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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域生长方法的分割参数选择方案，从各个类别的训练样区中提取分割参数信息。

通过一系列的影像区域分割，计算得出一个最大的目标函数值，为每个类别推演出最佳分割参数；在单个类别

参数影像分割和分类的基础上，融合所有处理结果，最后完成影像分类。实验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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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对象方法在遥感影像分析中已经有很多

应用［１４］，一般是在多个尺度下对遥感影像进行分

割，尺度的选择根据经验和知识确定。尺度参数

的大小可以影响分割结果中图像区域平均面积的

大小。在区域生长方法中，分割尺度参数控制了

区域生长的停止规则。文献［５］提出了一种利用

空间自相关指数计算一个目标函数进行参数的方

法。然而，这个目标函数值的计算是基于分割后

的结果图像的，是一种后验的方法，不能在分割图

像之前指导参数选择。目前，在图像分割之前预

先给出分割参数的方法很少。本文根据用户选择

的训练样区，给出了由训练样区计算最佳分割参

数的方法。以往对训练样本的信息提取大都集中

在光谱信息，忽略了其中空间信息的利用，而从类

别训练样本提取分割参数信息正是利用了其中的

空间结构信息。

１　分割对面向对象影像分类的影响

图像分割对面向对象分类的影响是指不同参

数下的分割结果导致分类精度不同。本文采用结

合颜色和图像空间信息的区域生长分割方法［６］，

主要有分割尺度、形状权重和紧凑性权重３个参

数。区域生长分割算法从单个像素开始［７］，分别

与它的邻居进行计算，以降低最终结果的异质性

为准则进行合并。当一轮合并进行完毕后，以上

一轮生成的分割结果为基础，继续分别与它的邻

居进行计算与合并。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满足

一定的分割阈值参数为止。

在面向对象分类中，分割尺度参数的选择对影

像的分类精度有着很大影响。一般遥感影像中的

地物类型比较复杂，比如，有较为破碎的地物类型，

也有地块面积大、类型较简单的地区。因此，需要

选择合适的分割参数以得到更高的分类精度。本

文以实验说明分割尺度对分类结果的影响。

实验图像是大小为６００×６００的ＴＭ 遥感影

像，犫、犵、狉、狀、犿５个波段，有４个类别：① 不透水

表面；② 水体；③ 耕地；④ 村庄。图１（ａ）为原图，

图１（ｂ）为地面真值作为分类结果的测试区域。

图１　ＴＭ实验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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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设置形状和紧凑性权重参数值为狑＝０．９，

狑ｃｍｐｃｔ＝０．５，而且各波段权重相等，分别以３～１００

之间的１２个尺度值分割原图像，并作面向对象的

分类，根据测试区域进行分类精度评价（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并不是尺度越大或者越小分类

的精度就越高，实际上，每一类别都有自己适合的

最佳分割尺度范围。

表１　不同分割参数下的分类精度

Ｔａｂ．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Ｋａｐｐ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尺度 ３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１００

总体精度／％ ８３．２ ８８．７ ９１．０ ８３．２ ８５．１ ８２．９ ６６．９ ７２．０ ８０．２ ７６．３ ７３．９ ６８．７

Ｋａｐｐａ ０．８０ ０．８２ ０．８７ ０．８３ ０．８３ ０．７８ ０．６７ ０．７２ ０．８０ ０．７７ ０．７４ ０．６８

２　基于训练样区的分割参数选择

首先为每个地物类别选择训练样本，然后由

训练样本计算各个类别的分割参数，根据所得分

割参数对原影像进行分割，最后完成面向对象的

影像分类和信息提取。该方法采用试探性的方

法，对每个训练样区以不同的参数进行多次分割，

选择最优的分割结果所对应的参数，训练样区的

分割结果可以根据一个目标函数值评价。根据分

割图像内的区域同质性和区域间的异质性计算目

标函数，以此作为评价分割质量的依据。

区域内的同质性度量可以由分割后所有图像

区域的内部方差来表示：

狏＝∑
狀

犻＝１

犪犻狏犻／∑
狀

犻＝１

犪犻 （１）

式中，狏犻和犪犻分别是区域犻的方差和面积；区域内

方差狏是一个加权平均值，各个权重为每个图像

区域的面积，大的图像对象权重也大，避免了小区

域导致的不稳定性。

区域间的异质性可以由空间自相关指数［５］表

示，其公式为：

犐＝
∑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狑犻犼（狔犻－珔狔）（狔犼－珔狔）

（∑
狀

犻＝１

（狔犻－珔狔）
２）（∑

犻≠犼
∑狑犻犼）

（２）

式中，狀是图像内分割后的所有区域数目；狔犻是图像

区域犚犻的平均灰度值；珔狔是整个图像的平均灰度

值；狑犻犼是空间邻近性度量，如果两个图像区域犚犻和

犚犼在空间上相邻接，那么狑犻犼＝１，否则狑犻犼＝０。

将式（１）、（２）正规化后合并起来作为目标函

数，好的分割应该使得目标函数取得极大值。

犉（狏，犐）＝犉（狏）＋犉（犐） （３）

式中，犉（狏）和犉（犐）是正规化的区域内方差和空

间自相关指数函数值。

在一定范围内将分割参数值进行特定间距的

划分，得到一系列离散的参数值，按从小到大的顺

序依次对训练样区图像块进行分割，并计算分割

后的目标函数值。分割参数取一个比较大的值，

使得各种情况下都不会超过该范围，取值间隔的

确定则是在一个较小的跨度上均匀地分布于整个

取值范围。在同一训练样区的所有分割结果中，

选择使得目标函数极大的分割参数值，作为与该

类别相对应的最佳分割参数。因此，就得到多个

分割参数值。本文方法是分别在各自的分割参数

下对原图像分割，并基于分割结果进行面向对象

分类，然后融合各个类别的分类结果，得到最终的

图像分类。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图像为图１所示的ＴＭ 遥感影像，首先

选择每个类别的训练样区，一般为每个类别选择

能代表该类别的多个训练样区，图２中每类仅列

出一个。

图２　各类别训练样区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ｅａｏｆＥａｃｈＣｌａｓｓ

采用区域生长方法对每个类别的训练样区依

次进行不同参数的分割，紧凑性参数对分割结果

影响较小，设置为０．５。一般应用中，尺度参数值

都不会大于５０，因此尺度值设置为从５０到３依

次递减，步长为５。形状权重因子从５到０依次

递减，步长为０．０５，将两个参数组合成参数对分

割图像。采用区域生长分割方法，按照设置的一

系列尺度参数和形状权重值对各个类别的训练样

区进行分割，计算每个分割结果的目标函数值。

图３是不透水表面类别对应的分割参数与目标函

数值的关系。

每个类别的分割结果中，都有目标函数的极

大值及其对应的分割参数值，如图３所示，不透水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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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透水表面类别训练样区尺度参数与目标函数值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Ｓｕｒｆａｃｅ

表面类别的目标函数极大值为１．２８，对应的分割

参数为形状权重狑＝０．８，尺度犳＝１５。

通过各个类别的训练样区得到的分割参数都

是适合于单个类别的，用这些单个类别的分割参

数分别对原图像进行分割。然后，以影像对象为

基本单元，采用最近邻分类方法，训练样本为与前

面选择的训练样区相交的图像对象，对每个图像进

行面向对象影像分类。这样，就得到４个分类结

果，将这些分类图像进行融合，得到最后的分类结

果。融合以单个像素为基础，每个像素的类别归属

是由其在这４个图像中的类别投票决定的，而且４

个投票的权重不同，当像素的类别与该图像的分割

参数对应的类别相同时，权值应该最大，为０．５，否

则为０．２，投票结果中加权值最大的类别为该像素

的最终归类。图４是各类别对应的分割参数下的

分类结果图，图４（ａ）对应的是类别１的分割参数，

则当图４（ａ）在最后分类结果融合中为类别１投票

时，其权重为０．５，其他３个类别的权重都是０．２。

图４　各类别对应的分割参数产生的分类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图５　融合分类结果

Ｆｉｇ．５　Ｆｉ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ＦｕｓｉｎｇＦｏｒｍ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５是融合后的分类结果图像，表２是各个类别

的分割参数下的分类精度比较。可以看出，在各

自的类别分割参数下得到的分类结果，对应的该

类别的生产精度（ＰＡ）和用户精度（ＵＡ）都较高。

表２最后一行是融合后的分类结果，既能保证单

个类别的分类精度，也能使总体分类精度最高。

４　结　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面向对象分类中的分割参数

对分类精度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分割参数选择方

法。

表２　不同类别分割尺度下的分类精度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ＰＡ１／％ ＰＡ２／％ ＰＡ３／％ ＰＡ４／％ ＵＡ１／％ ＵＡ２／％ ＵＡ３／％ ＵＡ４／％ ＯＡ／％ Ｋａｐｐａ

类别１ ９２．８ ９５．８ ８７．９ ８５．３ ９０．３ ９５．５ ８８．９ ８５．９ ９１．６ ０．８８

类别２ ８７．８ ９６．２ ８７．０ ８３．０ ８５．０ ９５．７ ８６．４ ８０．３ ８７．０ ０．８３

类别３ ８８．８ ９５．８ ９１．３ ８５．３ ８７．３ ９５．５ ９２．４ ８１．９ ９１．６ ０．８９

类别４ ８３．７ ９５．８ ８５．６ ９０．４ ８８．５ ９５．５ ７９．９ ８８．７ ８５．１ ０．８３

融合 ９１．０ ９５．８ ８９．９ ８９．０ ８９．８ ９５．５ ９０．２ ８９．１ ９２．６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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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参数选择法是一种自动方法，可以包

含在面向对象影像分类的过程中，自动地实现。

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本文以区域生长分

割方法为例进行分割参数选择研究，提出了一种

根据训练样本进行参数选择的思路，对其他的影

像分割方法同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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