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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颜色和纹理的森林影像分割方法

盛庆红１　张剑清１　肖　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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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种基于影像颜色散度和纹理信息的森林影像分割方法。对输入影像进行颜色量化，然后利用

量化得到的索引矩阵计算各像素的颜色散度；基于多分辨率策略进行纹理分析，通过区域生长形成初始分割

区域；统计各区域Ｌａｗｓ纹理能量，合并过分割区域。实验表明，森林影像的分割结果与人的主观视觉感知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识别出的地面和树木可为匹配和三维建模提供可靠依据。

关键词：影像分割；颜色散度；多分辨率纹理分析；Ｌａｗｓ纹理能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从森林影像中自动获取地面和树的三维信息

对地形表达与资源调查具有重要作用。地面上的

树遮挡给特征提取和匹配带来困难。森林影像分

割可为获取其三维信息提供依据。基于特征空间

聚类的犆均值算法
［１］没有考虑空间信息，对噪声

敏感；基于空间相关性的边缘检测算子［２］，噪声的

影响会产生不连续边缘；利用一致性准则的区域

分割［３５］，由于参数设置的非最优性，导致过增长

或欠增长。纹理分割［６］需要提取多维向量，其空

间分类问题十分复杂。对具有丰富色彩及纹理变

化的自然图像，单独利用某种信息无法进行有效

分割。Ｄａｖｉｄ与Ｃｈｅｎ证明
［７８］，融合多种信息更

有利于合理的分割，因此本文结合树、地面的颜色

信息及其规律的纹理特征进行森林图像分割。

１　基于颜色散度的影像纹理分析

首先将输入影像量化为颜色索引影像。量化

过程采用知觉彩色量化算法［９］，量化时颜色空间

选取ＣＩＥＬＵＶ色彩空间
［１０］，它是一种视觉一致

空间，即颜色向量间的欧式距离反映了颜色的视

觉差异。此算法更多地考虑了颜色在空间上的分

布，具有很好的量化性能。量化得到的索引影像

是一个与原影像宽、高相等的颜色索引矩阵，标记

影像中的像素所属于的颜色聚类。颜色索引矩阵

可以看作是位于２Ｄ空间的空间点的集合。每个

点的值标识影像像素位置，是２Ｄ向量（狓，狔）值。

这些数据点被分类，每个点赋值为颜色索引值。

设像素犐［狓，狔］邻域用犚 表示，邻域内包含

犖 个像素。定义邻域犚 的均值珡犡 和方差犛犅如

下：

珡犡 ＝犐［狓，狔］ （１）

犛犅 ＝
１

犖 ∑［狓，狔］∈犚
（犐［狓，狔］－珡犡）

２ （２）

设犚中共有犆种不同颜色，记作｛犆１，犆２，…，犆犮｝；

珡犡 为颜色犆犻的所有犖犻个点的平均值；犛犅犻为颜色

犆犻的所有犖犻个点的方差：

珡犡 ＝
１

犖 ∑

［狓，狔］∈犆犻

犐［狓，狔］ （３）

犛犠 ＝∑
犆

犻＝１

犛犅犻 ＝
１

犖∑
犆

犻＝１
∑

［狓，狔］∈犆犻

‖犐［狓，狔］－珡犡‖
２

（４）

颜色散度犛定义为：

犛＝犛犅／犛犠 （５）

　　本质上，犛是像素邻域内不同颜色的方差犛犅

与全部每种颜色各自方差的和犛犠 之比。犛犅越

大，邻域内像素颜色越不相似；犛犠越小，邻域内各

种颜色差别越小，因此犛就越大，每种颜色内部

的成员空域上彼此相近。如果邻域内只有一种颜

色，即犚为色彩一致区域，则犛＝０。而当邻域内

包含多种颜色时，这些颜色分布越均匀，犛越小；

反之犛越大。可以看出，犛能很好地指示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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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区域边缘，因为大的犛像素更可能靠近区域

边缘，小的犛像素更可能在区域内部。犛形成的

颜色散度矩阵更像一个３Ｄ地形图，谷和峰分别

表示区域中心和边缘，所以可以根据犛分析影像

的纹理特征。

２　基于颜色散度的多分辨率纹理分

割

　　纹理描述依赖于尺度，为了降低尺度敏感性，

可以在多分辨率下描述纹理［６］。本文首先在低分

辨率影像中检测出较粗的纹理，得到区域间边界

的近似位置，再以底层分割作为先验信息，使在高

分辨率下的纹理分割的精度提高，发现更为细致

的纹理特征。按照人的视觉习惯，一个影像区域

中至少存在４～９个重复排列的模式，人眼才会认

为这是一个纹理区域，那么局部窗口大小为：

犠狉 ＝１／２犪ｍｉｎ｛犐狑，犐犺｝ （６）

其中，参数犪取４～９之间的整数。分析大影像时

人眼处在大视场范围，自然发现更多的细节。实

验中犪取９，则对于一幅１０２４×１２８０的输入影

像，纹理分析中采用的局部窗口为５７×５７。

区域生长确定影像的纹理区域，首先需要确

定种子点。种子点阈值犜ＳＥＥＤ
［４］为：

犜ＳＥＥＤ ＝μ狊＋α·σ狊 （７）

犛［狓，狔］＜β狘犛ｍａｘ－犛ｍｉｎ狘 （８）

其中，μ狊表示犛矩阵的平均值；σ狊 表示方差；α取

－０．２。以４连通连接种子点形成种子区域。依

据种子点形成的连通区域，将满足式（８）条件的像

素［狓，狔］连接成新的生长区域，寻找与其惟一相

邻的种子区域，实现区域生长。犛ｍａｘ和犛ｍｉｎ为犛映

像中除种子区域外的最大、最小犛值。为能准确

地判断预生长的像素，实验中β取２。

３　用原始影像的犔犪狑狊纹理能量进

行区域合并

　　区域生长后的分割影像，常常存在过分割现

象，如图１中的地面影像被分割成７个区域，树木

影像被分割为２个部分。可以通过颜色索引矩阵

计算颜色直方图，使用聚类算法［１０］进行颜色相似

性合并。阈值的确定十分困难，阈值过大，可以分

离出地面和非地面区域，但是不能表达树信息；而

小的阈值，虽然能够识别树，但是地面区域却造成

了过分割。这是因为量化后无论是地面还是树

木，其各部分的颜色差异变大，甚至相差很多，那

么用通常的颜色直方图则无法合理地合并。

虽然地面和树木区域的颜色、亮度存在差异，

但其纹理特征却变化不大，所以可以利用简单、有

效的Ｌａｗｓ纹理特征的合并区域方法。由于量化

后的影像损失了部分纹理信息，而原始影像的纹

理信息丰富，所以将原始影像与Ｌａｗｓ纹理能量

特征值犈５、犔５ 作二维卷积，向量犔５、犈５ 和区域犓

的纹理能量犈犓分别为：

犔５ ＝ ［１，４，６，４，１］，犈５ ＝ ［－１，－２，０，２，１］

（９）

犈犓 ＝ ∑
（犻，犼）∈犓

狘犉［狓，狔］狘 （１０）

其中，犉［狓，狔］是像素［狓，狔］以犈５、犔５ 模板的滤波

结果。由于不同目标的能量值不同，而相同目标

的能量值相近，那么阈值的设置变得简单，这也给

地面和树木的目标识别提供了有利的纹理数据。

４　实　验

图１为华中地区Ｒｏｌｌｅｉ量测相机获取的大小

为１０２４×１２８０的冬季影像，图２为低分辨率（犛

映像３×３＝９取平均构成）下犛映像，十分粗糙的

像素即能粗略地分辨树和地面。在地面和树干的

边缘处显示很粗的高亮度区域，此处的犛值大；

地面和树干的内部区域几乎没有低亮区域，此处

的犛值小。

图３为高分辨率犛映像，以低分辨率的粗糙

的分割结果作为其初始值，提高了分割的可靠性，

树干边缘的高亮区域变细，此处的犛值大的像素

变少，已经可以清楚分辨树干和地面；而地面部分

内存在低亮度的细小区域，存在犛 值稍大的像

素，但大部分地面内部的像素犛值仍然很小；树

干区域内的低亮度区域较少，犛值都相对较小，说

明此处的纹理分布均匀。因为量化的影响，冬季

影像树的上部分边缘像素的犛 值较小，边缘低

亮。

图４为经过区域生长后的初始分割结果，冬

季影像树干和地面分别被分割为几个区域，这是

为了使分割后的各个区域内的信息损失达到最

小，初始的种子区域选择在１０～３０范围，由于照

明、遮挡等影响，对同一目标造成过分割；对于远

距离的树木由于用来计算犛值的窗口比树干的

直径大，所以造成欠分割。

图５为利用颜色索引矩阵统计的颜色直方图

不同阈值下的合并结果，随着阈值的增加，树木的

过分割得到正确合并，地面逐渐得到合并，但到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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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一定阈值时，树木信息消失，而地面仍然存在

过分割，只有当阈值较大时，地面才得以正确合

并，影像欠分割成２个区域，即地面和非地面区

域。

图６为通过原始影像与Ｌａｗｓ纹理能量测度

卷积后统计的过分割和最终分割的区域能量图，

合并前地面区域１～７的Ｌａｗｓ纹理值高于非地

面区域８～１４，其中树木的纹理值低于背景区域，

同时左边树干区域８、９和右边树干区域１３、１４的

Ｌａｗｓ纹理值相差小，且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大；最

终分割的地面区域Ｌａｗｓ纹理值最高，两颗树木

的纹理值基本相同，且低于背景区域，说明合并后

区域的纹理是均匀的。

图７（ａ）为改进过分割的结果，图７（ｂ）为另一

幅冬季影像的最终分割结果，图８为华中地区普

通相机获取的大小为１５３６×２０４８像素的两幅夏

季影像的分割结果。由于图中近距离树木成像后

颜色、纹理清晰，所以能够被分割出来。

表１为不同图像中树和地面区域的Ｌａｗｓ纹

理能量测度，无论夏季还是冬季影像，地面和树区

域的纹理能量均十分稳定。

人们总希望能够使用最少的区域来代表一幅

影像内的信息，森林影像的主要信息为地面和树

木，分割的目的就是将地面和主要树木区分出来。

实验表明，综合了颜色空间的颜色特征和目标的

纹理特征的分割结果边缘准确，由于算法适用于

颜色、纹理区域的识别，树木无论距离远近，如果

在成像后颜色、纹理清晰，均可区分；而对于远距

离的小树木，在图像成像后区域纹理特征不显著，

无法区分。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对森林彩色影像进行分割的

方法。对颜色散度影像进行了多分辨率策略分

析，过分割结果通过ｌａｗｓ纹理能量测度得到了合

图１　冬季影像

Ｆｉｇ．１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

　　　
图２　低分辨率犛映像

Ｆｉｇ．２　Ｌｏｗ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犛Ｉｍａｇｅ

　　　
图３　高分辨率犛映像

Ｆｉｇ．３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犛Ｉｍａｇｅ

　　　
图４　初始过分割

Ｆｉｇ．４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５　聚类算法合并过程

Ｆｉｇ．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Ｍｅｒｇｉｎｇ
　　　　　　　　　

图６　Ｌａｗｓ纹理能量图犈犓

Ｆｉｇ．６　ＬａｗｓＴｅｘｔｕｒｅＥｎｅｒｇｙ犈犓Ｃｕｒｖｅ

图７　冬季影像分割结果

Ｆｉｇ．７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ｇｅ
　　　　

图８　夏季影像分割结果

Ｆｉｇ．８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Ｉｍａｇｅ

８０３



　第３３卷第３期 盛庆红等：基于颜色和纹理的森林影像分割方法

表１　不同图像中树和地面区域的犔犪狑狊纹理能量测度

Ｔａｂ．１　ＬａｗｓＴｅｘｔｕ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

图像 图７（ａ） 图７（ｂ） 图８（ａ） 图８（ｂ）

树 ３６８　４５７ ４９１ ５３６　４６０　５０４ ３９８　４４６

地面 １２６５ １０４６ １０７０ １００３　１１３０

并。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对森林彩色影像分割是

有效的，其分割结果可以用于森林影像的边缘匹

配及三维建模分析等。目前，对分割远距离的小

树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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