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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分水岭变换产生的过分割问题以及标记点选取可能导致的欠分割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变换序

列滤波和梯度淹没的分水岭变换算法。利用基于重构的变换序列滤波来平滑影像，消除区域内部差异；利用

面积淹没和深度淹没处理过渡区域在梯度影像上造成的极小区域，然后对其进行分水岭变换。该算法可以有

效地控制分水岭变换的过程，解决分水岭变换的过分割和欠分割问题。

关键词：重构；变换序列滤波；淹没；分水岭变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ＴＰ７５３

　　基于分水岭变换的影像分割是一种基于区域

的分割方法，可以得到单像素宽封闭的区域边界。

但是，除了目标和背景明暗分明的简单影像以外，

分水岭变换并不能直接应用［１］，一般作用在梯度

影像上。直接对梯度影像进行分水岭变换会产生

严重的过分割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文献［２］提出

了解决的办法。但是，此类方法容易使目标与背

景混合，导致影像欠分割。

分水岭变换是一个淹没的过程。当两个不同

的集水盆地的水要汇合时，在它们之间筑坝，最终

露在水面上的坝就是目标的边缘。本文在分析分

水岭变换产生过分割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利

用基于重构的变换序列滤波来平滑影像，消除噪

声，然后在梯度影像上，通过控制淹没过程对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进行分割。

１　重构和淹没

１．１　重构和变换序列滤波

灰度形态重构是通过非欧的测地距离来定义

的。影像犳的基本的测地腐蚀是通过用单位结

构元素（尺寸为１）对犳进行腐蚀，腐蚀后的结果

和参考影像犵求极大得到：

ε
１
犳（犵）＝犳∨ε犅（犵） （１）

　　影像犳的基本的测地膨胀是通过用单位结

构元素（尺寸为１）对犳进行膨胀，膨胀后的结果

和参考影像犵求极小得到：

δ
１
犳（犵）＝犳∧δ犅（犵） （２）

式中，犅为单位结构元素；犵为标记函数。一般

地，测地腐蚀ε
狀
犳（犵）和测地膨胀δ

狀
犳（犵）是由基本的

测地腐蚀ε
１
犳（犵）、膨胀δ

１
犳（犵）迭代狀次得到的。

以原始影像的腐蚀作为标记函数进行重构膨

胀，就得到了重构开；以膨胀作为标记函数进行重

构腐蚀，就得到了重构闭。

如果把影像的灰度看作高程的话，那么影像就

可以看作是一个ＤＥＭ。亮的地方灰度比较大，就

是峰；暗的地方灰度比较小，可以看作谷。重构开

可以去掉不能包含结构元素的峰，重构闭可以填上

不能放入结构元素的谷，同时保持影像中剩余目标

的边缘不变化［３］。把重构开和重构闭组合起来作

为一个滤波器珘φμ
珘γμ（犳），该滤波器就称为基于重构

的变换序列滤波，它能够同时兼顾前景和背景［４］。

１．２　淹没

定义１　函数犵是函数犳 的淹没，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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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犳，同时，对于任何像素对（狆，狇）：

犵狆 ＞犵狇犵狆 ＝犵狇

若两个像素狆１、狆狀属于一个扁平区域，当且仅当

在狆１、狆狀之间存在一个通路（狆１，狆２，…，狆狀），对于

任一相邻的像素对（狆犻，狆犻＋１），满足犳犻＝犳犻＋１。如

果犵是犳的一个淹没，犵的任何一个扁平区域称

为一个湖。一个湖犔，如果它的所有邻域都比它

的灰度大，那么犔还是一个局部极小。如果犔有

一个灰度比它低的邻域，那么犔就是一个满湖。

如果再涨水，水将流入它的相邻的极小［５］。犳的

任何一个淹没犵 都将在犳 的拓扑表面产生一定

数量的湖。不难证明，犵＞犳时，犵的所有的连通

区域都是平的。

定义２　 一个函数犵是一个函数犳 的淹没，

当且仅当犵＝犳∨ε（犵），ε（犵）是犵的腐蚀。

根据定义２，可以把任一函数犵≥犳变成犳的

淹没。要把犵变成犳的淹没，只需对犵的不符合

定义２的像素作一些改变，使其符合定义１的要

求就可以了。如果在像素狆处犵狆＞犳狆∨ε（犵）狆，

要使犵狆符合要求，只需犵′狆＝犳狆∨ε（犵）狆即可。然

后重复上面的过程，直到不再发生变化为止。这

个过程其实就是以犳为参考函数，犵为标记函数

的重构［６］。

２　分水岭变换产生过分割和欠分割

的原因

　　分水岭变换是作用于梯度影像的，梯度影像

的每一个极小区域都对应着一个积水盆地。梯度

度量的是影像中像素的灰度差异，在连通区域的

内部其像素间灰度均一，在梯度影像中形成极小

区域，梯度影像的极小区域对应着原始影像中的

一个连通区域，这些连通区域包括极大区域、极小

区域、过渡区域以及噪声区域。这些极值区域、小

的过渡区域及一些噪声区域都会被分割出来，造

成影像过度分割。

梯度是相邻区域之间灰度差的绝对值。如果

在两个对比度较大的区域之间有几个灰度单调变

化的小的过渡区域，且这几个过渡区域之间的灰

度差不大，区域分界处的梯度值也不会很大。如

图１中的区域２里的几个过渡区域，虽然区间１

和３之间的灰度差比较大，由于２中的几个过渡

区域的存在，梯度影像中１和３之间的梯度最大

值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的分割结果中区

域１、２、３将会被分在一起，这就是标记点方法有

时会导致目标与背景混合、灰度差别比较大的区

域之间混合的原因。

图１　信号、梯度及同态修正后的梯度

Ｆｉｇ．１　Ｓｉｇｎ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ｍａｇｅ

３　基于淹没的遥感影像分割

３．１　基于变换序列滤波的影像去噪及简化

本文选用合适的结构元素，用变换序列滤波

消除小于结构元素的噪声颗粒，同时扩大连通区

域，弱化过渡区域的影响，有效地简化影像。如图

２（ａ）所示，区域１和３为目标区域及邻近的过渡

区域，用变换序列滤波对其滤波以后，目标区域和

部分相邻的过渡区域被合并；区域２中由噪声所

引起的极值，在滤波以后被完全消除。

图２　信号的变换序列滤波

Ｆｉｇ．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ｌｔｅｒ

３．２　梯度淹没

经过变换序列滤波以后，区域的数目已经大

大减少，但是过分割问题依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

灰度形态算子是针对极值区域的，只有当过渡区

域邻近极值区域的时候，才会被处理。因此，在变

换序列滤波以后，部分和极值区域邻近的过渡区

域被极值区域融合，但还有一部分仍然存在（如图

２中，区域１、３的边缘附近）。这些过渡区域在梯

度影像上都是极小区域，为了能够消除这些区域，

设计了两种淹没：① 面积淹没犵犪。设定一个面积

阈值犪，所有小于该面积的极小区域都将被淹没，

而变成一个满湖。② 深度淹没犵犺。设定一个深

度阈值犺，所有深度小于犺的极小区域都将被淹

没而变成一个满湖。

在进行了面积淹没犵犪以后，对结果进行深度

淹没犵犺。因为犵犪是梯度影像的一个淹没，犵犺又是

犵犪的淹没，所以犵犺犵犪也是梯度影像犳 的一个淹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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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６］。对于一个梯度影像犳，它的区域极小犿犻和

与之对应的积水盆地犢犻与淹没犵 的积水盆地之

间有两种关系：①犿犻没有被湖所覆盖，那么犿犻还

是犵的极小，犢犻属于犵 的一个集水盆地，而且可

能吸收一些邻近的满湖；② 犿犻被一个湖犔 覆盖，

如果犔是犵的一个区域极小，那么犢犻属于犵的一

个集水盆地。如果犔是一个满湖，那么犿犻就不是

犵的极小了，它将和它的较低的邻域属于同一个

积水盆地。

４　实验与分析

４．１　分割过程和实验数据

影像分割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

１）选择一个合适的结构元素，对原始影像作

基于重构的变换序列滤波，简化影像，平滑目标内

部，消除目标内部的灰度差异；

２）求影像的形态梯度；

３）选择合适的面积参数和深度参数，对梯度

影像作面积淹没和深度淹没；

４）对淹没后的梯度影像作分水岭变换。

实验采用２００２０３１９的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上截

取的一部分，影像显示的是武汉大学信息学部的

足球场、篮球场、道路、建筑等地物。常用的结构

元素中，只有圆形结构元素是各向同性的，故在实

验中选用该形状的结构元素，同时选取了影像的

一个剖面（见图３（ａ）），来分析处理过程中梯度随

参数的变化。

４．２　影像分割

分水岭变换的缺点之一是缺乏参数［７］。本文

算法中用了３个参数来控制分水岭变换的过程。

１）对原始影像作变换序列滤波时结构元素

的大小μ。这个参数决定了被削去的峰（极大区

域）和 被填上的谷（极小区域）的尺寸。所有不能

图３　原始影像的分水岭变换

Ｆｉｇ．３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放入该结构元素的峰谷都将被去除，参数值越大，

极值区域邻近的过渡区域被融合的也就越多，同

时极值连通区域增大，梯度上的极小的数目越少。

分割结果的区域数目随该参数的大小单调递减，

但是当参数值很大的时候，在目标的边缘部分仍

然会有过分割区域存在（见图４）。

图４　变换序列滤波以后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ｂｙＡＳＦ

２）对梯度影像进行面积淹没的面积阈值犪。

梯度影像中面积小于犪的极小区域，通过面积淹

没犵犪 以后，都将变成满湖，最终成为别的区域极

小的一部分。在分割结果中，区域数目和该参数

的取值也是单调递减的关系，该参数决定分割后

的结果影像中最小区域的大小。实验中发现，过

分割区域的平均面积小于１７．５个像素，因此在实

验中，取该参数为１６个像素，分割结果见图５。

图５　面积淹没以后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Ａｒｅａ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１１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５月

３）对梯度影像进行深度淹没的深度阈值犺。

梯度影像中与周围像素的对比度小于犺的极小区

域将被淹没。在分割结果中，区域数目和该参数

的取值也是单调递减关系，这个参数决定了分割

结果中不同区域之间对比度的最小值，分割结果

见图６。

图６　深度淹没以后的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Ｄｅｐｔｈ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原始影像的梯度剖

面曲线上（见图３（ｃ）），梯度变化的频率很高，震

荡剧烈，曲线上大部分极值之间距离很小，除了与

影像中目标边缘对应的位置变化较大以外，其他

地方振幅很小，这表明在原始影像上目标内部灰

度变化频繁，但是变化不大。经过变换序列滤波

以后，原始影像被平滑，在梯度剖面曲线上（见图

４（ａ））出现了几段梯度为０的区间，说明在变换序

列滤波平滑以后，连通区域扩大了，在分割结果中

也出现了几块大的区域（见图４（ｂ）），剖面经过的

大的连通区域和曲线上梯度为０的区间是对应

的。通过面积淹没和梯度淹没以后，剖面曲线被

进一步平滑，极小区间减少，分割结果中的区域也

随之减少。在梯度剖面曲线中，对应于影像中目

标边缘的位置，因其灰度变化比较大，梯度也比较

大，并没有随着对原始影像的滤波和对梯度影像

的淹没而消失，所以在分割结果中能够较好地保

持目标的边缘。

５　结　语

本文在分析分水岭变换过分割产生的原因及

标记法造成欠分割的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变换序

列滤波和淹没，提出了一种分水岭变换的改进算

法。该算法用３个参数控制分割的过程，分水岭

变换的过分割问题及基于标记的分水岭变换的欠

分割问题都可以通过调整这３个参数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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