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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密度分析的遥感影像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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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全局性密度分析指标往往无法适应局部集群分布特征，提出一种新的层次密度分析方法，达到

自适应遥感影像分割的目的，取得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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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分析（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一种新的探索

型非监督分割方法，其主要思想是找出整个特征

空间中的高密度区和低密度区，通过对高密度区

域的连通，将特征空间中的特征点划分为不同的

集群［１］。ＤＢＳＣＡＮ
［２］、ＯＰＴＩＣＳ

［３］和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

算法［４］是密度算法的代表。

为了衡量数据空间中数据点的集群密度特

性，现有的密度分析方法一般都需要设定某种全

局性的密度分析参数。遥感影像的光谱特征空间

具有多维甚至高维的特点，光谱集群的分布是复

杂的，全局性的密度分析指标往往无法适应局部

集群分布特征，如何自适应地进行簇与簇之间的

分离是将密度分析思想应用于遥感影像中的关

键。本文提出一种层次密度分析（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ｄｅｎ

ｓ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ＤＡ）法进行遥感影像分割。在光

谱空间的不同区域，进行相应的密度参数估计，并

在该参数的指导下进行分割。

１　网格法分割

ＨＤＡ方法包括粗分割和细分割两个过程。

通过网格法得到粗略的密度分割集团，在此基础

上，针对每个集团分别进行密度参数估计。细分

割则是在每个集团内部，基于相应密度参数进行

分割以得到更精细的簇。

格网法分割的基本思路是，将光谱空间量化

为矩形超立方体单元，形成高维网格结构，然后统

计落在各网格单元中的数据点的数量，通过对高

密度网格的连接，形成不同的网格集团，进而将落

在不同网格集团中的特征点划分为不同的类属。

具体步骤如下。

１）建立多维特征空间的网格结构

令犢犽 表示第犽波段的遥感影像（包含 犕 个

像元），则多特征影像序列犢１，…，犢犽，…，犢狀 构成

狀维特征空间Ω。以犠 为网格边长，将Ω的每一

维等分为犔 等份，构成具有犛（犛＝犔犿）个网格单

元的网格化空间，网格单元记为犆犻（１≤犻≤犛），特

征空间中的数据点记为犘犿（１≤犿≤犕）。

２）进行网格密度统计

初始化网格密度表犇犻＝０（１≤犻≤犛），并且初

始化数据点网格对照表犗犿＝０（１≤犿≤犕）。然

后，遍历犕个数据点，根据犘犿 在特征空间的坐标

进行判断，如果属于网格犆犼，则令犗犿＝犼，同时将相

应网格的密度犇犼加１，完成网格单元密度统计。

３）建立网格密度梯度转移表

完成网格密度统计之后，便可依据网格的邻

接关系进行空间网格的聚类，这是粗分割的关键

环节。

网格密度梯度转移表记为珦犇犻（１≤犻≤犛），它

反映该网格的密度与周围网格的关系。如果周围

网格密度都比该网格小，则令珦犇犻＝犻，即指向自

己；否则，则记录与它相邻的网格中密度最大的网

格的序号。

本文所指的相邻网格，在二维空间内可定义

为四连通邻域；在三维空间内则是六连通网格。

对于有狀波段的狀维光谱空间，可定义为坐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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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狀－１个相同分量，而且不相同的那个分量在数

值上仅相差１的网格。

本文以两个波段为例说明格网密度转移表的

作用。图１所示的圆点代表其所在的该网格，箭

头方向代表该网格密度梯度转移方向。因为密度

最大的网格其梯度转移方向总是指向自身，而其

他网格通过这种梯度转移总能最终指向某一个局

部密度最大网格。如果有多个网格的最终指向都

为网格犆狇，则这些网格都被赋予标识狇，属于同一

网格密度集团。

４）对每个像元进行粗分割编码

完成网格的聚类后，网格密度集团中所包含

的所有数据点就有了相同编码，构成同一个密度

集团。确定了全部 犕 个像元的类属后，由 犕 个

点位构成的编码图即为粗分割结果。

图１　格网密度转移分割过程

Ｆｉｇ．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ｉ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ｈｉｆｔ

２　基于数据点邻域分析的细分割

２．１　密度参数估计

在经典ＤＢＳＣＡＮ算法中，基于数据点邻域分

析算法的主要步骤是：从第一个对象狆开始，检

索整个数据对象集，如果狆满足在给定半径ε的

邻域内数据对象的个数大于ω，则认为狆是一个

核心对象；然后以狆为种子，递推式地寻找从对

象狆出发能够密度连通的所有对象，形成聚类。

在本文中，作为粗分割的结果，数据点犘犿（１

≤犿≤犕）被划分至若干个密度集团犵１、犵２、…、犵犽

中，接下来的细分割则是在每个集团犵犻内部进行

的，这就能够根据每个密度集团的具体情况来进

行相应参数的估计。针对密度集团犵犻，确定相应

的参数邻域半径ε犻和邻域内最少数据点个数ω犻，

这是使 ＨＤＡ方法具备自适应性的关键环节。

设犌犻 表示集团犵犻 拥有的网格单元数量，狋犻

表示犵犻中数据点的个数，犠 表示网格边长（对于

２５６级灰度影像，犠＝２５６／犔），狀表示特征空间维

数，可采用下式确定ω犻：

ω犻 ＝珋ρ犻·犞ｒａｔ犻 ＝
狋犻
犌犻
·
（２ε犻）

犖

犠犖
（１）

ε犻 ＝ （犠／２）·犔ｓｃａｌｅ，０＜犔ｓｃａｌｅ＜１ （２）

式（１）中，珋ρ犻 表示集团犵犻 的平均网格单元密度；

犞ｒａｔ犻近似表示邻域空间与网格单元空间的超体积

之比。式（２）中，犔ｓｃａｌｅ是一个全局尺度因子，用来

控制邻域半径尺度。在式（１）、式（２）定义下，ω犻

严格依赖于犵犻，同时与ε犻 相对应，而分割的尺度

则由犔ｓｃａｌｅ因子控制。

２．２　针对高维光谱空间的密度参数估计

对于波段较多的遥感影像尤其是高光谱数据

而言，网格法分割步骤中将会产生大量稀疏网格，

这将使密度转移方法产生大量独立单点集团，多

数点会被认为是噪音，导致 ＨＤＡ算法失去实际

意义。针对高维影像，本文在两级分割步骤中分

别采用不同的特征维数，即网格分割在低维特征

空间中进行，然后在高维的光谱特征空间中，进行

密度参数估计并进行邻域密度分析。这样，式（１）

中基于低维空间统计出的参数狋犻 和犌犻 并不能直

接体现出高维空间中的集群密度特征。因此，针

对高维特征空间中集团密度参数的估计，可以采

取如下方法。

设集团犵犻中包含犜 个数据点，记存在犘
犻
狋、犘

犻
狆

∈犵犻（１≤狋，狆≤犜），则邻域半径为：

ε犻 ＝珚犇
犻
ｍｉｎ＋（珚犇

犻
ｍａｘ－珚犇

犻
ｍｉｎ）犔ｓｃａｌｅ，０＜犔ｓｃａｌｅ＜１（３）

珡犇犻ｍａｘ＝
１

犜∑
犜

狋＝１

ｍａｘ
１≤狆≤犜

（ｄｉｓ（犘犻狋，犘
犻
狆）） （４）

珡犇犻ｍｉｎ＝
１

犜∑
犜

狋＝１

ｍｉｎ
１≤狆≤犜

（ｄｉｓ（犘犻狋，犘
犻
狆）） （５）

珡犇犻狋 ＝
１

犜∑
犜

狆＝１

ｄｉｓ（犘犻狋，犘
犻
狆） （６）

ω犻 ＝
１

犜∑
犜

狆＝１

珚犆犻狋 （７）

式中，ｄｉｓ（犘犻狋，犘
犻
狆）表示数据点犘

犻
狋 和犘

犻
狆 之间的距

离；珚犆犻狋表示在集团犵犻中与点犘
犻
狋的距离小于珡犇

犻
狋的

点的个数，该值由统计得出。

２．３　数据点密度邻域分析法

求解出邻域半径ε犻 和邻域内最少数据点个

数ω犻之后，即可在每个密度集团犵犻 内部进行数

据点邻域分析。步骤如下。

１）遍历集团编码图，建立起集团犵犻（１≤犻≤

犓）与所包含数据点像元序号的索引表犝犻（１≤犻≤

犓）。初始化簇编码表犙犿＝０（１≤犿≤犕），初始化

核心对象逻辑标记表犅犿（１≤犿≤犕）为假。

２）令犻＝１，犐ｃｌｕｓｔｅｒ＝０。

３）集团犵犻 所包含的第一个数据点记为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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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ｓｅｅｄ，令狆＝狆ｓｅｅｄ作为种子入栈。

４）对栈顶元素狆，根据犝犻，在犵犻包含的所有

成员中进行狆 的ε犻 邻域搜索。如果ε犻 邻域内点

数超过ω犻，则认为狆是核心对象，转步骤５）；否

则，转步骤７）。

５）由犝犻 确定狆 的像元序号，若犙Ｎｕｍ＝０，

犐ｃｌｕｓｔｅｒ＝犐ｃｌｕｓｔｅｒ＋１。

６）更新簇编码表，令犙Ｎｕｍ＝犐ｃｌｕｓｔｅｒ，同时，将狆

所有的密度可达点都赋予与狆相同的犐ｃｌｕｓｔｅｒ。令

犅Ｎｕｍ为真，将狆出栈，然后针对狆的每个直接密

度可达点，在标记表犅犿（１≤犿≤犕）中查找相应

表项，若为假则将其入栈，转至步骤４）。

７）将狆出栈，若狆不是犵 中最后一个数据

点，则将狆的下一个点作为新的狆 入栈，转至步

骤４）；否则，转至步骤８）。

８）若犻＜犓，令犻＝犻＋１，转至步骤３）；否则，

输出簇编码表犙犿（１≤犿≤犕）。

在分割编码表中，编码相同的属于同一个簇，

编码为零的数据点不属于任何簇，被认为是噪音。

３　实验分析

３．１　犃犛犜犈犚数据实验

分别采用星载ＡＳＴＥＲ数据和机载ＯＭＩＳ数

据对本文中的算法进行实验。ＡＳＴＥＲ数据包含

ＶＮＩＲ、ＳＷＩＲ和 ＴＩＲ三类数据，进行过采样、配

准和特征选择之后，得到ＡＳＴＥＲ数据６维特征。

粗分割和细分割两个阶段的分割均在６维特征空

间中展开。

图２（ａ）和２（ｂ）分别是ＤＢＳＣＡＮ算法在（ε＝

５０，ω＝５）和（ε＝４０，ω＝１０）条件下的分割结果。

图２（ｃ）和２（ｄ）分别是ＨＤＡ算法在犔ｓｃａｌｅ＝０．８和

犔ｓｃａｌｅ＝０．６条件下的分割结果。

从图２（ａ）可以看出，对于较大尺度的邻域条

图２　ＡＳＴＥＲ数据实验分析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ＡＳＴＥＲＤａｔａ

件，ＤＢＳＣＡＮ的大尺度分割结果往往出现不合理

现象，例如左上部的湖水与左下角的农田出现混

淆现象；而当尺度较小时，则出现较多过度分割，

如图２（ｂ）中江水中出现许多不合理像斑，破坏了

目标的整体性。

密度分析方法在光谱空间的自适应性，就是

指对光谱空间的不同局部位置，能采用不同的标

准进行分割，使之能适合该区域集群的分布状态。

从图２（ｃ）和图２（ｄ）可以看出，当 ＨＤＡ的犔ｓｃａｌｅ因

子变化时，并没有在整个光谱空间中产生处处相

同的影响，而是针对不同的集团进行不同程度的

细分割。从以上江水分割结果的实验对比分析中

可以看出这种效果，这正是 ＨＤＡ方法所希望达

到的。

３．２　犗犕犐犛数据实验

实验数据采用机载 ＯＭＩＳ１于２００２年４月

所获取的江苏宜兴地区高光谱影像，如图３（ａ）所

示。实验的目的在于检验在高维条件下 ＨＤＡ方

法的可行性，以及噪声标识情况。在网格初分割

阶段采用较低维数（５维）有效特征，然后采用３４

维特征影像进行密度集团参数估计，并进行邻域

密度分析。两种尺度的分割编码影像如图３（ｂ）

和图３（ｃ）所示，各阶段对各密度集团的特征统计

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阶段分割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Ｂｏ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初分割集团 点数

簇的个数 噪声点个数

尺度为

０．８５

尺度为

０．６５

尺度为

０．８５

尺度为

０．６５

犵１ ３２５４７ ３ ４ ２１２ ２６３

犵２ ８５６９７ ４ ７ ４７７ ６２７

犵３ ４５２８９ １ ２ ２９８ ３４４

犵４ ３９５９２ １ ３ ２４１ ３１７

犵５ ２６２２７ ２ ２ １３１ １８２

犵６ １７０６３ １ ４ １１３ ２３１

孤立点数 ３６９ 合计 １４７２ １９６４

２１３



　第３３卷第３期 龚　颵等：基于层次密度分析的遥感影像分割方法

图３　ＯＭＩＳ数据 ＨＤＡ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ＭＩ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ＤＡ

　　从表１可以看出，ＨＤＡ方法对于噪声点的

标记处于正常水平。实验中，在两种尺度下分别

累计标记噪声个数为１８４１（３６９＋１４７２）和２３３３

（３６９＋１９６４），噪声点占影像数据的比例分别为

０．７４６％和０．９４５％，并没有因为特征维数的升高

而出现大比例噪声点的异常情况。

４　结　语

ＨＤＡ方法通过网格初分割、密度集团参数

估计和邻域密度分析来实施影像分割。利用该方

法进行多光谱和高光谱遥感影像分割实验表明，

ＨＤＡ方法能在自适应条件下进行多尺度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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