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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人工免疫的图像分割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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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二维熵图像分割的人工免疫算法。在遥感高分辨率图像上的实验显示，该算法不仅能准确搜

索到最优阈值对，而且计算时间只有传统算法的１．８％。该算法也验证了人工免疫思想用于图像分割的可行

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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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分割的方法较多，以阈值分割最为常见，

但寻找阈值的过程往往艰难且漫长。可仿照生物

免疫［１，２］的方式，用人工免疫算法快速获得最优

分割阈值［３６］。已有学者模拟被动免疫方式提出

了克隆选择算法［７，８］，该算法可用于图像分割中

最优阈值的搜索。克隆选择算法具有被动免疫方

式的学习、进化和记忆能力，同时也继承了它的缺

点———耗时长且稳健性不好。主动免疫方式虽然

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对于图像分割问题，通常事先

找不出作为疫苗的“成熟”抗体（即最优阈值）。因

此笔者认为，将被动免疫方式与主动免疫方式相

结合，能更好地解决图像分割问题。

１　图像分割的人工免疫算法

本文采用二维最大熵图像分割［９］方法来突出

反映本文所提出的算法在搜索最优阈值上的高效

性。要找出使图像二维熵最大的最优阈值对，可

针对图像中的像素灰度及其相应邻近像素的灰度

均值进行分割。对于灰度为犔级的图像，搜索点

数为犔×犔，穷尽法计算二维熵的次数为犔２次，搜

索范围太大，难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这里，抗原转化为使图像二维熵最大的数学

问题，抗体是分割阈值对的二进制编码。将计算

图像二维熵的公式作为亲和力计算式，找出使亲

和力值最大的“成熟”抗体，即为分割的最优阈值

对。本文免疫算法搜索最优阈值对的步骤如下：

① 随机产生一定数量阈值对的编码，形成抗体群

体；② 用亲和力公式计算群体中每一抗体的亲和

力值，并从大到小排序；③ 用记忆库中选取的疫

苗对群体进行免疫接种；④ 按克隆公式进行群体

克隆，并用变异公式变异该群体，计算变化抗体的

亲和力值；⑤ 从大到小排序群体后，进行群体更

新，用本代部分较优的抗体更新记忆库；⑥ 重复

步骤②～⑤，直到满足迭代停止条件为止。

１．１　抗体编码

在犔级灰度图像的二维熵分割中，图像信息

用像素灰度值及其邻域像素灰度均值的二元形式

（犳（狓，狔），犵（狓，狔））来表示，０≤犳（狓，狔），犵（狓，

狔）≤犔－１，其中，犳（狓，狔）表示像素灰度值，犵（狓，

狔）表示其邻域灰度均值。用（狊，狋）表示图像的一

个可能分割阈值对，其中存在某一个（犛 ，犜）为图

像的最优分割阈值对。对于２５６级（２８）图像，对

（狊，狋）进行二进制编码需１６位，其中，像素灰度阈

值狊编码在高８位，低８位编码为邻域灰度均值

阈值狋。解码时，通过移位操作可得到二维熵计

算所需的狊和狋值。

１．２　计算亲和力

免疫系统中，最大亲和力对应的抗体为“成

熟”抗体，类似地，在二维熵分割中，使图像二维熵

最大的阈值对为最优分割阈值对，因此，可用二维

熵计算式作为衡量亲和力的公式。

计算图像二维熵，首先统计像素灰度邻域灰

度均值对（犻，犼）出现的概率犘犻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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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犻犼 ＝
１

犖２
｛狀犻犼狘犳（狓，狔）＝犻，犵（狓，狔）＝犼；

犻，犼∈ ［０～犔－１］｝

式中，狀犻犼为图像中像素灰度为犻、同时邻近像素灰

度均值为犼的像素个数；犘犻犼表示图像的二维直方

图。一个阈值对（狊，狋）可将图像的二维直方图分

为犃、犅、犆、犇四部分，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二维直方图被阈值对（狊，狋）分为四部分

Ｆｉｇ．１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２Ｄ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ｉｎｔｏＦｏｕｒＰａｒｔｓ

ｂ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狊，狋）

通常，计算图像二维熵只考虑目标和背景的

概率（犃和犅 区），其他区域（犆和犇 区）由于概率

很小而忽略。文献［１０］介绍了这种传统的二维最

大熵计算公式。但本文分割的研究对象为遥感影

像，具有部分地物细小零散，但图像信噪比大的特

点，为得到好的分割效果，应尽量多地保留图像信

息，因此在计算二维熵时，本文保留犆和犇 区的

图像信息。犃区二维熵的计算式为：

犎（犃）＝－∑
狊－１

犼＝０
∑
狋－１

犽＝０

犘犼犽
犘犃

ｌｇ
犘犼犽
犘犃

＝ｌｇ犘犃＋
犎犃

犘犃

式中，犘犃 ＝∑
狊－１

犼＝０
∑
狋－１

犽＝０

犘犼犽，犎犃 ＝－∑
狊－１

犼＝０
∑
狋－１

犽＝０

犘犼犽ｌｇ犘犼犽。

同理可计算犅、犆和犇 区的二维熵。计算图像二

维熵的公式作为亲和力函数：

犳犻＝ψ（狊，狋）＝犎（犃）＋犎（犅）＋犎（犆）＋犎（犇）

式中，犻为群体中对应抗体的下标。存在最优阈

值对（犛，犜），满足ψ（犛，犜）＝ｍａｘ（ψ（狊，狋））。

１．３　疫苗接种
［１１］

文献［１２］指出，如果选择一个疫苗接种，可能

会陷入某一局部最优解，因此本文用两个疫苗接

种。

１．３．１　疫苗选择

用犚１、犚２ 代表疫苗，选择疫苗分三种情况：

① 记忆库中只有一个最优抗体，作为犚１，再取与

犚１ 亲和力最接近的次优抗体作为犚２；② 最优抗

体有多个，且抗体编码形式均相同，则随机选择一

个作为犚１，与最优抗体群亲和力最接近的一个次

优抗体作为犚２；③ 存在多个最优抗体，亲和力相

同，但抗体编码形式有所不同，则任意取两个抗体

形式不相同的最优抗体作为犚１ 和犚２。

１．３．２　接种操作

将抗体群按亲和力从大到小排序，选取亲和

力小于该代平均亲和力的抗体进行接种。接种方

式是参照两个疫苗，修改被接种抗体犕 选中编码

位上的码值，即将犕 上的某个编码位改为疫苗上

对应位的码值，使犕 以较大概率具有更高的亲和

力。需说明的是，在免疫迭代初期，为加快算法的

收敛速度，接种时，抗体的接种位数应较大，以尽快

淘汰掉较差抗体；同时为保持群体的多样性，接种

抗体数要比较小。而在进化的中后期，为保证收

敛，抗体的接种位数应适当减少，而避免算法徘徊

不前或陷入局部最优，而待接种的抗体数要增加。

第狋代接种抗体数为犠犖＝
α×ＰｏｐＳｉｚｅ

１＋ｅ－β×狋
，０＜

α，β≤１，ＰｏｐＳｉｚｅ为每代抗体群体大小；狋为当前迭

代次数。第狋代每个接种抗体的接种位数为犞犖

＝犆×ｅｘｐ（－狋
２／２σ

２），σ＝犿／３，犆为抗体二进制

编码长度，犿为进化的最大迭代次数。

参数α、β越大，对应的每代接种抗体数越多，

且上述两公式是迭代次数自适应的，随迭代次数

的增加而相应变化。免疫接种操作的局部搜索能

力强，可以有效地防止“早熟”，并在进化的后期继

续保持一定的搜索能力。

１．３．３　接种后的抗体选择

用犚１、犚２ 对抗体犕 分别接种，产生两个新抗

体犕１ 和犕２，计算犕１、犕２ 和原抗体犕 的亲和力

犳＿犕１、犳＿犕２ 和犳＿犕，取三者中亲和力最大的抗

体作为接种后的抗体。假设对抗体犕 接种２位，

分别在第１位和１４位，图２表示抗体 犕 一次接

种的过程。

图２　接种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４　克隆选择、高频变异和群体更新
［１３］

１．４．１　克隆选择

抗体克隆繁殖的个数根据亲和力的大小而

定，以保证较优阈值对的编码有较大的生存空间。

首先对抗体按亲和力值从大到小排序，然后依据

亲和力值来确定每个抗体犻需克隆的个数狀犻：

狀犻＝ｉｎｔ
犳犻

犳犻
＋０．（ ）５ ，犻＝０，１，…，ＰｏｐＳｉｚｅ－１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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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犳犻 是抗体犻的亲和力；犳犻 为每代群体的亲

和力均值。

亲和力大的抗体，克隆规模大；亲和力较小的

部分抗体，有可能由于克隆个数为零而“死亡”。

图３为一次群体克隆过程示意图。克隆操作可以

有效地提高群体质量，加快算法的收敛速度。

图３　克隆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ｌｏｎｅ

１．４．２　高频变异

群体的高频变异不仅能进行有效的搜索，且

能使抗体的编码群跳出局部最优，得到全局最优。

首先用每一抗体的变异率乘以抗体的编码长度，

得到需变异的位数，随机选择该位数的位号，按位

取反修改这些位上的抗体编码值。变异率的计算

公式如下：

犘犻＝
０．５×

犳ｍａｘ－犳犻

犳ｍａｘ－犳犻
，犳犻＞犳犻

０．５， 犳犻≤犳

烅

烄

烆 犻

式中，犳ｍａｘ为每代最大的亲和力。

假定某抗体第狋代需变异４位，随机在抗体

编码上选取了第１、５、９、１２位作为变异位，图４反

映了变异过程。高频变异操作使亲和力大的抗体

变异少，有效地保留了抗体群的优势。

１．４．３　群体更新

群体更新保证了抗体群的多样性。该操作将

图４　变异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群体中亲和力较小的部分抗体（犱）用随机产生的

等量新抗体取代。

２　实验与分析

　　利用三幅大小为３００像元×３００像元的遥感

影像在Ｐ４计算机上对上述基于人工免疫的影像

分割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进行验证。设群体大

小为５０，接种参数α＝０．７，β＝０．５，最大迭代次数

为１０代，每代群体更新率犱＝０．１，以最大迭代次

数作为迭代停止条件。为了比较，分别采用本文

的人工免疫算法、克隆选择算法和穷尽法对三幅

图像进行二维最大熵分割，并对分割的质量和时

间作相应分析。

表１列出了三幅图像用本文方法和穷尽法进

行二维最大熵分割的最优分割阈值对和时间。结

果显示，最优分割阈值对完全一致，验证了本文搜

索过程的正确性。而且本文方法搜索得到最优分

割阈值对的时间只有穷尽法的１．８％，分割速度

有很大的提高，验证了本文方法用于图像二维最

大熵分割的可行性。

表１还给出了本文免疫算法与克隆选择算法

进行分割比较的结果。本文算法在１０代内搜索

表１　本文方法和穷尽法、克隆选择算法的分割结果与时间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Ｅｎｄｌｅｓｓ

Ｍｅｔｈｏｄ，Ｃｌｏｎ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号
最优分割阈值对 本文算法 克隆选择算法

本文方法 穷尽法 １０代 １０代 ２０代 ５０代

（１） （９４９９） （９４９９） （９４９９） （１０２１０６） （９７１０１） （９５９９）

（２） （１３６１３８） （１３６１３８） （１３６１３８） （１４６１４０） （１３８１３５） （１３６１３８）

（３） （１２８１３３） （１２８１３３） （１２８１３３） （１２１１４２） （１３３１４２） （１２８１３５）

时间／ｓ １６ ９１０ １６ １２ ２５ ６４

均可得到最优阈值对，而克隆选择算法在１０代和

２０代内基本上无法得到最优值，在５０代内，搜索

能力有所加强，但不能确保收敛到全局最优。同

时，在相同的迭代次数下，用本文算法虽然搜索时

间较长，但搜索效率却高得多。

用本文算法得到的最优分割阈值对分别对原

始影像进行分割，分割效果如图５所示。需指出

的是，α、β和最大迭代次数的设定对本文算法的

搜索效果有较大影响。通过设定不同的参数值进

行实验，分析归纳出参数设定的一般规律是：如果

设定的最大迭代次数较小，α和β相应要较大；若

设定的最大迭代次数较大，α和β相应可小一些。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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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群体能够在较少的迭代次数内迅速收敛到全

局最优解，每代接种的抗体数要适当多一些，对应

的α、β要适当大一些。如果接种参数过小，不能

保证收敛到全局最优解，但接种参数太大，也会带

来不必要的计算量。如果设定的最大迭代次数较

大，为避免“早熟”，每代接种的抗体数要少一些，因

此，α、β要适当小些。通过实验发现，算法中最大迭

代次数对所耗时间的影响要大于接种操作，因此，

文中实验算法的参数设定为具有较小的最大迭代

次数和较大的α、β，使算法能在更少时间内搜索到

全局最优解。当然，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接种参数

和最大迭代次数设定的定量分析是必要的。

图５　用本文算法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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