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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犅犪狔犲狊犻犪狀线性规划的影像纹理识别方法

郑肇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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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线性规划的基本原理，利用它解决带有不确定性 ＭＲＦ（马尔柯夫随机场）参数的影像

纹理识别问题，并提出了将不确定性状态参数变成确定性参数的５种选择方法。通过使用实际航空影像的对

比识别实验，给出一个合理的选择方法。本方法为解决纹理识别中带有不确定性特征参数的处理提供了新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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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说明

用线性规划技术解决影像纹理识别的问题，文

献［１］曾讨论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随着线性

规划技术的发展和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带有

不确定性数据的处理），１９９９年Ｂｅｃｋｅｒ和Ｎａｍ提

出了将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作为专家系统与不确定

性集成的工具［２］。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Ｎ）可以用

于解决带有不确定性数据的线性规划问题，称这样

的 线 性 规 划 为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ＢＬＰ）
［３］。在过去的线性规划中：

ｍａｘ狔＝犮狓

ｓ．ｔ．犃狓＝犫

狓≥

烍

烌

烎０

（１）

由于问题客观情况的改变，使式（１）中的系数犃、

犫、犮的数值改变为Δ犃、Δ犫、Δ犮，这种情况下的求解

问题过去往往归结为线性规划的灵敏度问题［４］。

在灵敏度分析中，关心的是Δ犃、Δ犫、Δ犮的值在多

大范围内变化，才使原问题最优解的“属性”不产

生变化。假定原问题的最优解狓１ 为产品甲的产

量，狓２ 为产品乙的产量，狓３ 为产品丙的产量，所谓

解的属性不变是指当Δ犃、Δ犫、Δ犮产生变化以后，

甲、乙、丙３种产品不会产生丢失，仅有数量的改

变，而且灵敏度分析是在已求得原问题最优解的

情况下讨论，这就大大限制了参数犃、犫、犮的变化

范围。ＢＬＰ就是在解决参数犃、犫、犮变化的情况

下（参数值不定性），解求最优解的问题。

在模式识别中，第犻类判别函数表示为
［１］：

犵（狓）＝狑
Ｔ
犻狓

＞０，狓∈狑犻

＜０，狓狑
｛

犻

（２）

式中，狓表示第犻类图像取样的特征向量；狑犻表示

第犻类判别函数的权向量，是由线性规划法求得

的最优解。

特征向量狓用一组 ＭＲＦ参数表示，给出不同

的 ＭＲＦ参数就会得到不同的特征向量，即给出一

幅图像，对于不同的 ＭＲＦ参数选择就可以求出不

同的特征向量狓。这是个“一对多”的问题，即使只

用一组 ＭＲＦ参数，对于同一类地物不同取样的图

像，如居民地图像的１０幅取样，１０组特征向量也

不会相同。面对这种情况，用线性规划法解求判别

函数（式（２））中权向量狑犻时，存在着怎样合理地选

择特征向量的问题，这可以用ＢＬＰ来解决。

２　犅犔犘的基本原理和算法

ＢＬＰ是针对线性规划数学模型（式（１））中的

系数犃、犫、犮存在不确定性提出来的，它将Ｂａｙｅｓ

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和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ＬＰ）纳入

一个框架中解决带有不确定性数据的线性规划问

题，利用ＢＮ能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用条件概率

表达出来，然后根据这些条件概率作出最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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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ＬＰ中的不确定性系数变成确定性系数，再用常

规的ＬＰ方法求解，这就是ＢＬＰ的基本思想。

本文讨论的仅是式（１）中犃系数不确定的情

况，而犫、犮均为确定性数值。犃表示一组ＭＲＦ参

数，它有８个参数。假定犃：｛犪１，犪２，…，犪８｝，其中

每一个参数犪犻对应着中心像元犡（图１）的８个近

邻，犪犻大小反映出该像元与中心像元相互依赖的

程度［５］。利用前面曾提到的１０幅居民地图像，求

得犪１、犪２、…、犪８ 的 ＭＲＦ参数值不会相同，这种差

异反映出不同取样图像的 ＭＲＦ参数的不确定

性，这种不确定性由不同的取样引起。

图１　中心像元犡的５阶 ＭＲＦ

Ｆｉｇ．１　ＦｉｖｅｒａｎｋＭＲＦｏｆＣｅｎｔｅｒＰｉｘｅｌ

　　为了从犪犻 的一组不确定性数据中经过一定

的计算处理求得一个合理而确定的数值，应利用

ＢＮ方法。先找出与犪犻 直接有关的外部因素，这

个因素就是在图１中选定８个近邻，称为状态参

数犜１（ＭＲＦ参数，以下简称参数犜１）。

假定采用１０幅居民地的取样，求得１０组参

数犜１，犜１ 中某个参数犪犻 自然也有１０个数值，将

它们按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把１０个数值分成３

个区间，形成３类数据犜１１、犜１２、犜１３，如图２所示。

按已知的先验知识求得犪犻 的值落在一类、二类、

三类区间中的条件概率犘（犜１１｜犜１）、犘（犜１２｜犜１）、

图２　ＢＬＰ纹理识别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Ａｂｏｕ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ＬＰ

犘（犜１３｜犜１），则有：

犘（犜１１狘犜１）＋犘（犜１２狘犜１）＋犘（犜１３狘犜１）＝１

（３）

而犪犻的均值犪

犻 为：

犪犻 ＝∑
３

犽＝１

犘（犪犻＝犜１犽狘犜１）×犜１犽 （４）

求得犜
１ 的８个参数值，即图２中虚线框中的内

容。

笔者用一个实例来说明上述过程。表１列出

了参数犪犻的８个数值，按数值的大小将它们分为

３类：一类犪犻＜０，二类０≤犪犻＜０．３，三类犪犻≥０．３。

按上述划分可得到３类数据的条件概率，如表２

所示。表２中－０．１０６６表示一类中４个数据的

均值，其余０．０６７６、０．５０３６表示相同。

表１　犪犻的８个数值

Ｔａｂ．１　ＥｉｇｈｔＶａｕｌｅｓｏｆ犪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０．１４０５ －０．０８８０ ０．０９１８ ０．５０３６ ０．０７５７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３７０ －０．１６０７

表２　三类数据的条件概率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Ｄａｔａ

一类犪犻＜０ 二类０≤犪犻＜０．３ 三类犪犻≥０．３

４个数值的均值＝－０．１０６６ ３个数值的均值＝０．０６７６ １个数值的均值＝０．５０３６

犘（犜１１｜犜１）＝４／８＝０．５ 犘（犜１２｜犜１）＝３／８＝０．３７５ 犘（犜１３｜犜１）＝１／８＝０．１２５

　　由表２中的数据按式（４），可求得犪犻 的均值

为：

犪犻 ＝－０．１０６６×０．５＋０．０６７６×０．３７５＋

０．５０３６×０．１２５＝０．０３５ （５）

其他的参数值计算仿以上过程进行。为了验证用

式（４）求得参数值的合理性，还有以下４种选择方

法：① 用一类的均值；② 用二类的均值；③ 用三

类的均值；④ 采用三类数据中条件概率最大的均

值。如表２中条件概率最大值为０．５，而相应值

为－０．１０６６。这４种选择在后面的实验中均会用

到。

以上讨论都是针对图１中的状态参数而言，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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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为另一种近邻状态，就会得到另一组参数。

实验中选用７组状态参数，每幅图像都要先求出

７组 ＭＲＦ参数。至于为什么选７组，没什么讲

究，这是从大量实验中任选的；是否组数越多越

好，由于计算量很大，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实验。值

得注意的是，既然选取中心像元的８个近邻，为什

么不在二阶 ＭＲＦ（即３×３点阵）中选用，而是在

五阶中选择，这是因为在二阶 ＭＲＦ中靠近中心

像元的灰度很接近，甚至完全相同，往往会造成最

小二乘无解。

在解决参数值的不确定性之后，就可以按线

性规划法求出判别函数的权向量狑犻，并利用判别

函数犵（狓）来确定分类的结果，其具体细节可参见

文献［１，４］。

按图２的流程图，将ＢＬＰ用于纹理图像识别

的过程如下。

１）在五阶 ＭＲＦ中选择多组状态参数犜犻，

犻＝１，２，…，犿，犿 的值按需要选定。状态参数选

择的组数没有专门的要求，只要保证求解时不产

生无解的情况发生即可，有关细节参见文献［５］。

２）按最小二乘法解求出犿 组状态参数犜犻，

犻＝１，２，…，犿。

３）按图２中虚线框中ＢＮ方法的要求对每

组状态参数中８个参数值按５种情况求得它们的

确定值。

４）对每组状态参数犜犻 的５种确定值，用线

性规划法求得判别函数犵（狓）的权向量狑犻。对于

每组状态参数，可以求得５组权向量狑犻。

５）用判别函数犵（狓）＝狑犻狓≤０的条件，进行

纹理图像的识别。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的目的是试图验证利用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线性

规划方法来解决带有不确定性 ＭＲＦ参数的合理

性，这里的合理性实际上是指由式（４）求得犪犻 的

均值犪
犻 作为确定性数值的合理性。为此，实验

中采用以下５种纹理影像：灌木、水田、山地、居民

地和河流。每种纹理影像有８幅取样，图像大小

均为１００像元×１００像元。每幅图像均按５种情

况计算：① 按式（４）计算均值；② 一类数据均值；

③ 二类数据均值；④ 三类数据均值；⑤ 采用三类

数据中条件概率值最大的均值。实验结果列在表

３中，表中正确识别率包含“自身”的正确识别和

“非自身”的正确拒绝率两层意思。

从表中第一行数据可见，当用式（４）求得确定

性参数解时，影像纹理识别的效果较好。

表３　５种不同参数选择的正确识别率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Ｆ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灌木 水田 山地 居民地 河流

公式（４） ０．８８ ０．８８ ０．７１ ０．７５ ０．７７

一类 ０．７１ ０．８０ ０．７８ ０．７５ ０．６４

二类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７１ ０．７７ ０．７３

三类 ０．６４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７８ ０．７３

条件概率最大 ０．６６ ０．７１ ０．７０ ０．７１ ０．６８

４　结　语

本文实验的重点在于论证，当 ＭＲＦ参数由

于外部原因（同一种地物要素的不同取样和采用

不同的状态参数）产生参数值的不确定性时，选用

式（４）计算的结果作为确定性参数的合理性，而不

在于说明这是一种最好的纹理分类方法。本文的

研究为解决纹理分类中带有特征参数不确定性数

据时的处理提供一个新的途径。

最后再说明一下参数犪犻的分组问题，分组中

要注意把１０个犪犻值中比较接近的值划分在一个

区间里，这样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估值。究竟分

几组，视犪犻值的数量决定，数量多，就多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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