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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多分辨率马尔可夫场（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ｏｖ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ＭＲＭＲＦ）模型的小

波域多光谱纹理影像分割方法。该方法采用可变的权重参数连接小波分解的多尺度特征场和标记场，通过直

接映射，将上一尺度的分割结果作为下一尺度的初始结果，最细尺度上的分割结果作为算法的最终分割结果。

实验表明，本文算法能够降低多光谱纹理图像分割的错误率。

关键词：多分辨率马尔可夫随机场；小波变换；多光谱纹理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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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理是对图像像元特征空间分布的一种描

述，它在局部表现出不规则性，而在整体上表现出

某种规律性。ＭＲＭＲＦ模型因其较高的计算效

率、描述更大的空间邻域的能力和较强的抗噪性

能而备受研究者的青睐［１４］。小波变换是建立图

像多尺度序列的有效方法［１，２，５，６］，然而，小波系数

具有“尖峰值、重拖尾”的非高斯形式［７］。因此，在

ＭＲＭＲＦ模型各尺度特征场建模过程中经常采

用的高斯马尔可夫随机场（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Ｍａｒｋｏｖｒａｎ

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ＧＭＲＦ）模型
［１，２，５，６，８］，难以准确描述该

尺度下的特征。因此，寻找一种既能充分利用

ＧＭＲＦ简单性又能兼顾小波系数特性的小波域

ＭＲＭＲＦ纹理图像分割方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小波域变权重 ＭＲＭＲＦ多

光谱纹理影像分割的新方法。

１　纹理图像的 犕犚犉建模和 犕犃犘

估计

　　纹理图像经常使用定义在有限格网犔上的

ＤＳＭＲＦ模型进行建模
［１，２，４，５，８，９］。假设犢 表示纹

理特征场，犡 表示标记场，则纹理图像狔和它的

一个分割结果狓可以分别视为犢 和犡 的一个现

实。基于极大后验估计（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ＭＡＰ）的图像分割就是在给定特征场的一个现实

的条件下，寻找标记场的所有现实中具有最大后

验概率的那个现实：

狓^＝ａｒｇｍａｘ
狓

｛犘（狓狘狔）｝ （１）

根据Ｂａｙｅｓｉａｎ准则，有：

狓^＝ａｒｇｍａｘ
狓

｛ｌｎ（犘（狔狘狓））＋ｌｎ（犘（狓））｝（２）

　　邻域系统中，标记场的联合分布犘（狓）可表

示为：

犘（狓）＝ ∏
（犻，犼）∈犔

犘（狓犻犼狘η
犡
犻犼） （３）

式中，犻犼表示位置（犻，犼）；犘（狓犻犼｜η
犡
犻犼）为标记场局部

马尔可夫概率，可用多级逻辑（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ＭＬＬ）模型求取
［２，５］；η

犡
犻犼为位置（犻，犼）的标记场

邻域集合。

假设类条件独立，使用ＧＭＲＦ模型来描述每

个分割区域的特征数据［２，４，５，８］，则犘（狔｜狓）为：

犘（狔狘狓）＝ ∏
（犻，犼）∈犔

犘（狔犻犼狘η
犢
犻犼，狓犻犼 ＝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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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犽＝１，２，…，犓 为分割标记；犘（狔犻犼｜η
犢
犻犼，狓犻犼＝

犽）表示ＧＭＲＦ模型的局部条件概率；η
犢
犻犼为位置

（犻，犼）的特征场邻域集合。

在邻域系统中，如果只考虑二阶邻域的ＧＭ

ＲＦ模型和双点势团的 ＭＬＬ 模型，由式（３）、

式（４），并根据式（２），可以得到：

狓^＝ａｒｇｍｉｎ
狓 ∑

（犻，犼）∈犔
∑
τ∈犖

犞犮（狓犻犼，狓犻犼＋τ）｛ ＋

∑
（犻，犼）∈犔

１

２
犲Ｔ犻犼Σ

－１
犽犲犻犼＋ｌｎ（狘Σ犽狘（ ）｝）

＝ａｒｇｍｉｎ
狓
犈狓＋犈狔狘｛ ｝狓 （５）

式中，犞犮（狓犻犼，狓犻犼＋τ）＝
－β，狓犻犼＝狓犻犼＋τ

β，狓犻犼≠狓犻犼＋
｛

τ

为双点势团

函数；犲犻犼＝狔犻犼－μ犽－∑
τ∈犖
θ犽，τ（狔犻犼＋τ－μ犽）是位置（犻，

犼）处的零均值高斯白噪声向量；μ犽、Σ犽、θ犽，τ为第犽

类特征均值向量、噪声的条件协方差矩阵和双点

基团的空间交互参数矩阵；τ∈犖＝｛（－１，－１），

（－１，０），（－１，１），（０，－１），（０，１），（１，－１），（１，

０），（１，１）｝表示二阶邻域中每一元素与（犻，犼）的距

离；犈狓、犈狔｜狓分别表示标记场能量和给定标记条件

下的特征场能量。在分割过程中，犈狓促使整个分

割结果包含更多的区域信息，而犈狔｜狓则使分割结

果中包含更多的细节信息。

２　小波域多光谱纹理影像的 犕犚犕

犚犉建模

　　小波变换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时频分析工具，

很多文献都使用离散小波变换来生成图像的多尺

度表达［１，２，５，６］。假设多光谱纹理影像狔定义在大

小为犖×犖 的格网犔 上，具有犖狆个波段。对狔

作犑层小波分解，也就是分别对每个波段作犑层

小波分解，小波分解图像记为犠犔。经过犑层小

波分解后，犔可分解为：

犔＝｛犔犔（犑），犔犎（犑），犎犔（犑），犎犎（犑），…，

犔犎（１），犎犔（１），犎犎（１）｝ （６）

犔的每一个元素上定义了犖狆个子带图像，分别对

应每个波段在该子带上的分解结果。尺度狊∈

｛１，２，…，犑｝上的格网为犔狊＝｛（犻，犼）；１≤犻，犼≤犖／

２狊｝，则定义在犔狊上的特征场可以用各个波段在该

尺度上小波分解的系数组成的向量场来表示。

犑层小波分解后，标记场可以表示为：

犡犔 ＝ 犡
（１），犡

（２），…，犡
（狊），…，犡

（犑｛ ｝） （７）

式中，犡
（狊）表示尺度狊上的标记场。

本文通过直接投影的方式考虑尺度间的依赖

关系，将较低分辨率尺度的分割结果作为邻近的

较高分辨率尺度的初始分割。建模时，假设各尺

度之间标记场相互独立，使用 ＭＬＬ模型对每一

尺度标记场建模，则所有尺度的标记场的联合概

率分布可以表示为：

犘（犡犔）＝∏
犑

狊＝１
∏
（犻，犼）∈犔狊

犘（狓
（狊）
犻犼 狘η

犡
（狊）

犻犼 ） （８）

η
犡
（狊）

犻犼 为尺度狊上位置 犻，（ ）犼 的标记场邻域集合。

假设每一尺度上的特征满足类条件独立，使

用ＧＭＲＦ对狊层的特征场建模，则所有尺度特征

场的联合概率分布可以表示为：

犘（犠犔狘犡犔）＝∏
犑

狊＝１
∏
（犻，犼）∈犔狊

犘（狑
（狊）
犻犼 狘η

犠
（狊）

犻犼 ，狓
（狊）
犻犼｛ ｝）

（９）

η
犠
（狊）

犻犼 为尺度狊上位置 犻，（ ）犼 的特征场邻域集合；

狓
（狊）
犻犼 为（犻，犼）位置的标记。

由式（８）和式（９），并根据式（５）可以得到：

狓^＝ａｒｇｍｉｎ
狓 ∑

犑

狊＝１

犈狓（狊）＋犈狑（狊）狘狓（狊（ ）｛ ｝） （１０）

式中，犈狓（狊）和犈狑（狊）｜狓（狊）分别表示尺度狊上的标记场

能量和特征场能量。

从式（１０）可以看出，在每一尺度下，特征场能

量和观测场能量采用常数权重１联系起来。如果

这个权重使得特征场能量在分割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则该尺度分割结果中就会包含更多的细节信

息；如果标记场能量占据了主导，则该尺度的分割

结果的区域性就会更为明显，极端情况下将会出

现不可预知的分割结果。因此，本文将式（１０）作

如下改进：

狓^＝ａｒｇｍｉｎ
狓 ∑

犑

狊＝１

犈狓（狊）＋α
（狊）（狋）×犈狑（狊（ ）｛ ｝）

（１１）

式中，α
（狊）（狋）＝犫

（狊）×０．９狋＋１为尺度狊上的权重系

数，不同尺度采用不同的犫
（狊）初值，狋为迭代次数。

在每一尺度上，特征场能量首先赋以较大的权重，

这使得它在分割的初始阶段起主要作用，这样有

利于获取特征场的全局模型参数；随着迭代的进

行，权重逐渐减小，区域场能量的作用逐渐增强，

参数逐步被优化，分割结果也逐渐被改善；迭代进

行到一定程度后，权重成为常数，两种能量达到平

衡，共同作用于分割过程，直到迭代结束。参数变

化的过程相当于为传统 ＭＲＭＲＦ在每一尺度上

产生一个较好的初始分割。

３　参数估计和图像分割

在每一尺度上需要估计的模型参数主要有：

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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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狊）
犽 、Σ

（狊）
犽 、θ

（狊）
犽 、犫

（狊）和β。通常势函数β都是给定

的［１，２，４，５，９］。为减少计算量并减少估计参数的个

数，本文采用ＰＣＡ变换进行降维
［１０］，降维后尺度狊

上的特征图像记为狕
（狊），每一个特征向量为犘维。

参数犫
（狊）的大小决定了特征场在该尺度分割

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所持续的时间和程度，因此它

可以定义为该尺度特征的可分性的某一个函数，

而协方差矩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表示这种可分

性，故而，采用下式表示参数犫
（狊）：

犫
（狊）
＝犳（Σ

（狊）） （１２）

Σ
（狊）表示尺度狊上特征的协方差矩阵。犫

（狊）越大，

该尺度的特征场的作用就越大，特征对分割结果

的贡献就越明显。实验中，发现犳（Σ
（狊））＝２×ｌｏｇ

（｜Σ
（狊）
｜）能够达到较好的分割结果。

本文采用期望最大（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ＥＭ）算法
［２］来进行图像分割。迭代过程中

选用计算效率较高的最大伪似然（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ＰＬ）
［１０］方法来求取 ＧＭＲＦ

模型参数。步骤如下：

１）获取最粗尺度上的初始分割。使用 犓

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获取尺度犑上的初始分割结果。

２）Ｅ步骤。使用 ＭＰＬ方法估计ＧＭＲＦ模

型参数，参数的迭代公式如下：

μ
（狊）（狋）
犽 ＝

１

犕
（狊）（狋）
犽

∑
（犻，犼）∈犔

（犽）（狋）
狊

狕
（狊）
犻犼 （１３）

狇
（犽）（狊）（狋）
犻犼 ＝ｃｏｌ狕

（狊）
犻犼＋τ′＋狕

（狊）
犻犼－τ′－２μ

（狊）（狋）
犽 ，τ′∈［ ］犖′ ４犘×１

（１４）

犙
（犽）（狊）（狋）
犻犼 ＝

狇
（犽）（狊）（狋）
犻犼

狇
（犽）（狊）（狋）
犻犼



狇
（犽）（狊）（狋）
犻

熿

燀

燄

燅犼 ４犘
２
×犘

（１５）

θ
（狊）（狋）
犽 ＝ ∑

（犻，犼）∈犔
（犽）（狋）
狊

（犙
（犽）（狊）（狋）
犻犼 ）（犙

（犽）（狊）（狋）
犻犼 ）［ ］Ｔ －１

×

　 ∑
（犻，犼）∈犔

（犽）（狋）
狊

（犙
（犽）（狊）（狋）
犻犼 ）（狕

（狊）
犻犼［ ］） （１６）

Σ
（狊）（狋）
犽 ＝

１

犕
（狊）（狋）
犽

∑
（犻，犼）∈犔

（犽）（狋）
狊

｛［狕
（狊）
犻犼 －（犙

（犽）（狊）（狋）
犻犼 ）Ｔ×

　（θ
（狊）（狋）
犽 ）］×［狕

（狊）
犻犼 －（犙

（犽）（狊）（狋）
犻犼 ）Ｔ×

　（θ
（狊）（狋）
犽 ）］Ｔ｝ （１７）

式中，狊表示小波分解的尺度；狋为迭代次数；犽为

标记；犔
（犽）（狋）
狊 表示尺度狊上标记为犽的格网位置的

集合；犕
（狊）（狋）
犽 表示尺度狊上标记为犽 的特征的个

数；犖′＝｛（－１，－１），（－１，０），（－１，１），（０，１）｝

为二阶半平面邻域。

３）Ｍ步骤。使用估计出的参数，采用运算速

度较快的迭代条件模式［５］（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ＩＣＭ），通过最小化式（１１）中尺度狊的相关

内容，获取该尺度上的一步优化的分割结果。

４）尺度内迭代。重复步骤２）、步骤３）直到

迭代停止，获得尺度狊上的最终分割结果。

５）尺度间迭代。将尺度狊的分割结果直接

映射到最邻近的较细的尺度狊－１上，作为这个尺

度的初始分割。重复步骤４）、步骤５），直到最细

尺度上的分割结束，迭代停止，这个结果作为本文

算法的分割结果。

４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为了验证所提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本文

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分割方案对多光谱纹理影像进

行分割，β取常数０．５。两种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

特征场和标记场的权重参数的选取：① 传统

ＭＲＭＲＦ分割算法。迭代过程中，权重参数取常

数，即α
（狊）（狋）＝１。② 根据本文算法进行分割。

迭代过程中，各尺度上的权重参数可变，且取不同

的初始值，即犫
（狊）＝２×ｌｏｇ（｜Σ

（狊）
｜）。分别利用方

案①、②对图１（ａ）所示的４幅大小为２５６×２５６

的合成ＦＧＦｏｒｒｅｓｔ纹理图像进行分割，结果如图

１（ｂ）、图１（ｃ）所示。

图１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从图１（ｂ）和图１（ｃ）的结果对比来看，本文算

法能够获取更为准确的分割结果。图１（ａ）的前

两幅图像中，各个区域纹理差别比较明显，因此方

案①较容易获取足够准确的估计参数，分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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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即便如此，本文算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这个结果，使错误率分别从２．４％和２．２％降低

到１．３％和１．５％。但是对于图１的后两幅图像，

区域纹理较为相似，在每一尺度上的迭代过程中，

使用常数权重不能突出特征之间的差别，从而导

致标记场长期占据主导位置，使得错分严重，这种

错分通过层与层之间的传递，影响到最终的分割

结果。而本文算法通过采用不同尺度上的可变权

重参数，在特征场能量和标记场能量之间找到一种

较好的相互约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每个尺

度的参数估计结果，使最终结果的错误率分别从

３７．８％和３４．６％降低到１．４％和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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