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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应用ＰＣＮＮ分割高空间分辨率光学卫星影像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双模态ＰＣＮＮ算法。利用北

京地区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弱化影像目标内部灰度变化信息对结果的影响，并能

提取影像目标几何结构特征信息，为高空间分辨率光学卫星影像分割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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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高空间分辨率光学卫星影像（简称高分辨率

影像）能够精细表达地表目标及其空间结构信息。

随着空间分辨率的提高，同一地物或目标在影像

中反映出更多的灰度变化信息，使得基于单个像

元光谱特征的目标信息提取方法不再有效，影像

分割为此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思路［１，２］。

脉冲耦合神经网络（ＰＣＮＮ）模拟生物视觉机

理，能够结合目标灰度及其空间分布信息应用于

数字影像分割［３６］。ＰＣＮＮ分割算法关键在于包

括联接强度、阈值衰减系数和联接域形态及权重

等算法参数的选择［４，５］。由于算法参数与分割结

果之间关系的非线性和复杂性，目前参数选择尚

无明晰理论基础。通常，由大到小调整联接强度

可以得到内容逐步精细的分割结果，因此，大部分

应用ＰＣＮＮ进行影像分割的算法过程为：保持其

他参数不变，依据特定算法或经验，选取合适的联

接强度以实现影像目标的最佳分割［４６］。然而，高

分辨率影像中目标信息复杂性及其内部灰度信息

多变性制约了上述过程，给实验分析选取合适联

接强度及后处理造成困难。针对这一问题，结合

ＰＣＮＮ图像平滑算法、快速联接机制
［３］和分割后

处理等过程，本文提出一种双模态ＰＣＮＮ高分辨

率影像分割算法。利用北京地区影像进行实验，

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１　双模态犘犆犖犖

双模态ＰＣＮＮ具有二维平面拓扑神经元结

构，所有神经元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工作机制，神经

元之间通过联接域相互联接和影响，影响程度由

神经元状态、联接域权重和联接强度共同决定。

单个神经元主要包括联接输入域、耦合乘积域和

脉冲激发器３个部分，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双模态ＰＣＮＮ神经元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Ｎｅｕｒｏ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

ＭｏｄｅＰＣＮＮ

网络工作时，单个神经元包括零联接强度模

态（模态１）和快速联接模态（模态２）。模态１与

模态２依次运行，惟一不同在于前者运行时联接

强度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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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１）～式（６）中，狀表示时间序号；犽表示神

经元编号；犛犽［狀］表示时刻狀反馈输入项；犐犽 表示

时刻狀输入强度，处理图像时等于对应像元灰度

值；犔犽［狀］表示时刻狀联接输入项；犖犽 表示联接域

形态；犠 表示联接域权重；犢犽［狀］表示时刻狀脉冲

输出项；犝犽［狀］表示时刻狀内部活动项；β表示联

接强度，模态１运行时取０；犜犽［狀］表示时刻狀阈

值；犆犪狋表示阈值衰减系数；犞狋表示阈值幅度系数；

犘犺［狀］表示时刻狀赋时矩阵。

双模态ＰＣＮＮ处理数字影像时，每个神经元

对应一个像元，依据影像灰度值从上至下通过两

种模态进行处理。两种模态共享除联接强度外的

网络参数，具有相同工作过程：利用初始算法参数

组，所有神经元依时序同步运行，直至影像中所有

像元对应神经元全部激发。每一时刻保持阈值和

联接强度不变，按照式（１）～式（４）迭代运行，直至

达到平衡状态［３］（称为快速联接）。公式（２）中联

接过程使得每个神经元接受一致的外部影响，能

够较好保持影像目标边界信息［３］。双模态ＰＣＮＮ

影像分割的基础为：通过神经元之间脉冲耦合使

得影像中空间相邻、灰度相似的像元对应神经元

同步激发，从而实现目标信息分割。需要注意的

是，双模态ＰＣＮＮ能够抑制噪声且分割目标边缘

信息，但是处理结果中不一定直接包含兴趣目标

信息，需要后处理得到最终结果。

２　分割技术流程

双模态ＰＣＮＮ影像分割技术流程见图２。依

据流程内部结构和逻辑关系，将其分为以下５个

基本步骤。

１）利用线性归一化将原始影像灰度变换到

区间［０，１］，依据经验选取联接强度、联接域形态

及权重、阈值衰减系数、阈值幅度系数、模态１迭

代次数、初始阈值等。

图２　双模态ＰＣＮＮ影像分割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ＭｏｄｅＰＣＮＮ

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保持联接强度为０，依据上述工作机理对

影像进行处理，将结果记录到赋时矩阵１中。

３）依据生成的赋时矩阵１，利用文献［３］中

ＰＣＮＮ迭代平滑方法对影像灰度进行调整，重复

以上操作，直到模态１迭代运行次数满足条件后

跳出循环。

４）调整联接强度，利用模态２处理，将结果

记录到赋时矩阵２中。

５）将赋时矩阵２中时序值合并且编码成灰

度级，获取影像中兴趣目标信息。

３　实验与结果分析

　　实验数据为北京首都机场扩建工地 Ｑｕｉｃｋ

Ｂｉｒｄ全色波段局部影像，获取时间为２００３年８

月，大小为４００像素×４００像素，空间分辨率为

０．６１ｍ，影像中目标信息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见图３（ａ）。首先选取算法参数，包括联接强度

（０．０２，０．０８，０．２）、联接域３×３方形邻域、阈值

衰减系数５、权重［０．４１，１，０．４１，１，０，１，０．４１，

１，０．４１］、阈值幅度系数１０００（每个神经元当且

仅当激发一次）、模态１迭代次数９、初始阈值１。

文献［３］中ＰＣＮＮ迭代平滑方法所需灰度调节参

数Δ＝（犜［狀］－犜［狀－１］）／２．０（犜 表示上述阈

值）。利用双模态ＰＣＮＮ对影像进行分割，赋时

矩阵２对应时序直方图见图４（时序值小的对应

亮目标），按其激发时刻对应阈值编码成像后见图

３（ｂ）、３（ｃ）、３（ｄ）。图５为图３（ａ）中白色虚线对

应图３（ａ）、３（ｂ）、３（ｃ）、３（ｄ）中灰度剖面曲线图。

依据影像目标特点，按４∶３∶３∶１８比例合并图

３（ｂ）并重新编码后结果见图６。

从以下４个方面综合分析双模态ＰＣＮＮ高

分辨率影像分割结果和性质。

１）由图３（ａ）、３（ｂ）可知，双模态ＰＣＮＮ直接

处理结果中，亮目标信息较暗目标信息更加完整，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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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对于原始影像中的目标信息，都存在不同程

度过分割。同时，由图３（ｂ）的激发时序直方图可

知，激发时序值小的目标信息量化数目小于激发

时序值大的目标信息量化数目。这主要由于双模

态ＰＣＮＮ算法按照影像中灰度及其空间分布信

息进行分割，尚不能处理目标语义信息，因此对具

有多个灰度级的目标信息将会过分割。同时，算

法运行所需分割阈值受衰减系数决定，呈指数下

降，对应相邻激发阈值灰度区间会不断减小，使得

算法区分低对比度暗目标信息能力不断加强，从

而产生图４所示时序直方图。

２）由图３、图４、图５可知，随着联接强度的

增大，双模态ＰＣＮＮ直接处理结果呈现出以下特

征：① 结果中大多数目标更加完整，且与原始影

像中主要边缘信息具有一致性；② 激发时序值小

的大部分目标保持一定几何形态，面积不断扩大；

③ 激发时序值大的大部分目标基本保持不变，均

在结果中占据较小面积，这是由于双模态ＰＣＮＮ

中快速联接方式结合式（２）中联接过程能够较好

区分目标边界信息，使得处理结果中目标几何形

态得到较好保持。随着联接强度增大，灰度值较

大的目标像元首先激发，并更有能力俘获与其空

间相邻的像元，使得同一时刻激发的目标面积不

断增大。由于自身灰度空间分布和亮目标按照时

序首先激发的原因，使得具有相似灰度值的暗目

标在空间上不相邻，故在结果中基本保持不变。

图３　联接强度处理所得赋时矩阵２编码后影像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ｆｒｏｍ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ａｔｒｉｘ２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ｎｋｉｎｇ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图４　双模态ＰＣＮＮ处理所得赋时矩阵２

按时序编码后直方图

Ｆｉｇ．４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ｆｒｏｍ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ａｔｒｉｘ２

图５　原始影像与处理结果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Ｏｒａ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ｃｔｓ

图６　图３（ｂ）重新编码结果图

Ｆｉｇ．６　ＭｅｒｇｅｄＩｍａｇｅｆｒｏｍＦｉｇ．３（ｂ）

　　３）由图６可知，通过后处理合并可以得到部

分兴趣目标信息。对照密度分割、聚类分割［７］不

难看出，双模态ＰＣＮＮ影像分割的特点是：同步

考虑目标灰度及其空间分布信息来进行处理，能

够抑制目标内部灰度信息多变性，同时较好区分

目标边界信息。

４）按照算法流程依次分析双模态ＰＣＮＮ影

像分割时空复杂度。对于模态１，相当于对输入

影像进行一次密度分割；对于影像灰度调整，相当

于对输入影像进行一次邻域为３×３的卷积运算。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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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联接强度为０，以上二者时空复杂度只与输

入影像大小和阈值衰减系数有关。对于模态２，

时空复杂度与阈值衰减系数、联接强度、影像中目

标及其灰度分布特征等有复杂非线性关系，较难

直接分析。从本次实验来看，其他参数不变的情

况下，随着联接强度的增大，模态２时间复杂度呈

递增趋势。本次实验联接强度为０．０２、０．０８、０．２

时，完成模态１迭代９次所需时间分别为３９ｓ、３９

ｓ、３９ｓ，模态２所需时间分别为３９ｓ、５２ｓ、１４４ｓ。

模态１、２均对输入影像进行并行处理，通过并行

算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效率。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ＰＣＮＮ应用于高分辨率影像分割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双模态ＰＣＮＮ分割算法，并

利用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卫星影像进行分割实验，将分割

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该算法能够弱化影像目

标内部灰度变化信息对结果的影响，并能提取影

像目标几何结构特征信息，为高分辨率影像分割

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同时，由于算法参数与分割

结果之间关系的非线性和复杂性，文中算法利用

不同联接强度分割影像结果存在一些差异，特别

是对于弱边界目标信息，其实用性仍需在具体应

用中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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