ２（札），…，Ｒ（乱））Ｔ，ｖｕ：（乱１，＂２，

…，札ｎ）‘ｒ∈Ｒ”，其中只（ｕ）＝一［６｛（乱ｉ）一∑Ｗ臼乃（％）＋山］．显然，ｕ·∈Ｒｎ是（１）的平衡点当且
仅当只（ｕ＋）＝０，ｉ＝１，２，…，ｎ．因此，（１）有惟～的平衡点ｕ·当且仅当Ｆ（札）：ｏ有惟一解＂·．
由定义２．１．
ＯＥｌ＝ｔｎ（Ｆ）＝

ｓｕｐ
ｚ，ｙ∈Ｒ”， 。≠暑，ｌｊｚ一３，ｌ

Ｊｉｍ
ｒ—·＋∞

叫（Ｆ＋ｒ』）ｚ一（Ｆ＋ｒＺ）ｙｌｌｌ—ｒＩＩｘ一∥１１１］

其中，

（Ｆ－＇１－ｒＩ）ｘ一（Ｆ＋Ｔ－ｒ）ｙｌｌｌ一ｒｌｌｘ一可ｌ｜１

＝壹ｆＩ—
ｉ＝１～

［６ｔ（ｚｔ）一６ｔ（玑）一ｊ登＝ｌ叫臼（，Ｊ（ｚＪ）一办（协））］＋ｒ（ｚｔ一玑）Ｉ～ｒＩｘｉ－ｙ；Ｉ

当戤≠玑时，对于充分大的ｒ＞０，有

一［６ｔ（。ｔ）一饥（玑）一ｊ壹＝ｌ枷巧（办（呦）一办（协））］＋ｒ（ｚｔ一肌）Ｉ
＝

≤

—ｒ

Ｊ戤一３，‘

一８１９ｎ（ｘｔ一玑）［阮（翰）一钆（玑）一∑叫玎（力（％）一乃（协））］４
一

）ｔｘ（ｉｂＩ１－Ｊｚ，【巧叫Ｅ＋ｌ）玑（ｔ６一

一，Ｊ（巩）］１．

Ｊ一１

当Ｘｉ＝玑时，有

Ｉ一［玩（ｚｔ）一玩（玑）一三训巧（乃（ｚＪ）一厶（协））］＋ｒ（ｘｔ一玑）』一ｒＩｚｔ一犰
＝一Ｊ６ｔ（翰）一玩（玑）Ｊ＋Ｊ三毗Ｊ［力（巧）一疗（协）】｜．
Ｊ～１

于是，对任意的ｚ，Ｙ∈Ｒｎ，当ｒ＞０充分大时，有

ｉＩ（Ｆ＋ｒＩ）ｘ一（Ｆ＋ｒ，）可ｆｉｌ一ｒｆｆｚ一可ｆｆｌ

Ｓ

一∑＆Ｉｘｉ一玑ｆ＋∑∑ｌ叫臼Ｉｆ办（％）一乃（协）
ｌ＝１
ｔ＝１ｊ＝１

≤一三ＡｉＩＸｉ—ＹｉＩ＋∑∑ｍｊｌｗ巧ｌｌｘ３～Ｙ３Ｉ
＝一∑（Ａｉ—ｍｉ∑１％ｔ１）慨一ＹｉＩ
ｔ＝ｌ
ｚ＝１ ７＝１
ｉ＝１
ｆ＝１

≤一１ｒａ—ｉｎ，。（Ａｔ—ｍ‘ｊ∑＝ｌ陬吣一圳１·
因此，ＱＲ竹（Ｆ）≤一１ｒａ≥。ｉｙｎ（Ａｔ—ｍｔｊ壹＝ｌ Ｉ％ｔ１）＜ｏ，由引理２．１可知Ｆ是一个从Ｒｎ到Ｒｎ的同胚，因
ｌ比Ｆ（ｕ）＝ｏ有且仅有一个解ｕ＋，故而系统（１）有且仅有一个平衡点ｕ＋．

注３·１在每个＾是有界的额外假设下，文［４】和［５】分别证明了（１）平衡点的存在性；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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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五是单调递增的及其它额外假设下，文［６］证明了（１）平衡点的存在惟一性．上面的定理３．１在
对＾不作有界性和单调性假设的前提下，给出了神经网络平衡点存在惟一性的简单判则．
下面采用广义相Ｒｒ｝Ｄａｈｌｑｕｉｓｔ数方法来研究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８ｂｅｒｇ神经网络模型（１）的稳定性
定理

没 Ｈ 卜 Ｈ

啦
嘶

若。∑触

Ⅲ 一”

＜

、Ｑ

ｋ

＝

（５）

几

则对任何一组常数外部输入五，神经网络模型（１）有惟一的平衡点仳＋，缸＋是全局指数稳定的，且任
意以札（￡ｏ）为初始点的解札（￡）的指数衰减满足

ｆｌｕ（ｔ）一ｕ＋１１１

（６）

ｃｅ一６（ｔ－ｔｏ）ＩＩ“（￡ｏ）一乱＋１１１，ｔ≥ｔｏ，

Ｓ

其中ｃ－１ｍ蛐＆ｘ以／１ｍ蚴ｉｎ瓯，６－１ｒａ坐ｉｎ。（诚一ｍｔ出Ｊ：１［ｗａｔＩ）·
证显然（５）蕴涵（４）成立，因此由定理３．１立即推出（１）有惟一的平衡点ｕ’

令ｚ（￡）＝（Ｘｌ（ｔ），Ｘ２（ｔ），…，ｏｎ（ｔ））１，其中ｘｉ（ｔ）＝乱ｔ（￡）一Ｕｉ＋，ｉ＝１，２，…，ｎ．于是，我们得到

百ｄｘｉ（ｔ）－ａｉ（玩（￡）＋ｕ；）似兢（ｔ）＋札；）－６ｔ（ｕ；）一ｊ壹＝ｌ伽巧［，Ｊ（％（ｔ）＋ｕ；）一力（ｑ）］），（７）
ｉ＝１，２，…，礼．

定义算子Ｇ：Ｒｎ＿Ｒｎ为Ｇ（ｚ）＝（Ｇ１（ｚ），Ｇ２（ｚ），…，Ｇ。（ｚ））Ｔ，Ｖｚ＝（ｚｌ，ｚ２，…，ｚ。）Ｔ∈Ｒｎ，

其中Ｇｔ（ｚ）＝一ａｉ（ｘｉ＋札；）｛ｂｉ（ｘｉ＋ｕ；）一６ｔ（札；）一∑ｗｉｊ比（ｘｊ＋ｕｊ‘）一乃（¨；）］）．则系统（７）可
Ｊ＝１
表示为

１ｄｘＦ（ｔ）：Ｇ（。（砒ｔ ２￡。．

（８）

１ｄｙＦ（ｔ）：ｐ－ａＧＰ（ｙ（砒ｔ≥缸

（９）

显然，ｏ是系统（８）惟一的平衡点．令麟Ｐ＝ｄｉａｇ（＆１，ｄ２，…，＆。）．考虑下面的系统
易见，０也是系统ｆ９）惟一的平衡点．我们有

咖（Ｐ－１ＧＰ，Ｏ）＝鹏ｓｕｐ卿丽１，土‰薹ｎ［Ｉ（ｐ－１Ｇｐ㈨栅…玑｜］
当Ｙｔ≠ｏｍｔ，对充分大的ｒ＞０，有

Ｉ（Ｐ－１ＧＰ）ｉ（ｙ）＋ｒｙｉ卜ｒ圳
＝（Ｐ＿１ＣＰ）ｉ（ｙ）ｓｉｇｎ（ｙｉ）

ａｉ（＆ｔＹｉ＋乱；）｛玩（西ｉ玑－４－Ｉｔｉ‘）一６｛（ｕ；）一∑伽巧［乃（＆Ｊ协＋ｕ；）一乃（哆）］）ｓｉｇｎ（ｙｉ）
一·ｉ１
“口

＝

ａ＝ｌ

１

≤

ｎ

一＆ｉＡ圳十壶ａｉ（瓯玑＋ｕ；）ｌ善％［如（奶协＋钍；）一乃（哆）”

当玑＝０时，有

（ｐ－ＩＧｐＭ卅ｍｈ协Ｉ＝－＆ｉＡｉ‰心１。姒＆ｉＹｉ＋ｕ；）瞎％［／ａ（ｃ幻－ｙＪ＋ｕ扩聃圳·

万安华等：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弄申经网络指数稳定性的新判则

１７１

因此，对任意的Ｙ∈Ｒｎ，当ｒ＞０充分大时，有

∑［Ｉ（Ｐ一１ＧＰ）ｉ（ｙ）＋ｒｙｉＩ—ｒＩ玑｜］≤

ｔ＝１

一∑ａｔ九Ｉ玑ｌ＋∑∑Ｉ叫玎１ｌ乃（６Ｊ％＋ｕ；）一厶（哆）ｌ
ｔ＝ｌ
ｔ＝１，＝ｌ
忆

ｎ

≤

ｎ

一∑ａｔ九卧Ｉ＋∑∑ｍｊ嘞ＩＷｉｊＩＩ协ｌ
。云１
忆

。５１’嚣１
ｎ

＝一∑（诧九一仇ｔ血∑ｆ％ｉｌ）圳
信ｌ
Ｊ—ｎ

≤
一

一ｍ～ｉｎ（ａｔ九一ｍｔ＆ｔ∑Ｉ％ｔＩ）ｌ｜可Ｉ｜１．
。＝。 ｒｌ，……
。

。

。

１＜｛＜ｎ、

由此可得ＱＲ。（Ｐ－１ＧＰ，０）≤一ｂ＜０．由引理２．２，立即推出系统（９）的零平衡点是全局指数稳定
的，且以Ⅳ（ｔｏ）为初始点的任意解可（ｔ）的指数衰减估计满足
Ｉｌｙ（ｔ）ｌｌ ｌ≤ｅ－ｂ（ｔ－ｔｏ）Ｉｌｙ（ｔｏ）ｌｌ １，ｔ≥ｔｏ．

（１０）

显然，当ｚ（ｔ）是系统（８）的解时，ｙ（ｔ）＝Ｐ－１ｚ（￡）是系统（９）的惟一解．于是，由（１０）可得
｜ＩＦ～１ｚ（ｔ）｜｜１≤ｅ－ｂ（ｔ－－ｔｏ）ｌｉＰ一１ｘ（ｔｏ）１１１，ｔ≥ｔｏ．

（１１）

将翰（￡）＝蚴（ｔ）一仳：，ｉ＝１，２，…，ｎ代入（１１）中，即得

萎扣（￡）一ｕ：Ｉ＜ｅ－Ｍ扛幻’萎扣（ｔｏ）一让孔引。·

（１２）

因此，

Ｉｌｕ（ｔ）一ｕ＋１１１／１燃哦≤ｅ。６‘扣幻恤（％）一乱…ＩＩ／１ｍ＜‰ｉｎ

ｄｌ，ｔ≥ｔｏ，

即指数衰减估计式（６）成立．
推论３．１对于Ｈｏｐｆｉｅｌｄ神经网络模型（２），若（Ｈ３）成立，且

ｍｔ∑陬Ｉ＜去，待１，２，…，ｎ，
ｊ＝ｌ

（１３）

‘。‘

则对任何一组常数外部输入也，模型（２）有惟一的平衡点Ｕ＋，ｕ＋是全局指数稳定的，且任意
以ｕ（ｔｏ）为初始点的解ｕ（ｔ）的指数衰减满足
ｌｌｕ（ｔ）一Ｕ＋１１１≤ｃ２ｅ一６２（ｔ－ｔｏ）ｌｌｕ（ｔｏ）一ｕ＋｜｜１，ｔ≥ｔｏ，

（１４）

其中ｃ２＝Ｋｍ。ａｘ。Ｃ，／１ｍ＜。ｉ＜ｎ。Ｃｉ’６ｚ。。孪磊叮１（Ｒｆｌ一ｍｔ善１ｗｊｉＩ）·
证模型（２）即模型（１）在啦（“ｌ（￡））＝１／Ｇ，玩（地（≠））＝地（≠）／见，ｉ＝１，２，…，扎时的特例．
易验证（Ｈ１），（Ｈ２）满足，其中画＝瓯＝１／Ｇ，九＝１／忍．由定理３．２，立即可推得上面的结论．

§４数值算例与仿真
本节将给出一个例子来说明§３中所得结果的有效性以及与已有文献结果的比较情况．
例４．１考虑下面的二维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模型

Ｉ竺号≠型＝一（３＋ｓｉｎ让１（￡））［２钆１（ｔ）一ｆｌ（Ｕ１（ｔ））／４一，２（ｕ２（ｔ））／８＋＾］

１掣：－（２／＋ＣＯＳＵ２㈤）№㈣一ｆｌ（ｕ１（ｔ））／１６一脚２㈣）／７＋以］，

，，由

¨叫

其中函数＾，，２满足条件（Ｈ３）且ｍ１＝１，ｍ２＝２．
１）易验证条件（Ｈ１），（Ｈ２）都满足，且ｄ１＝４，ｄ１＝２，如＝３，ｄ２＝１，入１＝Ａ２＝２．由

于ｍｌｄｌ（１伽１ｌＩ＋１ｗ２：１）＝；＜ｄｉａｌ＝４，ｍ２如（Ｉ叫１２ｌ＋１ｗ２２［）＝篑＜ｄ２Ａ２＝２，故条件（６）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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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由定理３．２，可推出对于任何一组常数外部输入＾，以，系统（１５）有惟一的平衡点ｕ＋，仳＋是全局

指数稳定的，且（１５）的任意解ｕ（ｔ）的指数衰减满足（６）式，其中ｃ＝：，ｂ＝菘１１．
２）取＾（ｚ）＝一ｚ，，２（ｚ）＝－２ｘ．由于＾，，２在Ｒ上既不是有界函数，也不是单调递增
函数，所以［４－６】的方法无法使用．然而，定理３．２的条件都满足，故１）中得到的指数稳定性
结果仍然成立．下面我们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仿真．不妨取（以，如）Ｔ＝（－１，１）Ｔ．为比
较，我们考虑两种情形：情形一（见图１），初始状态取为（ｕ１（ｏ），Ｕ２（ｏ））Ｔ＝（０．６，一ｏ．３）Ｔ；情形
二（见图２），初始状态取为（“１（ｏ），Ｕ２（ｏ））Ｔ＝（一０．６，ｏ．３）Ｔ．仿真结果表明，系统（１５）惟一的平衡
点“＋＝（０．４９４６，一ｏ．４５１０）１’是全局指数稳定的．

图１初始状态为（乱ｌ（ｏ），Ｕ２（ｏ））Ｔ＝（０．６，一ｏ．３）Ｔ的情形

图２初始状态为（ｕ１（ｏ），Ｕ２（ｏ））Ｔ＝（一０．６，０．３）Ｔ的情形

§５结束语
本文避免了构造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采用非线性系统的广义Ｄａｈｌｑｕｉｓｔ数稳定性分析方法，由此
给出Ｊ＂Ｃｏｈｅｎ—Ｇｒｏｓｓｂｅｒｇ神经网络平衡点的存在惟一性与指数稳定性的全新判别准则．与已有文
献结果相比，本文得到的结果放宽了神经网络模型指数稳定的充分条件，对激活函数去掉了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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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单调性假设，对联接权值矩阵也无须作任何假设，而且给出了更为精确的指数衰减速度估计，
从而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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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判据.在我们的结果中,去掉了函数ai(s)(i=1,2,…,n)的上界限制,从而推广了文献[2]的结果.

4.学位论文 熊文军 两类延时神经网络的稳定性研究 2004
本文主要研究了延时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CGNNs)的稳定性。通过巧妙地利用一些已知的定理和构造适当的Lyapunov函数，本文讨论了延时与
无延时CGNNs模型平衡点的全局指数稳定性、绝对指数稳定性，及周期解的存在唯一性和全局指数稳定性。同时，也研究了具有分布延时双向联想记忆
(BAM)神经网络平衡点的绝对指数稳定性。
在第一章第一节中，研究了一类离散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且获得了保证延时和无延时的离散CGNNs系统平衡点指数稳定的充分条件。我
们没有假设联接权矩阵的对称性和激活函数的单调性与可微性。而且，所讨论的离散CGNNs系统保持了连续CGNNs系统的收敛性；在第二节中，利用
Mawhin拓扑度的连续定理及Lyapunov方法，讨论了CGNNs神经网络周期解的存在唯一性和全局指数稳定性，证明了延时CGNNs模型周期解的存在性，且给
出了周期解的具体存在区间。在第三节中，利用Lipschitzian-Hadamard定理和同胚映射性质，讨论了具有变延时和无界延时CGNNs模型平衡点的存在唯
一性和稳定性。其中激活函数仅仅要求是部分Lipschitz连续和单调非减的。与已有的文献比较，我们的结论放宽了对条件的限制，且在许多方面改进和
推广了已有文献的结论。
在第二章中，基于Brouwer不动点定理，研究了一类分布延时BAM神经网络平衡点的存在性。然后通过构造适当的Lyapunov函数，证明了平衡点的绝
对指数稳定性。这些结果推广和改进了一些早期文献的结果，且易于在实际中检验。

5.学位论文 祝庆 变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稳定性分析 2008
本文通过应用Lyapunov方法和矩阵不等式对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作了定性分析，包括具有脉冲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平衡点的存在性
及其全局指数稳定性和变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全局鲁棒指数稳定性。
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在没有要求激活函数有界的前提条件下，分别运用了同胚映射理论和不动点定理给出了脉冲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平衡点的存在
唯一性的充分条件。
第二、在平衡点存在唯一性的基础上，通过构造合适的Lyapunov函数结合积分不等式，给出了脉冲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平衡点全局指数稳
定性的充分条件。通过比较，说明了本文得到的结果改进和概括了文献中的结论。给出了具体例子，描述了所得结果的有效性。
第三、分析了变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全局鲁棒指数稳定性。通过应用同胚映射理论以及构造合适的Lyapunov函数得到了一个变时滞
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平衡点的存在唯一性及其全局鲁棒指数稳定性的判定准则。给出了所得结论的几个推论，结合实际例子说明了本文得到的结果
概括了文献中的结果。

6.期刊论文 龙述君.LONG Shu-jun 具有分布时滞的脉冲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指数稳定性 -四川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2009,32(1)
利用非负矩阵的谱半径和M-矩阵的性质,以及不等式分析技巧研究了具有分布时滞和脉冲的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得到了其平衡点存在性和指数
稳定性的充分判据,结果去掉了放大器函数αi(s)(i=1,2,…,n)的上界限制,从而推广了一些文献的结果.

7.学位论文 孟益民 几类时滞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分析 2007
本文对几类具有时滞的神经网络模型的动力学性态进行了定性研究，讨论了这些神经网络模型周期解和平衡点的存在性、惟一性和全局稳定性。全
文的内容共分为六章：
在第一章中，首先回顾了神经网络发展的历史及其研究现状，并分析了用泛函微分方程来刻画神经网络模型的依据。然后，对本文所要研究的几类
具有时滞的神经网络模型的应用背景与动力学性态的研究现状进行说明。另外，在这一章里我们还给出了本文将要用到的一些基本定义和基本引理。
在第二章中，通过利用Halanay不等式，重合度理论中的延拓定理和一些分析技巧，我们获得了具变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周期解存在、惟
一和全局指数稳定的充分条件，改进和推广了已有文献的一些相关结论。
在第三章中，研究了具连续分布时滞的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收敛性。在放松已有文献所要求的条件下，没有假定激励函数可微和单调，也不
要求放大函数可微以及连接矩阵对称，通过构造适当的Lyapunov函数，并且利用不等式技巧获得了平衡点的存在性、惟一性、全局渐近稳定性、全局指
数收敛性和全局指数稳定性的新结论．所利用的假设条件与系统参数有关，并且容易验证。
在第四章中，研究了具分布时滞的双向联想记忆(BAM)神经网络的动力学性质。不需要激励函数有界性和可微性，利用重合度理论的延拓定理和Kr瓣
nosel'skii的锥不动点定理，我们获得了具分布时滞BAM神经网络模型周期解的存在性和全局指数稳定性的新结论．数值模拟的结果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
。
在第五章中，研究具有不连续激励函数的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动力学性质。利用M-矩阵理论和Lyapunov泛函方法，得到了平衡点存在性
，惟一性和全局稳定性的充分条件．由于激励函数的不连续性，我们还引进了一种适当的极限来讨论输出的收敛性．所获得的条件与时滞无关且是容易
验证的，并进行了应用举例和数值模拟。
在第六章中，研究了具时滞和周期系数的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稳定性。网络中的激励函数是一个可以具有跳跃间断点的单调不减函数，用来
刻画神经元放大器的增益很高和趋向于无穷大的理想情形．在假设连结矩阵满足适当的条件下，获得了周期解存在、惟一和全局指数稳定的充分条件
，且与时滞无关．所利用的假设条件与M-矩阵理论有关，容易验证．此外，由于激励函数的不连续性，通过引进一种适当的极限来研究时滞神经网络输
出的收敛性．我们的结论推广了相关文献的结果，并给出了实例说明和数值模拟。

8.期刊论文 李源铭.蒋海军.LI Yuan-ming.JIANG Hai-jun 带时滞的高阶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指数稳定性
-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5(1)
就一类高阶时滞Cohen-Grossberg社昆网络进行研究,假设反应函数满足Lipschitz连续且有界,用非线性测度的方法得到了关于平衡点的存在性和惟
一性的一种新的充分性的判别条件,同时,通过构造一个合适的Lyapunov函数,得到这个条件也保证了时滞神经网络的全局指数稳定性.

9.学位论文 刘青 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局部稳定性及其吸引域问题 2009
在人工神经网络的实现过程中，由于信号传输的速度有限，时滞通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定性分析这些网络时，考虑时间延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
的，这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最常见的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在并行处理、联想记忆，特别是最优化计算等方面都有相当广泛的应用研究.很多文献都介绍了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的全局渐近稳定或指数稳定问题，并给出了保证全局渐近稳定或指数稳定的充分条件，而对于局部稳定性问题则很少有人涉足
，在此情况下，本论文尝试对具常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和具分布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的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进行探讨，得到了其平
衡点达到局部稳定和局部指数稳定的充分条件，并判断出其达到局部指数稳定时的吸引域范围.通过对二者结果的对比分析，归纳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在
假设的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具常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的平衡点局部稳定的充分条件同样适用于具分布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
。本文主要由4部分组成。
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人工神经网络发展史、课题背景和本文主要研究内容的简要介绍及一些基本定义和引理。
第2章，讨论了具常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在两类范数定义下的局部稳定性和局部指数稳定性。通过构造Lyapunov函数以及应用一些不
等式技巧等，得到了模型的平衡点达到局部稳定的一些充分条件，这些条件独立于时滞，
第3章，讨论了具分布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在两类范数定义下的局部稳定性和局部指数稳定性，得到了模型的平衡点达到局部稳定的
一些充分条件。这些条件不仅独立于时滞，并与常时滞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的局部稳定性条件相同，这是本文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
第4章，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10.学位论文 刘艳青 时滞神经网络模型的稳定性研究 2005
本文主要对几类时滞神经网络模型的平衡点和周期解的存在性及其全局指数稳定性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这些结论将为设计具有
全局指数稳定的平衡点和周期解的神经网络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运用拓扑度理论、Holder不等式、M-矩阵的性质以及构造合适的Lyapunov函数方法,对具有常时滞和变时滞的模糊细胞神经网络模型的平衡点
的存在性及其全局指数稳定性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平衡点存在性和全局指数稳定性的充分性判据,并给出了与时滞的变化有关的指数收敛率的估计.
第二、通过构造合适的Lyapunov函数并运用代数不等式及改进了的Lyapunov定理对具有变连接权及变时滞的细胞神经网络的平衡点的存在性和全局
渐近稳定性和全局指数稳定性给出了充分性判据.
第三、运用积分不等式、M-矩阵的性质,以及建立在重合度基础上的Mawhin's Continuation定理研究了具有周期系数和周期时滞的细胞神经网络模
型的周期解的存在性.利用常数变易法、积分不等式、Gronwall's引理研究了其周期解的指数稳定性,给出新的充分性判据,并给出了指数收敛率的估计.
第四、研究了带有周期系数和周期时滞的双向联想记忆神经网络模型的周期解的存在性和全局指数稳定性,给出了新的充分性判据.该判据不仅与系
统的系数有关还与系统的周期和衰减率的平均值有关.
第五、运用不等式分析及构造合适的Lyapunov函数等方法对具有变时滞的Cohen-Grossberg神经网络模型的平衡点的存在性和全局指数稳定性进行了
研究,给出了充分性判据,并给出了指数收敛率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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