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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 RF的航空影像理解的知识获取*

郑　宏　郑肇葆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39号 , 430070)

摘　要　讨论了基于 MRF影像理解的 3种知识—— 同类影像的距离最短、近邻像元个别特征参数的显著性

和影像的方向性在航空影像理解中如何获取和应用。 通过航空影像试验 ,表明影像理解的正确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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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影像的理解包括两方面: 一是影像的分

类 ;二是指出每一类影像的属性。基于马尔柯夫随

机场 (简称 M RF)的航空影像的理解 ,我们已经作

了以下研究: 影像特征的提取 ;影像特征参数的估

计 ;基于 M RF的影像分类等。在影像分类中 ,我

们已经作过基于 MRF参数的残差平方和最小

法 [1 ]、基于 MRF参数的距离最小法
[2 ]以及基于

MRF参数的线性规划法
[ 3]
等的分类研究。这些方

法各有所长 ,因此在进行影像纹理分类的方法选

择时 ,“用其所长 ,综合考虑” ,人的思维、推理是容

易做到的。但是 ,要使计算机也具备这样的能力 ,

必须使计算机从外部环境获取知识。 这就是所谓

知识获取的问题。 本文只讨论从基于 MRF的航

空影像理解的研究中计算机如何获取知识。

1　知识获取的途径

计算机要解决影像理解的问题 ,获取知识的

途径有三方面 [4 ]:

1)把人类的知识编成程序存入计算机中 ;

2)把知识用自然语言表达出来并“传授”给计

算机 ;

3)自动进行知识获取 ,建立机器的学习系统 ,

使机器本身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本文涉及到第一方面的问题。在用摄影测量

方法测制地形图的过程中 ,作业人员根据航空影

像中目标的形状、大小、色调或色彩、阴影、地物以

及与周围环境布局的关系等特征对航空影像进行

理解与分析已经具备不少的先验知识 ,这些是计

算机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 我们在这里要讨

论的是借助 M RF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航空影像理

解所取得的知识。 过去对这些知识仅仅是就某一

种方法孤立地加以使用 ,没有把不同方法所取得

的成果经过综合抽象形成更加完整的知识加以利

用。譬如 ,我们在文献 [5]中指出: “影像纹理特征

应当在中心像元的近邻像元的灰度统计规律上反

映出来 ,”这种统计规律是由所采用的 MRF参数

定量地表现出来。 可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这样的

情况 ,求得两种纹理影像的 M RF参数 ,除一个参

数外 ,其余的参数都非常接近 (指参数的数值大小

和符号 ) ,而那个不接近的参数 ,可能一个为正 ,另

一个为负 ;或者一个接近零 ,另一个的绝对值偏大

(假定大于 1)。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参数的差异 ,

可能成为影像分类的参考依据。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上述情况。假定

有两个纹理影像 A和 B ,其中一个是我们待识别

的灌木林影像。用残差平方和最小法对 A、B影像

进行处理 ,其结果为Ev
2
A= 9. 78,Ev

2
B= 9. 81,由最

小法则可以断定 A为灌木林 ,可是由人眼观察的

经验判断 , A不是灌木林。 在两个 Ev
2仅相差

0. 03的情况下 ,判断谁是谁非是不太恰当的 ,这

时我们可以查询 ,判定灌木林还有没有其它信息。

回答是灌木林影像的特征参数 v1 (不是残差 )的

数值应大于零 ,我们再对 ( v1 ) A= - 1. 05和 (v1 ) B

= + 0. 71作比较 , (v1 ) B> 0,参照这一条 ,最后断

定 B是灌木林。这样的结论与人眼的判断基本一

致。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知识的综合利用可以提

高识别率。综合判断对于人类来说是容易的 ,然而

对计算机来说如果没有这些知识 ,没有合理的推

理规则 ,正确的影像理解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

知识获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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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M RF的影像理解的知识

我们这里涉及的仅是利用 MRF所取得的部

分知识 ,而不是影像理解知识的全部 ,就这样的知

识 ,对航空影像的理解作试探性研究。这里就 3种

知识的利用加以讨论 ,它们是:

1)以 MRF参数为影像的特征元素 ,用两幅

影像的特征参数求出它们的欧氏距离 ,同类纹理

影像的距离最短。

2)在 M RF中个别近邻像元相应的参数显著

性的利用 ,即估计两种不同纹理影像的 M RF参

数时 ,发现除一个或二个特征参数外 ,其余的参数

值大小接近 ,符号相同。

3)即使是同类纹理影像 ,也可能存在方向性

差异。 基于 MRF的特征参数受影像的方向性影

响很大 ,造成具有不同方向性的同类影像的特征

参数有显著的差异。因此 ,在影像理解时要考虑影

像旋转这一情况 ,应利用经过旋转以后的影像进

行分析处理。

下面逐项分析以上 3种知识的实际效果。

2. 1　同类影像的距离最短

根据文献 [5 ]的分析 ,我们在 5× 5窗口中选

用 12个近邻像元 (如图 1)构成 12个 MRF参数

(x为中心像元 )。其数学模型为:

q g

v w s

t x h 1

u1 v1 r1

g1 q1

图 1　 x的近邻

Fig. 1　 x 's Neighbourhood

- v ( x ) = b1q + b2g + b3v+ b4w + b5s

+ b6t + b7h1 + b8u1 + b9v1+ b10r1

+ b11g1 + b12q1 - x ( 1)

距离 D为:

D = { (b1i - b1j ) 2 + (b2i - b2j )2 + (b3i - b3j ) 2

+ (b4i - b4j ) 2 + … + (b12i - b12j ) 2 }1 /2 ( 2)

　　为了验证这些知识的实际效果 ,对航空像片

上居民地、水田、灌木林三种影像作了分类试验 ,

其中居民地 (简称 REX)影像 ( 100像元× 100像

元 ) 20幅 ,水田 (简称 RIC)影像 ( 100像元× 100

像元 ) 15幅 ,灌木林 (简称 HIY)影像 ( 100像元×

100像元 ) 28幅。按最短距离法对 3种纹理影像的

试验结果列在表 1中。 表中分数表示对 3种纹理

的正确识别率。
表 1　最短距离法识别率

Tab. 1　 The Recognition Ra te fo r

M inimi zing Distance Method

REX RIC HIY

正确识别数

纹理影像总数

正确识别率

11

20

55%

6

15

40%

26

28

93%

2. 2　近邻像元个别特征参数显著性的利用

在表 1数据的试验中 ,每种纹理影像选用 5

幅作为标准 ,以 5幅影像的 MRF参数取平均值

作为每种纹理的标准参数。 在这样的处理过程中

发现 ,对于 RIC的纹理影像 ,相应于近邻像元 v1

的参数 b9 (见公式 ( 1) )具有显著性 ,均小于 - 1. 0。

就参数 b9的数值对表 1中未被正确识别的 REX、

RIC、 HIY的纹理影像进行考察 , REX和 HIY类

的影像参数 b9均没有小于 - 1. 0的显著性 ,而在

RIC类的影像中的确存在上述 b9的显著性。现将

其结果列在表 2中。
表 2　 RIC纹理参数 b9的显著性

Tab. 2　 The Significant o f b9 's Parameter

fo r RIC-tex ture

b9 识别情况

RIC664. 1 0. 122

RIC664. 2 0. 444

RICX. 860 0. 028

dH1731. 481 - 1. 786  

dH1720. 581 - 1. 746  

dH1700. 680 - 1. 347  

dH1731. 781 0. 396

dH641. 860 - 1. 252  

dH181. 362 - 1. 704  

表 2中列出用最短距离法没有正确识别的 9

幅 RIC影像的试验结果 ,最后一列打有“ ”记号

者 ,表示用 b9显著性得到。这样 ,不能正确识别的

还剩下 4幅 ,使对 RIC影像的正确识别率从 6 /15

提高到 11 /15,其余两种纹理影像的识别情况没

有变化。

2. 3　顾及影像的方向性

经过 1)、 2)两种知识的应用 , 3种纹理影像尚

有部分不能正确识别。考察后不难发现 ,它们与各

自的标准影像相比 ,存在明显的方向性差异 ,因

此 ,需对它们进行方向性处理。

旋转角 θ的正负号如图 2所示 , ( i′, j′)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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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后影像的坐标系 , ( i , j )与 ( i′, j′)之间的关系如

下:

i = i′co sθ- j′sinθ

j = j′cosθ+ i′sinθ
( 3)

i′= icosθ+ j sinθ

j′= j cosθ- i sinθ
( 4)

在制作旋转后图像时 ,旋转后的坐标 i′、 j′的变化

范围应满足以下条件:

i′: i′1→ i′4

j′: j′3→ j′2
当θ≥ 0 ( 5)

i′: i′2→ i′3

j′: j′1→ j′4
当θ< 0 ( 6)

　　上式中下标 1、 2、 3、 4表示原始图像 4个角点

的编号 ,如图 3所示。 i′: i′1→ i′4表示 i′的变化范

围从 i′1到 i′4 ,其余相同。 公式 ( 5)、 ( 6)的满足可

以保证原始图像经旋转以后没有任何信息丢失。

按公式 ( 3)～ ( 6)对以上没有正确识别的图像

进行旋转 ,在图 4( a)、 ( b)中列出部分旋转前后的

图像。 用旋转后的图像按最短距离法进行识别的

结果列在表 3中。

图 2　旋转角 θ的符号

Fig . 2　 The Sign ofθ

图 3　四角点的编号

Fig. 3　 The Numbe r of Co rner

图 4　旋转前后的图像

Fig. 4　 Th e Image befo re and a fter Rota tion

表 3　旋转后识别的结果

Tab. 3　 The Result o f Recognition after Ro tation

图　像 旋角θ
识别

情况
图　像 旋角θ

识别

情况

1REX1. 080 - 0. 20  RIC664. 2　 　 0. 70  

1REX. 600 - 0. 35  1RICX. 860 　 0. 49  

1REY1. 290 - 0. 10  dH1731. 781 - 0. 50  

1REY1. 390 - 0. 35  dH1731. 481 - 0. 30  

2REX. 430 　 0. 70  dH1720. 581 - 0. 20  

2REX. 730 - 0. 74  dH1700. 680 - 0. 45  

2REXY. 730 - 0. 78  dH1641. 860 - 0. 45  

2REXY. 970 　 0. 70  dH181. 362 　 0. 27  

2REY. 970 - 0. 70  2HIY. 980 　 0. 33  

RIC664. 1 　 0. 70  2HIY1. 060 - 0. 40  

从表 3中列出的结果可见 ,利用前面两种知

识没有识别的图像 ,经旋转以后 ,只要用最短距离

法均可正确识别 ,正确识别率达到 100%。 此外 ,

我们还将用 b9显著性知识正确识别的 5幅 RIC

图像亦作了图像旋转试验 ,即表 3中虚线以下的

结果 ,它们的旋转角|θ|不大于 0. 5,即方向性差

异小 ;而虚线以上的|θ|大于 0. 49,即方向差异

大 ,必须通过旋转才能得到正确的识别结果。

至于旋转角θ的确定有 2种方法: ( 1)自动测

定 ,测定方法可参见文献 [6 ]; ( 2)目视估值。

由以上分析可知 ,计算机合理地使用知识 ,可

使影像理解的正确率大大提高。

3　影像理解中知识的利用

上一节提到的这些知识必须变成推理规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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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条件语句才能供计算机 ,进行影像理解的

处理。为此 ,对以上知识 ,设计条件语句如下: 令

R1表示距离最短 ; R2表示个别参数的显著性 ; R3

表示图像旋转 ; A表示某一个特指的影像。则有以

下条件语句:

如果 R1成立 ,则为 A;否则 ,若 R2成立 ,则为

A;否则 ,若 R3成立 ,则为 A;否则不为 A。

上述条件语句仅是利用知识进行影像理解的

尝试 ,并不完善 ,因为这里仅限于 MRF的一些知

识。尽管如此 ,从前一节的试验结果的分析已经看

出知识在影像理解中所起的作用 ,可以肯定占有

大量影像理解的知识—— 分形维知识、共生矩阵

的知识、模糊聚类的知识等 ,将会使航空影像理解

的水平提高一个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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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Based on Markov Random

Field for Aeroimage Understanding

Zheng Hong　Zheng Zhaobao
( Sch ool of Ph otoelect ric Engin eeing, WTU SM, 3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ree kinds of know ledge based on M arkov random field:

the distance betw een the same cla ss images is the shortest; some feature pa rameters of neigh-

bour pix els are evidence; and images have direction fea ture. It also presents how the three

kinds o f know ledge can be acquired and applied in image understanding.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se know ledge can help to improve th e co rrect ratio o f image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Markov random field; aeroimage understanding; know ledge acquisi 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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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tric Calibration of CCD Array Camera

Li Deren　Wang X inhua
( Presid en tial Secretariat ,W TUSM , 3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multiple stag es calibration method of CCD ar ray camera ,

w hich separate the interio r parameters and ex terio r parameter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 f g eo-

metric pro jection. In the procedure o f interio r parameters ca libration, a multiple ca libration

appro ach is developed. The advantages o f th e method is that it ov ercomes the related ef fec-

tion betw een the unknowns, and results a g ood data accordance and a high precision. Finally ,

the experiment resul ts certify the advantages of the method.

Key words　 CCD camera; g eometric calib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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