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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结合了小波变换的高斯混合模型纹理分割方法。该方法包括预处理、小波变换、模型

训练、计算后验概率和标记图像等５个阶段，并分析了将高斯混合模型引入纹理分割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试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较好的分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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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纹理图像的分割，研究的方法已经有很

多，根据特征提取的方法不同，一般分为基于统计

的方法、基于结构的方法和基于空间频率的方法

等３大类。基于统计的方法主要通过计算纹理的

灰度共生矩阵、对比度、熵以及同质性（ｈｏｍｏｇｅ

ｎｅｉｔｙ）等纹理特征，然后采用直方图等技术进行

分割；结构化方法则根据纹理基元和排列规则来

定义纹理特征，再采用直方图、形态学等方法来进

行纹理分割；而基于空间频率的方法则利用不同

的模板与纹理图像进行卷积来计算特征，最后通

过犓 均值等方法进行分割
［１］。

高斯混合模型最早于１８９４年就开始得到研

究，Ｄａｙ
［２］研究了高斯混合模型的矩估计、最小χ

２

估计、贝叶斯估计以及最大似然估计，发现最大似

然估计要优于其他几类估计。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３］发明

了ＥＭ算法，随后，ＥＭ算法成为高斯混合模型最

大似然估计的主要算法，并广泛应用于无监督学

习［４］。由于高斯混合模型能模拟任何形式的概率

分布，因此，用于聚类的概率模型也用到了高斯混

合模型［５］。在过去的２０多年里，高斯混合模型在

语音处理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在图像处

理领域的应用却很少［６］。本文主要将高斯混合模

型应用到纹理分割进行了试验，并将它与小波变

换进行结合，给出了一个新的图像分割算法。

１　高斯混合模型和犈犕算法

１．１　高斯混合模型及最大似然估计

设犢＝［犢１，…，犢犱］
Ｔ 是犱维的随机变量，狔＝

［狔１，…，狔犱］
Ｔ 表示犢的一个实例。如果其概率密

度函数能写成犽个成分分布的和：

狆（狔狘θ）＝∑
犽

犿＝１

α犿狆（狔狘θ犿） （１）

则犢服从有限混合分布，其对应的模型就为有限

混合模型。其中，α１，…，α犽 是各个成分分布混合

的概率；θ犿 是第犿 个成分分布的参数；θ≡｛θ１，

…，θ犽，α１，…，α犽｝是所有参数的集合；同时，α犿 必

须满足如下条件：

α犿 ≥０，犿＝１，…，犽，且∑
犽

犿＝１

α犿 ＝１ （２）

如果假设所有成分分布都是高斯分布，则所对应

的模型为高斯混合模型。而犱维的高斯混合模

型的参数θ犿 实际上由均值向量μ犿 和方差矩阵

Σ犿
［７］所决定。

在式（２）约束下，求式（１）参数的解析解非常

复杂，一般采用迭代方法［８］。即先建立样本的最

大似然方程，然后采用ＥＭ 算法对类参数及混合

参数进行估计。

最大似然估计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犖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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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合犢＝｛狔
（１），…，狔

（犖）｝是独立的，则其似然函

数可定义如下：

犾（θ）＝狆（犢狘θ）＝∑∏
犖

狀＝１

狆（狔狀狘θ） （３）

进一步定义对数似然函数为：

犎（θ）＝１ｎ［犾（θ）］＝∑
犖

狀＝１

１ｎ狆（狔狀狘θ） （４）

将式（１）代入式（４），得：

犎（θ）＝∑
犖

狀＝１

１ｎ∑
犓

犿＝１

α犿狆（狔狀狘θ犿） （５）

所谓最大似然估计，就是要找到使式（４）最大的θ

的估计值^θ，即

犎（^θ）＝ｍａｘ
θ∈Θ∑

犖

狀＝１

１ｎ∑
犽

犿＝１

α犿狆（狔狀狘θ犿） （６）

１．２　利用犈犕算法进行参数估计

参数估计的ＥＭ算法分为犈步和犕步。对

于高斯混合模型，采用ＥＭ 算法进行参数估计的

过程如下。

犈步：首先初始化参数μ犿、Σ犿 和α犿，计算样

本狀属于第犿 类的后验概率：

犙犿狀 ＝α犿狆（狔狘θ犿） （７）

标准化后为：

犚犿狀 ＝
犙犿狀
犙狀

＝
α犿狆（狔狘θ犿）

∑
犽

犿＝１

α犿狆（狔狘θ犿）

（８）

其 中，狆 （狔｜θ犿 ）＝ ２π
－犱／２

｜Σ犿 ｜
－１／２ ·

ｅｘｐ －
１

２
（狔狀－μ犿）

Ｔ
Σ
－１
犿 （狔狀－μ犿｛ ｝） 服 从 高 斯 分

布。

犕步：最大化式（８），得到新的参数值珘μ犿、珟Σ犿

和珘α犿。具体计算公式为：

珘α犿 ＝
∑
犖

狀＝１

犚犿狀

犖
（９）

珘μ犿 ＝
∑
犖

狀＝１

犚犿狀狔狀

犖珘α犿
（１０）

珟Σ犿 ＝
∑
犖

狀＝１

犚犿狀（狔狀－珘μ犿）（狔狀－珘μ犿）
Ｔ

犖珘α犿
（１１）

　　利用式（８）～式（１１），迭代收敛后，可以得到

样本狀属于第犿 类的后验概率犚犿狀。这一结果可

应用于数据分类、图像分割等。

２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图像分割算

法

　　从统计的观点来看，一幅包含多个纹理的图

像，其像素值的分布可以用高斯混合模型进行模

拟。每一个纹理相对于其他纹理，在空间上会表

现出一定的正态分布。通过一定数量的训练样本

来估计每个正态分布的参数，在此基础上，再将该

图像的所有像素代入该正态分布，从而计算出图

像中每一个像素属于某一类的概率，概率最大者，

即为该类。对每一个像素进行归类后，就完成了

图像的分割。其算法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１　预处理

预处理采用 Ｌａｗｓ
［９］的纹理相似性测度，在

Ｌａｗｓ的方法中，使用大小为（２狀１＋１）×（２狀１＋１）

的窗口内像素与均值的偏差（ｍｅａ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作

为分割的宏特征：

狊（犻，犼）＝
１

（２狀１＋１）
２∑

犻＋狀１

犽＝犻－狀１

∑

犼＋狀１

犾＝犼－狀１

狘犵（犽，犾）－犿（犻，犼）狘

（１２）

式中，犵（犽，犾）为原始图像；犿（犻，犼）为窗口内犵（犽，

犾）的平均值。该特征是纹理局部“能量”的一种测

度。

考虑到纹理之间的边缘效应，采用文献［１０］

中的方法对特征图像进一步进行平滑，平滑窗口

大小为（２狀２＋１）×（２狀２＋１）：

犛（犻，犼）＝
１

（２狀２＋１）
２∑

犻＋狀２

犽＝犻－狀２

∑

犼＋狀２

犾＝犼－狀２

狊（犽，犾）（１３）

式中，狊（犻，犼）为式（１２）定义的特征。

考虑到区域一致性和边缘准确性的矛盾，窗

口大小应进行合理的选取。根据经验，分别选取

狀１＝３、狀２＝２，在边缘准确性和区域一致性方面

达到了良好的折中。

２２　小波变换

小波变换是使用小波函数族及其相应的尺度

函数将原始信号分解成不同的频带进行输出，与

传统的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和短时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相比，小

波变换具有一些独特的优点。其中一个就是时频

局部化特性［１１］，这一特性可应用于纹理图像的特

征提取［１２］。

另外一个优点是各层子图（即分解系数）之间

是相互独立的，图像的主要能量集中于低频分量

上。虽然能量集中可能与图像本身有一定的关

系，但合适的小波基函数的选取对图像能量集中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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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作用。一般选取正则性较强的小波，比

如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往往能集中原始图像９９．５％

以上的能量［１１］。Ｄｏｎｏｈｏ
［１３］就利用了这种能量集

中特性进行图像增强。

基于以上考虑，在小波基函数的选取上，笔者

选取了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４点小波
［１４］。在图像边界扩展

上，也选择了避免边界出现突变的对称扩展［１０］。

２．３　算　法

结合第一部分的公式推导，假设类别数已知

的情况下，具体的算法如下。

１）对原始图像进行预处理。

２）选用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４点小波，对预处理后的

图像波进行小波变换。

３）选择样本。在小波变换的逼近系数上，随

机选取犖 个窗口为狑×狑大小的图像块。

４）初始化。设定初始类别个数、各类均值向

量、协方差矩阵等。

５）训练。利用ＥＭ算法，估计最大似然参数：

ａ）犈步：利用式（８），计算样本狀属于第犿 类

的标准化后验概率犚犿狀；

ｂ）犕步：利用式（９）～式（１１），计算最新的

参数值珘μ犿，珟Σ犿 和珘α犿；

ｃ）重复以上两步直到收敛。

６）计算后验概率。得到各类别的似然参数

后，逐点从图像中读入待分割图像块（狑×狑 大

小），计算该样本属于各类别的后验概率。

７）标记图像（分割）。根据样本的后验概率

的大小，将该样本的中间像素判为不同的图像类。

３　试　验

笔者从Ｂｒｏｄａｔｚ纹理数据库中随机选取８幅

纹理图像，然后手工将它们两两合成，图２是将它

们合成后的结果。

图２　合成图像

Ｆｉｇ．２　Ｍｅｒｇ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在实际的分割过程中，还有几个方面需要考

虑。第一个方面是窗口狑 选取的问题。笔者对

不同大小的窗口进行了试验（狑＝３，４，…，１７），发

现所有这些图像的窗口都以７×７大小的窗口分

割结果最好。

第二个方面是特征选取的问题。在计算时，

并不是以７×７窗口内的所有像素值作为特征，这

是考虑了如下一些方面的原因：首先，以所有这些

像素作为特征，维数高达４９维，在高维空间，像素

分布表现出“空空间现象”，已经不是所谓的高斯

分布了；其次，在高维空间，像素分布的训练需要

大样本，在样本有限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估计出

高斯分布的参数；第三，由于利用了所有的像素

值，因此分布受极值的影响较大；最后一点就是计

算的速度也会受到影响。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纹

理分割，笔者通过试验，选取了窗口内５个特征向

量，即样本方差、均值、样本当前值、极大值和极小

值作为特征，这样整个数据从４９维降低到５维，

运算时间与以前相比，降低了约 １／２。在 Ｐ４

２．４Ｇ、５１２Ｍ内存的机器上，一幅２５６×２５６大小

纹理图像的分割时间为１８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ＥＭ算法对初始值选

取比较敏感，但并没有作特殊处理。均值向量选取

的就是待分割图像的均值；协方差矩阵则是待分割

图像数据协方差矩阵经对角化所形成的对角阵；混

合比例则初始化为以类别数为分母的均匀分布。

图２（ａ）、２（ｂ）、２（ｃ）、２（ｄ）图像的分割的结果

分别对应于图３（ａ）、３（ｂ）、３（ｃ）、３（ｄ）。

图３　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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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明的是，以上的分割结果没有作任何

后处理操作。虽然图３（ｄ）中的分割结果不是十

分理想，但这与背景纹理与前景纹理间的相似性

太强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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