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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多水平集演化的非监督高分辨率影像分割模型，避免传统多水平集方法中的区域重叠问题。提

出新的水平集函数重初始化技术加快曲线演化，该模型缓解面向像元分割中的“椒盐效应”及面向对象分割中

尺度选择不佳造成的过／欠分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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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水平集分割方法
［１，２］凭借其自由拓

扑性及多信息共融性，引起了数学、计算机视觉等

领域学者的兴趣，但已有相关研究大都针对两区

域而不是多区域分割，因此，Ｖｅｓｅ等
［３］提出了犖

维水平集矢量实现２犖个区域的分割模型。一些

学者［４６］也为推动多水平集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已有算法主要针对医学、视频图像，而涉及遥感

图像的算法较少。尽管文献［６８］研究了犖 维或

犖－１维水平集矢量实现犖 个区域的分割模型，

但尚不深入。本文探索性研究了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的多水平集分割模型。

１　曲线簇演化模型

１．１　总变分流的特征空间滤波

采用基于总变分（ＴＶ）流的滤波技术，本文先

提取能量纹理特征，再综合原始光谱波段，组成特

征空间，利用矢量ＴＶ流
［９］实现特征图像的滤波。

滤波前后的结果对比表明，该技术在降低区域内

部异质性的同时，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对比度。

１．２　区域竞争的能量方程

区域分割即是将给定图像域Ω 划分成多个

同质但互不重叠的区域犚犻（犻＝１，２，…，犖）。假设

以弧长狊、时间狋为参数的闭合曲线为γ（狓（狊，狋）），

本文利用犖－１个闭合曲线实现图像划分犚＝

｛犚犻｝
犖
犻＝１。首先建立曲线簇的能量函数犈｛珗γ犻｝

犖－１
犻＝１ ，

能量函数来源于曲线的几何特性和图像信息，其

中，图像能量是曲线演化的主要驱动力。

建立曲线簇珗γ犻（狓（狊，狋））：［０，１］→Ω，犻＝１，２，

…，犖－１所围成的区域犚珗γ犻与区域犚犻（犻＝１，２，

…，犖）之间的对应关系，则犚１＝犚珗γ１，犚２＝犚
犮
珗γ１∩

犚珗γ２，…，犚犽＝犚
犮
珗γ１∩犚

犮

珗γ２
∩…∩犚

犮

珗γ犽－１

∩犚珗γ犽，…，犚犖＝犚
犮

珗γ１
∩犚

犮

珗γ２
∩…∩犚

犮

珗γ犖－２
∩犚

犮

珗γ犖－１
。其

中，犚珗γ犻、犚
犮

珗γ犻
分别表示珗γ犻的内、外区域

［８］。这样，能

量方程为：

犈｛珗γ犻｝
犖－１
犻＝１ ＝∫犚

珗γ
１

ξ１（狓）ｄ狓＋∫犚
犮
珗γ１
∩犚珗γ２

ξ２（狓）ｄ狓＋…

＋∫犚
犮

珗γ１
∩犚
犮
珗γ２
∩…∩犚

犮
珗γ犽－１

∩犚珗γ犽

ξ犽（狓）ｄ狓＋…＋

∫犚
犮

珗γ１
∩犚
犮

珗γ２
∩…∩犚

犮

珗γ犖－２
∩犚
犮

珗γ犖－１

ξ犖（狓）ｄ狓＋μ∑
犖－１

犻＝１∮珗γ犻ｄ狊

（１）

式中，最后一项是曲线总长度的惩罚项；μ是加权

常数，目的是保证区域边界的光滑性。而图像函

数ξ犻（狓）反映了区域犚犻（犻＝１，２，…，犖）的统计特

征，前犖 个图像能量项反映了区域间的能量竞

争，当能量函数（１）达到全局或局部极小值时，分

割结束。

１．２．１　非监督图像能量项

本文提出了多波段影像的非监督图像能量

项。假设有滤波后的犕 维特征矢量珗狌｛狌１，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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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犕｝，则函数ξ犻（狓）可表示为：

ξ犻（狓）＝∑
犕

犽＝１

π（犻，犽）（狌犽－犮犻犽）
２，犻＝１，２，…，犖

（２）

式中，π（犻，犽）∈［０，１］是第犻区域上第犽个特征分

量逼近误差（狌犽－犮犻犽）
２的加权常数；犮犻犽是一动态更

新的常数，表示第犽个特征区域犚犻（犻＝１，２，…，

犖）的特征均值
［１０］。

１．２．２　重分割惩罚项

能量方程有时并不能保证图像分割中犚犻∩

犚犼＝｛０｝（犻≠犼）的条件成立
［６］。Ｚｈａｏ等

［４］提出了

通过减少区域交叉面积的重叠惩罚项，但它并不

能完全避免重分割现象，并对λ值有较大的依

赖［６］。因此，本文提出了新的重分割惩罚项，它选

择ξ犻（狓）（犻＝１，…，犖－１）值最小的犻作为狋时刻

像元狓的最终标号犔，表示为：

犔（狓，狋）＝ ｍｉｎ
１≤犻≤犖－１

｛ξ犻（狓，狋）｝ （３）

式中，将ξ犻（狓）重写成ξ犻（狓，狋）表示狋时刻像元狓

处的ξ犻（狓）函数值。

１．２．３　曲线簇演化方程

将能量方程（１）简写成与珗γ犻有关与无关的积

分项之和，再利用变分原理最小化简化后的能量

方程，将能量变分δ犈／δ珗γ犻表示成梯度下降流，则

产生如下曲线演化方程组：

珗γ１

狋
（狓）＝－［ξ１（珗γ１（狓））－１（珗γ１（狓））＋μκ１］珗狀１

　　　　　　

珗γ犻

狋
（狓）＝－［ξ犻（珗γ犻（狓））－犻（珗γ犻（狓））＋μκ犻］珗狀犻

　　　　　　

珗γ犖－１

狋
（狓）＝－［ξ犖－１（珗γ犖－１（狓））－犖－１

　　（珗γ犖－１（狓））＋μκ犖－１］珗狀犖－

烅

烄

烆 １

（４）

犻（珗γ犻（狓））＝ξ犻＋１（狓）χ犚
珗γ
犻＋１

（狓）＋ξ犻＋２（狓）χ犚
犮

珗γ
犻＋１

（狓）

χ犚
珗γ犻＋２

（狓）＋… ＋ξ犖－１（狓）χ犚
犮

珗γ
犻＋１

（狓）…χ犚
犮

珗γ
犖－２

（狓）

χ犚
珗γ
犖－１

（狓）＋ξ犖（狓）χ犚
犮

珗γ
犻＋１

（狓）…χ犚
犮

珗γ
犖－２

（狓）

χ犚
犮

珗γ
犖－１

（狓）

式中，珗狀犻、κ犻分别表示珗γ犻的外法矢量和平均曲率。

２　水平集实现

将式（４）在水平集框架下求解。假设曲线簇

｛珗γ犻｝
犖－１
犻＝１ 对应的水平集函数矢量Φ｛Φ１，Φ２，…，

Φ犖－１｝，其中，闭合曲线珗γ犻可用水平集函数Φ犻的零

水平集Φ犻＝０表示，而其内、外部分别对应区域

Φ犻＞０和Φ犻＜０，则方程（４）可用下列犖－１个伴

随的偏微分方程组（ＰＤＥｓ）表示：

Φ１

狋
（狓）＝－［ξ１（狓）－１（狓）＋μκ１］Φ１

　　　　　　

Φ犻

狋
（狓）＝－［ξ犻（狓）－犻（狓）＋μκ犻］Φ犻

　　　　　　

Φ犖－１

狋
（狓）＝－［ξ犖－１（狓）－犖－１（狓）＋

　　μκ犖－１］Φ犖－

烅

烄

烆 １

（５）

犻（狓）＝ξ犻＋１（狓）χ｛Φ犻＋１（狓，狋）＞０｝（狓）＋ξ犻＋２（狓）

χ｛Φ犻＋１（狓，狋）≤０｝（狓）χ｛Φ犻＋２（狓，狋）＞０｝（狓）＋…

＋ξ犖－１（狓）χ｛Φ犻＋１（狓，狋）≤０｝（狓）…χ｛Φ犖－２（狓，狋）≤０｝（狓）

χ｛Φ犖－１（狓，狋）＞０｝（狓）＋ξ犖（狓）χ｛Φ犻＋１（狓，狋）≤０｝（狓）…

χ｛Φ犖－２（狓，狋）≤０｝（狓）χ｛Φ犖－１（狓，狋）≤０｝（狓）

式中，κ犻为水平集函数平均曲率；χ｛Φ犻（狓，狋）≤０｝（狓）表

示示性函数。该模型的初始条件及边界条件参见

文献［２］。用水平集函数的符号进行区域划分，设

犚犻（狓，狋）＝｛狓∈Ω｜Φ犻（狓，狋）＞０｝（犻＝１，２，…，犖－

１），则最终的分割可用集合｛犚１，犚
犮
１∩犚２，…，

（∪
犖－１
犻＝１犚犻）

犮｝表示。

在条件（３）约束下求方程（５）的数值解，用差

分近似代替微分。空间采样间隔为１像元。采用

显式数值解法，故时间步长Δ狋较小。为保持水平

集函数的光滑及连续性，应定期重初始化。

本文提出了基于距离变换的快速重初始化

法。假设Φ
０
犻（狓，狋）、Φ犻（狓，狋）分别表示狋时刻重初

始化前后的水平集函数，利用其数值无关性产生

二值矩阵犐犻（犻＝１，２），并分别定义为示性函数

犐１｛Φ犻（狓，狋）≥０｝（狓，狋）和犐２｛Φ犻（狓，狋）≤０｝（狓，狋），则Φ犻（狓，狋）＝

ｄｉｓｔ（犐１（狓，狋））－ｄｉｓｔ（犐２（狓，狋））。其中，ｄｉｓｔ（犐犻）表

示二值矩阵犐犻（犻＝１，２）的欧氏距离变换函数。该

方法在实现了Φ犻重初始化的同时，降低了中间计

算量，加快了迭代过程。与常用的重初始化方

法［３］（如二阶精度不震荡（ＥＮＯ２）方法）相比，它

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ＰＤＥｓ求解过程就可使等

式｜Φ犻｜＝１成立，从而提高了算法效率。

３　实验与分析

选取典型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２５６ＭＲＡＭ、１．８ＧＣＰＵ 环境下，用 Ｍａｔｌａｂ工具

进行了测试。将本文方法（方法１）分割结果与

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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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４．０软件包的多尺度分割法（方法２）

及犽均值算法（方法３）对比。

图１是郊区场景，大小是２１７×１８９，时间步

长为０．１时，用３个水平集函数分成４个区域；图

２是城区场景，大小是２３６×２５１，时间步长为

０．００２时，用４个水平集函数分成５个区域。实

验结果表明，犽均值算法易受细节干扰；而本文方

法与多尺度算法分割效果对此均有很大改善。其

中，本文方法分割后的居民区更完整，边界平滑；

而对图１、２用多尺度方法分别在１３０和１００的尺

度下进行分割，但因尺度选择不佳出现了过分割

现象（如居民区）。此外，本方法针对图２所示影

像目标显示了更好的分割效果。

采用Ｎｅｕｂｅｒｔ
［１１］提出的评价测度与方法２开

图１　ＳＰＯＴ５多光谱影像分割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ＯＴ５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ｙ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２　全色锐化的ＩＫＯＮＯＳ多光谱影像分割结果对比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ｎ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ＫＯＮＯＳ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ｙ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展在目视最优尺度下的分割结果的对比。先对各

测试数据人工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参考目标，依据

ＤＬＧ获得其参考目标值，计算选定分割目标的测

度值，最后统计各指标的绝对平均差异（见表１）。

表１　平均性能分析

Ｔａｂ．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评价

指标

参考

目标

数／个

面积

平均差

异／％

周长

平均差

异／％

形状指

数平均

差异／％

平均部

分分割

数／个

图１
方法１ ４ ３．１４ ６．０３ １２．５８ ０．８９

方法２ ４ １７．１３ ３１．０３ ３５．２７ １．１７

图２
方法１ ６ ２０．６１ １２．３３ １８．１７ ３．４２

方法２ ６ ２２．９４ １６．１２ ２１．２４ ３．５２

　　从表１看出，本文方法比多尺度方法有更高

的几何一致性，分割后目标更完整，准确性更高。

在模型的数值实现中，提出了快速重初始化

技术。与二阶精度的非震荡（ＥＮＯ２）重初始化方

法对比表明，本文提出的重初始化技术使曲线演

化速度平均加快了０．９７倍，加速了分割过程。

４　结　语

针对高分辨率影像，本文构造了非监督多水

平集分割模型。该模型具有非监督性、快速性以

及消除模糊分割等优点。实验表明，本方法分割

后边界平滑，缓解了过／欠分割，可与特定尺度下

的多尺度分割方法相竞争。但随着影像维数增

加，计算量会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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