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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居民地目标犅犪狔犲狊犻犪狀网络识别算法研究

潘　励１　王　华１　张剑清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网络的学习和推理机制，提出一种在遥感影像上提取居民地目标的方法。该方

法通过对所选取的正负样本进行学习，获取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网络的重要参数，即条件概率和概率分布密度。在此基

础上，根据正负样本所构建的条件概率网，对未知类别信息的影像进行分类，从而获取居民地目标的信息。通

过对实际全色ＳＰＯＴ５影像中居民地目标的提取，表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的识别率。

关键词：Ｎａｖｅ贝叶斯网络 ；居民地；遥感影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在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上，目前大都利用纹

理分析方法来识别居民地［１，２］。这类方法的局限

性主要有以下两点：① 由于居民地是一个组合目

标，它的形态复杂而多样化，用单一的纹理模型无

法确保提取结果的正确性；② 纹理分析结果与遥

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

不同分辨率的影像通常要采用不同的纹理特征才

能取得理想结果。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应用贝叶

斯网络学习模型来解决遥感影像中居民地提取问

题。

１　基于犖犪狏犲犅犪狔犲狊犻犪狀网络的居民

地提取方法

１．１　算法原理

图１所示是一个基于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网络提

取居民地的示意图。节点犉犻（犻＝１，２，…，狀）表示

所选样本的纹理特征值，称为证据或者变量，假定

它们是独立的。每个纹理特征值与已知类别连线

代表依照这个纹理特征值把目标归属于居民地或

者非居民地的条件概率。在其他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网络

分类器中还要估计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６］。部分

研究者［６］认为，如果忽略了变量之间的关系会影

响分类的结果，需要在分类之前对变量进行相关

性分析。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变量之

间依赖关系的确定缺乏理论依据，并用实验证明

了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网络分类结果的有效性。

图１　基于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分类器居民地提取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假设所采用的纹理特征值（犉１，犉２，…，犉狀）相

互独立，根据Ｂａｙｅｓｉａｎ定理可以计算居民地或者

非居民地目标的后验概率值：

犘（犆狘犉１，犉２，…，犉狀）＝犘（犆）∏
狀

犻＝１

犘（犉犻狘犆）

犘（犉犻）

（１）

其中，犘（犆）、犘（犉犻）分别表示居民地或者其他目

标类别与纹理特征犉犻 出现的先验概率。这些值

可以根据正负样本计算出来，而条件概率犘（犆｜

犉１，犉２，…，犉狀）表示在特征犉１、犉２、…、犉狀 出现条

件下居民地或者其他目标类别出现的概率，也称

为后验概率。通常选择后验概率最大的类别为最

终结果。从式（１）中可以发现，如果估计出犘（犆）

和犘（犉犻｜犆），就可以得到犘（犆｜犉１，犉２，…，犉狀），而

根据所选择样本类别数可以很方便地估计出犘

（犆）的值，因此在这里认为它是常数。

犘（犉犻｜犆）表示在犆类别条件下特征犉犻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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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本文首先采用犆均值聚类法，对纹理特

征值进行数据离散化，并对离散化的数据段进行

标注，用每种标号出现的频率与样本总数之比来

表示犘（犉犻｜犆）。具体算法大致分为两步：① 根据

选择的样本计算犘（犆）和犘（犉犻｜犆）。② 根据所获

取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网络参数，对新的目标进行识别，

也就是按照式（１）计算它们的后验概率值，选择最

大值作为最终结果。工作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算法流程框图

Ｆｉｇ．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１．２　居民地的影像纹理特征

集团式居民地在全色ＳＰＯＴ５影像上呈现如

下几个特征：① 没有固定的几何形状，却具有一

定的面积；② 与其周围的田地、水体以及裸地相

比，具有较粗糙的纹理；③ 由多种形式的房屋、道

路和树林复合而成，由于个体的差异和排列形式

的多样性，使其内部结构很复杂；④ 影像总体表

面呈现出随机纹理的特征。针对上述特点，本文

采用灰度共生矩阵的主要的５个纹理量度。共生

矩阵是方阵，它的大小与影像的灰度级有关。本

文综合考虑计算量与分类效果，选择灰度级和步

长分别为１６和５，统计了包括０°、４５°、９０°和１３５°

四个方向的纹理特征。此外，所选用的Ｌａｗ的能

量模板能较为有效地区分粗细纹理目标的纹理特

征［２］。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选用的遥感影像是空间分辨率为２．５ｍ

的ＳＰＯＴ５全色影像。首先选择正负样本，然后

求解每个特征的条件概率值。下面以求解６个样

本的Ｌａｗ能量模板值的条件概率为例，简单说明

数据的离散化方法。从表１中列举的６个样本的

４个纹理特征值可以看到，样本的能量值属于数

值型连续数据。由于本文采用的 是 离 散 型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网络，因此，首先对样本的纹理特征值进

行离散化。在实验中采用犆均值聚类方法，采用

的分类数为３，最大迭代次数是５００。离散化时选

择的分类数（或者称为分段数）主要表明每个特征

的分辨能力。分类数愈大的特征对目标纹理值变

化愈敏感，本文主要区分居民地和非居民地。综

合考虑特征的分辨率，最终选择分类数为３。

以表１和２为例说明数据离散化的具体过

程。首先计算每个样本的特征值，如表１所示是

６个样本的４个能量模板值；然后针对样本的模

板１、２、３和４的值，分别利用犆均值算法把６个

样本分成３类，也就是产生３个数据段；最后分别

把每个特征所产生的３个数据段用１、２和３来表

示，例如表２是６个样本的４个模板值离散化结

果［７］。

根据每个特征中出现的１、２和３的频率，计

算出样本针对每个特征的条件概率，即条件概率

＝特征值的频率／样本总数。例如，表２中样本总

数为６，对模板１这个特征而言，特征值为１的样

本是３个，样本的条件概率是１／２；特征值为２的

样本是２个，条件概率是１／３；特征值为３的样本

是１个，条件概率是１／６。依此类推，可以计算出

每个特征值等于１、２和３的条件概率。对于样本

而言，居民地和非居民地的先验概率是已知的。

这样通过对有限样本的学习，可以获得条件和先

验概率值，从而建立各种纹理特征值与居民地或

者非居民地的条件概率网（也称为概率学习模

型）。

针对影像中的未知区域，按照式（１）计算每个

像素的后验概率。其中，犘（犆）是样本类别信息，

例如有１００个样本，其中居民地有５０，非居民地

有５０，犘（犆）为１／２。犘（犉犻）是特征值的先验概率，

在本文认为它是常数（如果采用 ２９ 个特征，

犘（犉犻）为１／２９）。式（１）中，犘（犉犻｜犆）是决定后验

概率大小的主要因素。对于一个未知区域，首先

计算它的特征值，之后在离散化的数据中寻找所

在的 数 据 段。比 如，如 果 模 板 １ 的 值 等 于

１５２１．００１，它属于第三数据段，条件概率为１／６。

按照上述的思路可以得到每个特征的条件概率，

它们的乘积就是∏
狀

犻＝１

犘（犉犻狘犆）。因为采用了正

负样本，并且数量相等，所以只要判断属于居民地

的后验概率是否大于非居民地，如果大于，这个未

知区域属于居民地；否则，属于非居民地。

封２插图１列举了部分实验结果，其中图１

４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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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是原始的ＳＰＯＴ５全色影像，大小分别为４９２

像素×５２５像素和５２２像素×３３６像素，影像中呈

现出的居民地形态各有不同。基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网

络学习模型的提取结果被列在封２插图１（ｂ）中，

白色和黑色分别代表居民地和非居民地目标。对

照原始影像可以发现，居民地识别结果的正确率

在９０％左右，误分的部分主要在内部和一些亮度

较大的目标上。封２插图１（ｃ）显示文献［８］提取

的结果，结果中混杂有外部道路和田地等，居民地

内部也出现空洞（图中部分错分用箭头标出），这

说明自适纹理模板对局部的灰度变化很敏感。封

２插图１（ｄ）是单独使用Ｌａｗ的能量模板提取的

结果，同样也出现了一些错分的区域（部分错分用

箭头标出），它们主要是外部道路和大型的非居民

地的人工建筑，这些目标呈现出近似的水平分布。

从结果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具有较

高的识别率。因为来自于不同纹理模型的特征对

各类目标的敏感程度不同，综合应用多种纹理特

征会有更好的效果。

表１　 样本的能量值

Ｔａｂ．１　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本 模板１ 模板２ 模板３ 模板４

１ １５２０．６３８ ５４６．０００ １６８．０５７ ６１７．５１７

２ ３２５．３０６ ５０６．４００ １６８．４３１ ５０８．３０１

３ １０３２．７２０ ３７５．７８３ １０６．１９１ ３９６．６７０

４ １２８９．３９３ ４４６．７９５ １１９．７４３ ４７０．１４７

５ １２７２．３４２ ４３６．６３５ １０９．４５２ ３４６．２５６

６ １１５１．８３０ ４１６．３８２ １２２．７６１ ４６５．５５７

表２　样本的能量值离散化标定结果

Ｔａｂ．２　Ｌａｂｅｌ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样本 模板１ 模板２ 模板３ 模板４

１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３ ３ ２

３ １ １ １ １

４ ２ ２ １ ２

５ １ １ １ ２

６ １ １ １ １

３　结　语

居民地的自动提取是实现城市地区自动变化

检测的关键步骤。由于实际影像中居民地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目前国内外也没有成熟和有效的方

法。本文针对 ＳＰＯＴ５ 全色影像，利用 Ｎａｖ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网络学习推理机制，在进行样本训练、形

成居民地学习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自动识别遥感

影像中的居民地目标。在文献［２］和文献［８］中也

都采用了Ｌａｗ的模板来进行目标的识别，不同的

是文献［２］中每个模板的阈值通过实验由人工确

定，而文献［８］利用进化算法把４个模板优化成一

个模板，从而减少阈值的选取。本文采用共生矩

阵的２０个（４个方向）特征值和Ｌａｗ的４个能量

模板，作为描述目标的纹理特征值。通过对正负

样本的学习，获取犘（犆）、犘（犉犻）和犘（犉犻｜犆）值，从

而利用这些参数对未知区域进行自动分类，不需

要人工确定阈值。在实验中发现，样本的数量、种

类和大小对识别结果都有一定的影响。如何正

确、合理地管理由不同尺度、不同种类和来自于不

同传感器的样本影像组成的动态影像库，也是今

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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