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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概率的非参数Ｇｉｂｂｓ模型，并建立了光谱空间二维影像空间的映射关系，通

过多级光谱编码策略实现了多波段遥感影像的纹理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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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科夫随机场对二维影像空间中的邻域关

系有着良好的描述能力。但是，传统模型大都设

立了Ｇｉｂｂｓ模型能量函数的参数形式，以确定性

的参数对灰度空间关系予以表达［１］，这在多灰度

级自然纹理分割中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同时，

传统模型中Ｇｉｂｂｓ参数的繁琐计算制约了纹理分

割的效率。在多光谱遥感影像的纹理分割中，

Ｇｉｂｂｓ参数估计难题更加凸显出来。针对上述问

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概率的无参数Ｇｉｂｂｓ模

型。

１　多波段影像的马尔科夫随机场模

型

　　关于多波段遥感影像的马尔科夫随机场，本

文沿用文献［２］中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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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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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与点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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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上述定义，若影像随机场犡＝（犡１，犡２，…，犡犖）

中，对任意狓∈Ω，存在犘（犡＝狓）＞０，影像的马尔

科夫随机场特性可用条件概率公式表示为：

犘（犡犻 ＝狓犻狘犡犼 ＝狓犼，犼∈犔且犼≠犻）＝

犘（犡犻 ＝狓犻狘犡犼 ＝狓犼，犼∈η犻） （１）

　　上述马尔科夫随机场可以用如下Ｇｉｂｂｓ分布

予以描述：

犘（犡＝狓）＝
１

犣
ｅｘｐ｛－犝（狓）｝ （２）

其中，

犣＝∑
狓

ｅｘｐ｛－犝（狓）｝ （３）

称为配分函数。针对随机场所有可能的实现进行

归一化，因而是一常数，其中，

犝（狓）＝∑
犮∈犆

犞犮（狓） （４）

称为能量函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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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邻域系统子团类型如图１所示。

犞犮（狓）是仅与子团犮内各点状态有关的势函数。

传统模型中，将不同的子团犮 和不同的

Ｇｉｂｂｓ参数对应起来，通过这些参数来反映影像

纹理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这种参数式的Ｇｉｂｂ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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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二阶邻域系统子团类型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ｌｉｑｕｅｓ

模型，其集团势能依靠一组确定的体现空间依赖

关系的参数来表达。例如，

犞犮（狓）＝
－θ，若犮中所有像素状态相似

＋θ，｛ 其他
（５）

式中，θ代表参数α、β１、β２、β３、β４、γ１、γ２、γ３、γ４、σ，

分别与图１中各子团犮相对应。

这种参数化Ｇｉｂｂｓ模型需要以最小二乘法估

计相应的参数。一方面，如果纹理区域过小，则会

引起估计不足，导致Ｇｉｂｂｓ参数对纹理描述的能

力减弱，甚至无法求解，致使分割迭代收敛性能较

差；另一方面，如果区域过大，会产生参数求解的

效率问题。在多波段遥感影像纹理中，光谱矢量

犡犻从多维空间映射至平面点阵犔 中的点位犻，犡犻

同犡犼（犼∈η犻）之间的关系用确定的参数难以表达。

同时，随着光谱空间维数的增加，参数估计的复杂

性增大，鲁棒性变差。

２　非参数吉布斯模型

在进行纹理分割时，参数式Ｇｉｂｂｓ模型主要

贯穿着“由纹理估计参数由参数判别纹理”这两

个步骤。其中，参数估计是立足于纹理子团状态

统计结果的，参数的作用在于确定子团势能犞犮

（狓）的形式。如果能够直接建立子团状态统计结

果与势能犞犮（狓）之间的联系，便可以省去 Ｇｉｂｂｓ

参数估计这一繁琐步骤。

分析式（２）～式（５）可以看出，势函数犞犮（狓）

的实质是反映中心像元与各邻域子团的依赖程

度，如果中心像元的状态与邻域子团越相符，则势

能犞犮（狓）越低，能量函数犝（狓）越小，从而 Ｇｉｂｂｓ

概率越大。

针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新的子团势函

数定义方式：

犞犮（狓）＝犳（犘犮（狓）） （６）

犘犮（狓）的涵义如下：针对随机场的一种实现狓，中

心像元的子团犮相应有一种实现形式犚犮（狓），与狓

∈Ω相对应，子团犮所有可能实现的全体记为犚Ω犮

（犚犮（狓）∈犚
Ω
犮），在某种确定的纹理类型中，子团犮

以犚犮（狓）形式出现的概率即为犘犮（狓）。

犳（·）是满足如下条件的映射函数：① 定义

域为（０，１），值域为（－∞，＋∞）；② 在（０，１）区间

内连续单调递减。

在这种条件下，犘犮越大，则势能犞犮（狓）越低，

能量函数犝（狓）越小，最终式（２）的Ｇｉｂｂｓ概率越

大，这 种 映 射 方 式 满 足 Ｇｉｂｂｓ分 布 的 要 求。

犳（·）可采取多种实现形式，本文的形式为：

犳（犘犮（狓））＝ｃｏｔ（犘犮（狓）·π）／犜 （７）

其中，犜为起控制作用的常量经验值。

以上非参数Ｇｉｂｂｓ模型以子团实现的频率作

为纹理刻画指标，完全避免了传统模型中 Ｇｉｂｂｓ

参数的求解过程，十分利于纹理影像的最大后验

概率法（ＭＡＰ）分割。而且，非参数Ｇｉｂｂｓ模型在

多波段遥感影像的纹理分割上具有优势。因为与

灰度等级不同，光谱编码之间通常不隐含相似性

度量关系，不能进行初等数学运算，编码之间的关

系难以用Ｇｉｂｂｓ参数表达。

３　基于非参数犌犻犫犫狊模型的多波段

遥感影像纹理分割算法

３．１　多波段遥感影像纹理分割模型

为了实现多波段影像纹理分割，本文定义如

下两个新的随机场：光谱编码随机场犛＝（犛１，犛２，

…，犛犖），纹理编码随机场犢＝（犢１，犢２，…，犢犖），犛

和犢均为定义在犔 上的标量随机场，其空间范围

是一致的。记狊＝（狊１，狊２，…，狊犖）为随机场犛的一

个实现，狔＝（狔１，狔２，…，狔犖）为随机场犢 的一个实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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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纹理分割的第一步是实现多波段影

像的光谱编码，即进行光谱矢量随机场犡到光谱

编码随机场犛的映射。这一过程是针对像元对应

在光谱空间的位置而进行的光谱编码，常见方法

有犓均值、自适应迭代法等
［３］。完成这种映射

后，就产生了光谱编码随机场犛的一个实现犛＝

狊０，纹理分割的过程就是依据犛来估计犢的。

根据 ＭＡＰ估计，从随机场犛出发，寻求犢的

最佳实现狔
，使得后验概率分布犘（犢＝狔｜犛＝狊０）

达到最大，即

犘（犢＝狔狘犛＝狊０）＝ｍａｘ犘（犢＝狔狘犛＝狊０）

（８）

结合Ｂａｙｅｓ公式有：

犘（犢＝狔狘犛＝狊０）＝

犘（犡＝狓０狘犢＝狔）·犘（犢＝狔）

犘（犛＝狊０）
（９）

由于犘（犛＝狊０）是一常量，所以，当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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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狔 ＝犘（犛＝狊０狘犢＝狔）·犘（犢＝狔）（１０）

最大时，就满足最大后验概率准则。式（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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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相应有犓 种纹理

类型产生。针对每种纹理类型统计出各子团实现

的概率表，记第犽种纹理类型的子团概率表为犘犽

（犽＝１，２，…，犓）。条件概率犘（犛＝狊０｜犢＝狔）表示

在给定子团概率表集合犘＝｛犘犽：犽＝１，２，…，犓｝

的情况下，根据非参数Ｇｉｂｂｓ模型计算出的犛＝狊０

的概率。

３．２　多级光谱编码策略

基于非参数Ｇｉｂｂｓ模型的 ＭＡＰ纹理分割模

型，直接实施是难以得到理想结果的。

如图１所示，二阶邻域系统有十种子团类型。

设光谱编码随机场犛共有狀种标号，在二阶邻域

系统中，势能集团实现数共计狀＋４狀２＋４狀３＋狀４

种。标号过多，就可能引起子团概率统计量巨大，

同时大量出现零概率子团的形式，削弱了Ｇｉｂｂｓ

模型对纹理描述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采用多级

光谱编码策略解决上述问题，即从光谱矢量随机

场犡到光谱编码随机场犛的映射采取多级策略，

即产生光谱编码随机场犛四个等级的实现形式

狊１０、狊
２
０、狊

３
０、狊

４
０。记狊

１
０、狊

２
０、狊

３
０、狊

４
０对应的光谱编码标号

个数分别为狀１、狀２、狀３、狀４（狀１＜狀２＜狀３＜狀４）。

在进行子团概率统计时，各种子团类型所针

对的光谱编码随机场是不相同的，一元至四元分

别对应着狊４０、狊
３
０、狊

２
０、狊

１
０。这样，势能集团实现数为

狀４＋４狀３
２＋４狀２

３＋狀１
４，选取适当的狀１、狀２、狀３、狀４就

可以避免统计量过大的问题。

３．３　分割算法流程

非参数ＧｉｂｂｓＭＡＰ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利用犓均值方法对多波段遥感数据进行

多级光谱编码，得到狊１０、狊
２
０、狊

３
０、狊

４
０。

２）选取等级最高的光谱编码狊４０，依据熵值得

到纹理分割的初始模式狔＝狔０。

３）针对当前狔确定的分割结果，根据狊
１
０、狊

２
０、

狊３０、狊
４
０统计第犽种纹理类型的子团概率表犘犽，完成

所有犓 种纹理类型的统计，构成子团概率表集合

犘＝｛犘犽：犽＝１，２，…，犓｝。

４）针对点位犻（犻＝１，２，…，犖），依据第犽（犽＝

１，２，…，犓）种纹理类型的子团概率表犘犽，由式

（６）计算子团势能，进而由式（１０）计算点位犻的

犘狔值，记为犘狔犽。完成所有犓 种纹理犘狔值的计算，

记犘狔狇＝ｍａｘ｛犘
狔
犽：犽＝１，２，…，犓｝，将点位犻纳入第

狇种纹理类型。

５）完成所有点位的计算，得到更新的纹理分

割模式狔，并记录在全部犖 个点位中纹理编码发

生变化的点位个数犖犞。

６）如果犖犞／犖 小于给定的阈值，转入第７）

步；否则，转入第３）步。

７）输出分割结果狔＝狔。

４　试验与分析

本文采用Ａｓｔｅｒ武汉地区影像（局部）和鄱阳

湖地区３０波段 ＭＡＩＳ数据对非参数ＧｉｂｂｓＭＡＰ

算法予以验证，并与传统参数化Ｇｉｂｂｓ模型进行

对比。

４．１　分割效果分析

图２至图４是从Ａｓｔｅｒ数据中选择ＳＷＩＲ类

型６个波段（即４～９波段）进行纹理分割的试验

结果。可以看出，非参数 ＧｉｂｂｓＭＡＰ具有良好

的纹理分割能力。基于纹理特征的分割目的在于

考察地物分布的空间规律性，在这方面，非参数

ＧｉｂｂｓＭＡＰ同参数化ＧｉｂｂｓＭＡＰ相比具有更佳

的效果。对于图２中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农田，非

参数ＧｉｂｂｓＭＡＰ的分割结果具有更佳的整体

性，碎部图斑明显减少。同样，对于影像中上部的

居民地和下部的江滩，非参数 ＧｉｂｂｓＭＡＰ对过

渡地带的刻画也更为清晰。这说明了非参数

Ｇｉｂｂｓ模型对多波段纹理描述的有效性。

４．２　分割效率分析

图５是针对多波ＭＡＩＳ鄱阳湖数据的分割效

率分析。从图５可得出，当波段较少时，传统的参

数化ＧｉｂｂｓＭＡＰ分割所需的时间少于非参数

ＧｉｂｂｓＭＡＰ的；当波段增加时，非参数 Ｇｉｂｂｓ

ＭＡＰ所耗时间的增幅远小于参数化 Ｇｉｂｂｓ

ＭＡＰ。并且当波段较多时（图５中显示为９），参

数化ＧｉｂｂｓＭＡＰ迭代的稳定性较差，往往无法

收敛，导致分割失败，而非参数ＧｉｂｂｓＭＡＰ则不

会出现这种情况。非参数ＧｉｂｂｓＭＡＰ包括光谱

多级编码和Ｇｉｂｂｓ纹理分割两步，图５反映了这

两部分各自耗时的情况。可以看出，在高光谱条

件下，算法的耗时增长主要为犓均值多级光谱编

码部分，随后的非参数Ｇｉｂｂｓ纹理分割耗时十分

稳定。由于基于光谱的编码算法通常收敛性较

好，所以，这种两步分割的结构使得多光谱及高光

谱纹理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光谱维数的限

制。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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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ｓｔｅｒ第４

段影像

Ｆｉｇ．２　ＡｓｔｅｒＩｍａｇｅ

ｏｆＢａｎｄ４

　

图３　参数化Ｇｉｂｂｓ

多波段纹理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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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非参数Ｇｉｂｂｓ

多波段纹理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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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算法耗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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