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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线性扩散的半自动纹理图像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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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非线性扩散过滤器法从包含纹理的图像中获取灰度、尺度和方向信息，并形成经过耦合保

边平滑的５通道向量值图像，对纹理图像的分割变为对此向量值图像的分割。针对半自动操作的特点，在合

理的假设前提下，采用了多通道统计区域分割法。试验结果表明，本文的纹理分割方法能有效地利用重要纹

理特征与灰度的混合信息，是一种半自动的无监督纹理图像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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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图像处理任务中，基于半自动的方案

可以很好地结合操作者的知识和经验将分割问题

大大简化，如医学影像兴趣物分割、遥感和航空影

像中人工地物的半自动提取等。实际上，在针对

纹理影像分割的问题上，这类半自动提取方法无

需对目标纹理特征进行精确的描述，只需将目标

从背景中正确地区分出来即可。动态轮廓是半自

动提取任务中常用的方法，它在图像提取与分割

中有着较好的应用，在灰度相对均匀的图像中有

很好的分割效果，但在复杂图像条件下，如自然环

境中目标灰度不均一的图像，基于区域灰度的方

法就可能失效。一种相对较好的方法是基于信息

论的分割，如使用互信息［１］或ＪｅｎｓｅｎＳｈａｎｎｏｎ准

则［２］的方法，但是基于这类信息论的方法并不能

很好地区分纹理。非线性扩散是一种图像预处理

方法，能够有效地去除图像噪音，并保持图像边缘

不变。同时，非线性扩散过程中图像灰度变化的

特性可以被用来提取纹理图像的尺度信息，将图

像的灰度信息、尺度信息与图像的结构张量元素

相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多通道的向量值图像，用来

区分不同的纹理。对于这个向量值图像，本文采

用多通道统计区域轮廓法对其进行半自动分割。

１　非线性扩散与纹理特征的提取

非线性扩散是一种选择性的平滑图像方法，

该方法基于Ｐｅｒｏｎａ与 Ｍａｌｉｋ的工作
［３］，通过引入

人工时间狋，从初始图像犐（狓，狔）开始，图像的演化

遵循如下的偏微分方程：

狌／狋＝ｄｉｖ（犵（狌 ）狌） （１）

式中，ｄｉｖ为散度算子；为梯度算子；犵为扩散函

数。当狋＝０时，狌（狓，狔，狋）为原始图像犐（狓，狔），随

着狋的增长，狌（狓，狔，狋）逐渐变成分块平滑的图像，

并最终达到原始图像的灰度平均值，因此，狋隐含

了图像的尺度信息。本文中的犵函数选择为：

犵（狘狌狘）＝
１

狘狌狘＋ε
（２）

式中，ε为一小值（０．０００１）。

由式（１）迭代得到的结果为：梯度值较小的位

置将保持平滑和边缘相对不变，并由此产生了类

似小的块状（块内的灰度值相同）中间结果，但随

着狋的变大，这些块慢慢合并变大，而且，相对较

小的块先被合并，当狋无穷大时，狌将等于原始图

像的均值。从文献［４］的结论可知，在求解非线性

扩散方程过程中，狌的像素灰度值的变化速度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像素所属块的大小，即包含

像素数量为犿 的像素块。由于块内像素灰度相

同，因此，块的质量犿（块的大小）可以作为原始纹

理图像中该处细微结构的尺度，而原始影像必须

经过式（１）迭代一定次数后才形成像素块，且块的

质量在不同迭代时期是变化的，因此，使用平均质

量犿′代替犿，在求解式（１）的同时，可以通过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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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该尺度的相对值：

狊＝
１

犿′
＝
１

４
∫

犜

０

狌

狋
ｄ狋

犜－∫
犜

０
δ
狌

狋
，（ ）０ｄ狋

（３）

式中，犿′为当前像素所属块的平均质量；犜 为

式（１）中狋的终止值（迭代次数）。式（３）的分子为

某一像素的变化总量，分母为其变化时间（迭代次

数），这里要减去该像素迭代中可能属于非极值块

而灰度值未发生变化的时间，即当狌／狋＝０时，

δ（狌／狋，０）＝１；否则，δ（狌／狋，０）＝０。由于影像

为二维，因此系数为１／４，即表示灰度值以速度

４／犿′改变自己的值。在犜取足够大时，可以基本

确保所有的像素都经历过成为极值而曾发生变

化。实际上，由于像素所属的块在迭代过程中不

断变大，因此，相对尺度狊的值并不十分精确，但

对于本文的半自动纹理分割，只需要区别出不同

纹理的尺度差别即可。

纹理的方向信息利用了对图像中每个像素不

同方向的求导，结构张量是常用的求取纹理图像

方向的方法，定义为：

犑 ＝犌
犐２狓 犐狓犐狔

犐狓犐狔 犐２
烄

烆

烌

烎狔

（４）

式中，犌为高斯函数。文献［５］使用了结构张量中

的３个不相同的元素犐２狓、犐
２
狔、犐狓犐狔作为对纹理方向

的描述，这三个通道包含了纹理方向及梯度强度

信息，使用非线性扩散代替了高斯函数。本文采

用了相似的方法，将图像中每个像素值所包含的

灰度值犐、尺度值狊、描述方向的犐２狓、犐
２
狔、犐狓犐狔共同

组成一个包含５个通道的向量值图像犝（狌１，狌２，

狌３，狌４，狌５），且初始时，狌１＝犐，狌２＝狊，狌３＝犐
２
狓，狌４＝

犐２狔，狌５＝犐狓犐狔，再对向量值图像犝 进行多通道耦

合的非线性扩散过滤，即

狌犻

狋
＝ｄｉｖ（犵（∑

犕

犽＝１

狌犽
２）狌犻），犻＝１，…，犕

（５）

式中，犕＝５；犵函数为式（２）。与高斯函数相比，

采用非线性扩散函数对向量值图像进行保边平滑

可以得到准确的分割区域的边缘信息。本文对于

两次非线性扩散（即式（１）和式（５））的数值求解使

用了改进的半隐格式的加性算子分裂法（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ＯＳ）
［６］，它能确保算法在稳

定的同时允许使用较大的时间步长，以提高计算

效率。

２　基于多通道的半自动区域分割

动态轮廓是半自动影像分割常用的方法，本

文借鉴了文献［７］的统计区域轮廓分割方法。但

如前所述，直接在原始纹理图像上分割无法得到

正确的结果，因此，需要同时考虑图像的纹理特

征。本文考虑如下假设：① 对于前述的５通道向

量值图像的每一个通道的像素值概率密度分布都

假设为高斯分布；② 每个通道之间互不相关；

③ 仅考虑半自动提取的目标为单个对象。采用

这样的假设在保证获得较好的分割结果的同时也

能简化计算。在像素值概率密度为高斯分布下，

统计区域轮廓在变化过程中将图像分为轮廓区域

内犪和区域外犫两部分，则统计区域轮廓的能量

函数为：

犈＝犖犪ｌｇσ犪＋犖犫ｌｇσ犫 （６）

式中，犖犪和犖犫分别为两区域的像素数量；σ犪和σ犫

为两区域内像素的标准差。当统计区域轮廓正确

分割出目标时，能量犈达到最小。该方法的关键

是在像素值概率密度为高斯分布下可以采用一种

快速的算法，即使用 ＧｒｅｅｎＯｓｔｒｏｇｒａｄｓｋｙ公式，

将二维的扫描转化为一维方向的累加，其离散形

式为（以区域犪为例）：

∑
（狓，狔）∈犪

犐狑（狓，狔）＝ ∑

狔ｍａｘ

狔＝狔ｍｉｎ

∑

狓
ｍａｘ
（狔）

狓＝狓ｍｉｎ
（狔）

犐狑（狓，狔）＝

∑

狔ｍａｘ

狔＝狔ｍｉｎ

｛犉狑［狓ｍａｘ（狔），狔］－犉狑［狓ｍｉｎ（狔），狔］｝＝

∑
（狓，狔）∈犆

犮（狓，狔）犉狑［狓，狔］ （７）

犉狑［狓，狔］＝∑
狓

狋＝０

犐狑（狋，狔） （８）

式中，狔ｍａｘ、狔ｍｉｎ为轮廓点坐标中狔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狓ｍａｘ（狔）、狓ｍｉｎ（狔）为狔值固定时狓 方向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犆为轮廓；狑 为影像灰度的次方，

狑＝０时的累加量用于计算区域面积犖犪（或犖犫），

狑为１和２时的累加量用于计算标准差σ犪（或

σ犫）；犮（狓，狔）为系数，其值取为０、－１、１。在算法

迭代前，需先进行一次费时的二维统计，以获得整

个区域的总体累加量和犉狑［狓，狔］，而在每次迭代

求变化的统计参数时，如式（７）所示，无需对图像

数据进行二维扫描，仅需沿轮廓进行一维的计算

即可；轮廓的编码采用Ｆｒｅｅｍａｎ码，犮（狓，狔）的取

值可以利用Ｆｒｅｅｍａｎ码的码值所建立的查找表

获得。针对多通道向量值图像，利用前述假设条

件，本文将式（６）改为：

犈′＝犖犪∑
犕

犽＝１

ｌｇσ
犽
犪＋犖犫∑

犕

犽＝１

ｌｇσ
犽
犫 （９）

式中，犕＝５；σ
犽
犪和σ

犽
犫为每个通道中犪、犫区域内像

素的标准差；犖犪和犖犫为犪、犫区域内像素的数量。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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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时，文献［７］将区域犫考虑为除去犪后

的整幅图像，并不适合于半自动分割，本文采用人

工给定的初始分割将目标从背景图像中大致分离

出来。如图１所示，矩形区域为整幅图像，深灰色

区域为需要分割出来的目标，虚线为人工给定的

初始轮廓位置，实线为轮廓演化的当前位置。本

文在采用式（９）进行半自动分割时，只考虑虚线以

内的区域，因此，背景区域犫由除轮廓以外的整个

影像变成了图１中实线与虚线之间的区域犫′。这

样做的好处是：① 充分利用半自动分割的特点简

化了处理区域，忽略了大部分非感兴趣区域，可以

节省大量的计算时间，如某些耗时的预处理可以

限制在感兴趣的区域内，即图１虚线内；② 在复

杂背景下，可以结合人工方式避开干扰物，如图１

中标记犮（浅灰色区域）被虚线排除。

图１　减化处理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　试验分析

本文分别使用合成纹理图像、实际的自然图

像以及航空影像进行了试验。算法在整个试验过

程中所需要设定的参数为：求尺度狊的式（１）和

式（３）中的迭代次数犜＝３０，ＡＯＳ数值求解时间

步长为１；多通道耦合非线性扩散式（５）的迭代次

数犜＝２０，ＡＯＳ求解时间步长为２。不同类型的

纹理图像分割对于参数值的选择并不敏感，因此

在进行所有的试验过程中并未改变参数值，属于

对纹理图像的非监督分割。图２显示为合成纹理

的分割，中间的矩形纹理区域与背景属于同一纹

理图像，只是尺度和方向不同。图２（ａ）为采用５

个通道进行分割的结果，整个纹理区域基本都被

分割出来；图２（ｂ）中仅用了灰度信息，由于两个

不同纹理之间的灰度分布基本相同，因此直接在

原纹理图像上进行分割必然产生错误的结果；

图２（ｃ）至图２（ｆ）分别为经过５通道耦合非线性

过滤的尺度、犐２狓、犐
２
狔、犐狓犐狔通道图像。图３为４种

带不同纹理特征的目标分割，其中图３（ａ）至图

３（ｄ）为使用本文介绍的５个通道的分割，外部的

线框为人工给定的初始位置，内部轮廓为最后的

分割结果；图３（ｅ）至图３（ｈ）为相对应的仅基于原

始图像灰度信息进行分割的结果。图３（ａ）为航

空影像的某一部分，被分割的目标带有明显的特

殊纹理方向，因此，纹理方向通道起了决定性作

用。此航空影像上另一处目标的分割如图３（ｂ）

所示，尽管所得到的结果并不十分完美，但在纹理

尺度和方向的影响下，和图３（ｆ）相比，显然比直

接使用灰度信息要强很多。图３（ｃ）、图３（ｇ）的结

果表明了尺度通道的重要性，尽管在目标上灰度

分布差异巨大，但与背景相比，纹理的尺度明显不

一样。图３（ｄ）中目标的纹理和灰度信息都较明

显，但在缺少纹理特征仅使用灰度信息时（如图

３（ｈ）所示），分割结果因忽略了暗部的纹理而无

法得到正确的目标边缘，而基于５通道的分割则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在使用半自动方式对包含纹

理的目标进行分割时，基于非线性扩散过滤，采用

对纹理特征和灰度的混合多通道方法能取得较好

的效果。由于对每个通道采用了基于区域统计的

动态轮廓方法，轮廓的演化对其初始位置并不敏

感，试验中可以离目标边缘较远而不影响分割结

果。尽管５个通道对纹理图像的描述仍不够精

细，却能区分较重要的纹理差别。同时，算法所含

的参数对不同的纹理图像不敏感，因此可以作为

一种半自动非监督纹理的分割方式。然而，式（９）

表明，本文的５个通道采用了等权的方式，这并不

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图２　合成纹理图像分割实例

Ｆｉｇ．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ｘ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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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纹理图像分割实例

Ｆｉｇ．３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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