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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尔柯夫随机场的多波段
遥感影像纹理分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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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马尔柯夫随机场（ＭＲＦ），对光谱矢量在二维空间的映射模式予以描述，建立了基于马尔柯夫随

机场的多波段纹理模型，提出了在多波段遥感影像中吉布斯（Ｇｉｂｂｓ）分布势函数和吉布斯参数的计算方法，并

提出了一种迭代修正的多波段遥感影像纹理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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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遥感影像的重要属性之一，纹理在影像

分析中具有独特作用。经典的影像纹理分析方法

大多是针对单波段影像或彩色影像而进行的，多

光谱及高光谱遥感影像纹理分析方法有待加强。

文献［１］提出了广义的影像纹理定义，即影像纹理

是地物（或其他目标）在光谱空间中的表征点到地

物（或其他目标）分布二维影像空间的映射模式，

或映射表达方式，非纹理区域是纹理区域的特殊

情况，单波段影像纹理可视为多波段影像纹理的

特殊情形。

广义的影像纹理定义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

接近遥感影像的物理意义，但如何实践这种定义，

以及如何借鉴成熟的基于灰度影像纹理的分割方

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ＭＲＦ在表达灰度数据空

间分布特征方面体现出很好的特性［２］，依据 ＭＲＦ

参数而进行的灰度影像纹理分析也取得较好效

果［３］。本文对 ＭＲＦ进行从灰度到矢量的扩展，

利用 ＭＲＦ对光谱矢量在二维空间的映射模式予

以描述，并提出了一种多波段遥感影像纹理分割

方法。

１　 多波段影像纹理分析的矢量

犕犚犉模型

１．１　矢量 犕犚犉纹理模型

在遥感影像解译中，一个点的类别属性同该

点邻域的属性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即影像的局部

性。ＭＲＦ是以考察局部特性为特征的，同遥感影

像的客观情形相吻合。针对灰度影像定义 ＭＲＦ

的方法已经很成熟［３］，本文不再赘述，只讨论新的

基于多维影像的 ＭＲＦ的定义。

设遥感影像定义在犖１×犖２ 有限点阵犔上，

犔＝｛（犻１，犻２），１≤犻１≤犖１，１≤犻２≤犖２｝，犔上的每一

点代表影像中的一个位置。设 犖＝犖１×犖２，记

犻＝（犻１，犻２）表示处于第犻１ 行第犻２ 列的点位，该点

的状态由状态矢量犡犻（犻＝１，２，…，犖）来表示，记

影像波段数为 犕，犡犻＝（犡犻１，犡犻２，…，犡犻犕），并且

犡犻狆（１≤狆≤犕）在集合犇＝｛１，２，…，犌｝中取值，犌

为影像灰度级数。则这犖 个随机矢量构成一离

散矢量随机场犡＝｛犡１，犡２，…，犡犖｝，记狓＝｛狓１，

狓２，…，狓犖｝是随机场犡 的一个实现，所有可能的

实现构成空间Ω。

设η犻是犔 上与点犔 有相互作用的点组成的

犔的子集，即点犻的邻域，这种子集构成的子集类

η＝｛η犻：犻∈犔，犻η犻，η犻犔｝，称为犔的邻域系统，

如４邻点构成一阶邻域系统，８邻点构成二阶邻

域系统。

由于Ｇｉｂｂｓ分布同 ＭＲＦ之间的等价关系，

针对矢量形式的定义，影像随机场犡 的马尔柯夫

性，可以用矢量Ｇｉｂｂｓ分布描述：

犘（犡＝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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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
犮∈犆

犞犮（狓｛ ｝）／∑
狓∈Ω

ｅｘｐ －∑
犮∈犆

犞犮（狓｛ ｝） （１）

式中，犮称为子团，是由像素点本身或互为邻点的

像素组成的集合；犆是犔上全部子团构成的集合。

子团的定义与标量Ｇｉｂｂｓ分布相同，请参考相关

文献［３］。不同的子团犮对应着不同的Ｇｉｂｂｓ参

数，这些参数反映了遥感影像纹理在分布上的方

位、粗细等特征。如果子团种类太多，计算复杂度

将大大提高，一般在马尔可夫模型中多采用二阶

邻域系。同时，由于遥感影像中的纹理方向的随

机性，本文采用了各向同性的二阶邻域系统。犞犮

（狓）是仅与子团犮内各点状态有关的势函数。

１．２　势函数的计算

势函数的计算是确定吉布斯分布的重要环

节。对于犕 个波段的多光谱影像，每个像素的状

态矢量就是 犕 维的。本文在传统灰度模型
［４］的

基础上对势函数的定义作如下扩展：

犞犮（狓）＝
－θ，若σ０ ≤σ０

＋θ，｛ 其他
（２）

式中，θ代表与子团犮相对应的Ｇｉｂｂｓ参数。势函

数所反映的是子团中各像素状态的一致性程度，

即每个像素的状态矢量的相似性。σ犮是像素状态

矢量差异性指标，σ０ 是给定阈值，σ狓 定义如下：

σ犮 ＝
１

狀 ∑１≤狆，犽≤狀
犱犮（犡狆，犡犽） （３）

式中，犡狆、犡犽 分别为子团犮中第狆 个和第犽个像

素的状态矢量；狀为子团犮中像素个数；犱犮（犡狆，

犡犽）是反映犡狆 与犡犽 差异的度量函数，可以采用

下式进行计算：

犱犮（犡狆，犡犽）＝
１

犕∑
犼＝犕

犼＝１

（狓狆犼－狓犽犼）槡
２ （４）

式中，犕 为波段数；狓狆犼和狓犽犼分别表示矢量犡狆 和

犡犽 的第犼个波段的灰度值。式（２）中σ０ 的选取反

映了对光谱矢量差异的度量尺度，本文以在整个

犕 维空间中σ犮 可能出现的最大值的１％作为σ０

的取值。

以上势函数的定义是针对多波段影像的，如

果波段数为１，则光谱差异判断简化为灰度差异

判断。确定了矢量势函数的定义，可以根据多波

段影像纹理求解Ｇｉｂｂｓ参数，并为根据Ｇｉｂｂｓ参

数进行多波段纹理分割提供了理论可能。

１．３　吉布斯参数的计算

Ｇｉｂｂｓ参数从定量的角度对纹理数据进行描

述，每种纹理类型对应着一组吉布斯参数，构成参

数矢量θ。因此，θ的求解成为纹理描述的关键。

分析式（１）的结构可以看出，右端分母是参数

矢量非线性运算的复杂组合，给求解带来不便。

可采用如下方法解决：假设在同一纹理类型中，存

在两个相异的光谱矢量狓１ 和狓２，两者邻域η１ 和

η２ 相同。依据式（１），可以分别列出犘（犡＝狓１）和

犘（犡＝狓２）的表达式。将两式相除，并且两边取对

数，可得：

ｌｎ（犘（犡＝狓１）／犘（犡＝狓２））＝

－∑
犮∈犆

犞犮（狓１）＋∑
犮∈犆

犞犮（狓２） （５）

式中，左端可在纹理数据中统计得到；右端则是θ

的线性运算，利用最小二乘求解较为便利。

实际运算中，首先在该类型纹理中统计每个

点位邻域η犮，找到出现频率最多的邻域模式η犿。

在邻域为η犿 的点位中，记录出现频率最多的两个

光谱矢量狓１ 和狓２，依式（５）构成方程。然后继续

在剩余点位中寻找新的η犿 以及狓１ 和狓２，并构建

方程。最终构建的方程个数应满足最小二乘求解

的要求。

２　多波段遥感影像纹理分割

２．１　分层马尔柯夫随机场和多波段影像纹理分

割模型

对于定义在有限二维空间点阵犔上的多光

谱遥感影像，它包含了多种不同类型的纹理，这些

纹理在犔上形成一个或多个区域，纹理分割就是

给不同类型的纹理进行编码。Ｄｅｒｉｎ提出了分层

马尔柯夫随机场模型［５］，用高层随机场表示编码

区域图，低层表示灰度影像。

本文用高层表示编码区域图随机场犢＝（犢１，

犢２，…，犢犖），低层表示光谱矢量随机场犡＝（犡１，犡２，

…，犡犖）。犡和犢均为定义在犔上的随机场（犡的

定义如§１．１所述），其影像空间范围是一致的。犢

为标量随机场，记狔＝（狔１，狔２，…，狔犖）为随机场犢

的一个实现，犡为矢量随机场。设影像纹理类型

共有犓 种，则犢犻＝犽（犽＝１，２，…，犓）表示在随机

场犢的实现狔中，点位犻对应着第犽种纹理。

给定的多光谱遥感影像数据，是矢量随机场

的一个实现犡＝狓０。显然，分割结果事先是未知

的，分割过程就是根据犡来估计犢。依据最大后

验概率估计（ＭＡＰ），从随机场犡出发，寻求犢 的

最佳实现狔
，应该使得后验概率分布犘（犢＝狔｜犡

＝狓０）达到最大，纹理分割问题就转化为求解影像

ＭＡＰ的问题：

犘（犢＝狔狘犡＝狓０）＝ｍａｘ犘（犢＝狔狘犡＝狓０）

（６）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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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Ｂａｙｅｓ公式，有：

犘（犢＝狔狘犡＝狓０）＝犘（犡＝狓０狘犢＝狔）·

犘（犢＝狔）／犘（犡＝狓０） （７）

式中，对于给定的多光谱影像狓０，犘（犡＝狓０）是一

常数。故有：

犘狔 ＝犘（犡＝狓０狘犢＝狔）·犘（犢＝狔） （８）

犘狔 最大，就能对影像作出最大后验分割。式中，

犘（犢＝狔）反映了随机场的任意一种分割模式的概

率。这种分割模式一旦确定，便有与之相对应的

犓 组Ｇｉｂｂｓ参数矢量θ产生，记每种纹理类型的

参数矢量为θ犽（犽＝１，２，…，犓）。条件概率犘（犡

＝狓０｜犢＝狔）表示在给定Ｇｉｂｂｓ参数组θ的情况

下犡＝狓０ 的概率，θ由分割模式狔决定。

２．２　纹理分割算法

为了得到最大后验概率的分割结果，需要对

式（８）中所有可能的分割模式狔进行计算。狔共

有犓犖 种可能，记犖η 为邻域子团个数，则计算量

为犓犖×犖η。显然，计算量很繁杂，直接计算是不

可取的。在灰度纹理分割中，为解决此类 ＭＡＰ

估计中犘狔 计算的困难，国内外研究人员采用了

模拟退火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算法结合的方法
［３］，得到

较好结果。但是，为保证降温速度足够缓慢，模拟

退火方法采用逐像元更新方式，使得收敛速度非

常缓慢。但运用在多光谱条件下，随着计算量增

加，收敛的效率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结合式（１）和式（８）可以看出，随着分割模式狔

的变化，针对每个点位犻，吉布斯参数并非总是各不

相同的。如果该点纹理类型未发生变化，则该点的

吉布斯参数也未变化。所以，这其中有大量的冗余

计算可以避免。为使得分割方案可行，本文提出一

种迭代修正方法。首先确定初始分割状态，然后逐

步整体修正分割状态，直至满足最大后验概率估

计，得到狔。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光谱空间犓均值聚类确定初始模式狔＝

狔０。

２）依据狔确定的分割结果，针对每个分割类

型，采用§１．３方法计算各种纹理类型吉布斯参

数θ犽（犽＝１，２，…，犓）。

３）针对每个点位犻，分别以各纹理类型的θ犽

为参数，根据式（８）计算点位犻的犘狔 值，最大值记

为犘犽，将点位犻纳入第犽种纹理类型。

４）完成所有点位的计算，整体更新狔，并记

录发生变化的点位个数犖犞，转入步骤２）。直到

犖犞 小于给定的整数阈值（在本文阈值为像元个

数的５％），输出分割结果狔。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与结论

本文采用武汉地区ＴＭ７个波段数据和鄱阳

湖地区 ＭＡＩＳ６个波段的数据（第１、１０、１６、２０、

２４、２９波段）来验证马尔柯夫随机场对多光谱纹

理的描述能力。

图１（ａ）和图１（ｃ）分别是针对 ＴＭ 数据和

ＭＡＩＳ数据的 犓均值分割结果，图１（ｂ）和图１

（ｄ）分别是本文 ＭＲＦ方法相应的分割结果。

图１　分割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从图１（ｂ）与图１（ｄ）影像整体看，对于纹理区

域和光谱特征均一的所谓“非纹理”区域，本文方

法都具有分割能力。这证明了本文 ＭＲＦ模型对

纹理描述的有效性，也验证了引言中关于纹理定

义的广义性。图１（ｂ）、图１（ｄ）分别与图１（ａ）、图

１（ｃ）相比，影像中碎部图斑减少，被划归为同一纹

理类型，成为连通区域，说明了该方法有效地体现

了纹理的空间特征。

３．２　分析与展望

相比之下，纹理分割方法对区域边界的刻画

没有犓均值方法清晰。这是因为，犓均值方法

是仅仅针对光谱信息而进行的分割，研究对象是

单个像元，体现的是光谱分布的微观特征，因而边

界很分明。而纹理特征是二维空间特征，与邻域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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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直接的依赖关系，需要在一定二维空间范围

内进行表达，体现的是光谱分布的宏观特征。同

光谱分割编码相结合，纹理分割编码结果可作为

后续影像分类解译的有效信息。

研究中发现，光谱矢量差异性指标σ０ 的选取

对后续处理有重要影响。如果σ０ 的选取过大，则

可能导致吉布斯参数对纹理描述能力减弱，不能

有效刻画光谱矢量的空间分布特征，致使后续

ＭＡＰ估计迭代可能不收敛；如果σ０ 的选取过小，

则导致§１．３中方程寻找的条件过严，致使某些

小面积纹理吉布斯参数的求解困难。后续研究可

从以下两方面来改进：① 改善策略，更合理地确

定σ０；② 寻找新的更有效的指标来衡量光谱矢量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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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４，３０（１）：６０６６

［５］　ＤｅｒｉｎＨ，ＥｌｌｉｏｔｔＨ．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ｏｉｓｙ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Ｇｉｂｂｓ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ｓ［Ｊ］．ＩＥＥＥＴａｎｓＰＡＭＩ，１９８７（９）：３９５５

［６］　刘楠，舒宁．多光谱影像纹理特征编码的算法研究

［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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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杜辉强，舒宁．光谱影像的灰度矢量相关特征与边

缘特征提取［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２，２６（６）：５７２５７７

［８］　邢帅，谭兵，徐青，等．基于复数小波变换的遥感图

像融合新算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３２（１）：７５７７

第一作者简介：龚衍，博士生。现主要从事遥感影像分析与应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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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ｃｏｍ

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一种面向ＤＶＧＥ的移动Ａｇｅｎｔ计算模型　　　　　　　　朱　军，等

 一元有界狆范分布的参数自适应估计 潘　雄，等

 基于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划分的犽阶数据场拟合 韩元利，等

ＰＯＳ数据辅助的航空影像变化检测方法初探 袁修孝，等

 三步法确定网格ＲＴＫ基准站双差模糊度 唐卫明，等

 多频数据组合在周跳探测和修复上的应用 熊　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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