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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模糊犆均值聚类的基础上，引入了描述空间邻近关系的空间隶属度；采用Ｔａｂｕ搜索策略，抑

制了模糊聚类的局部收敛性和对聚类中心初值的敏感性；提出了并行算法，有效地降低了影像分割的通信复

杂度，提高了算法的搜索速度，实现了线性加速比。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算法有效地提高了聚类抗噪性能，减

少了聚类迭代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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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ＴＰ７５３

　　传统模糊犆均值（ｆｕｚｚｙ犆ｍｅａｎｓ，ＦＣＭ）聚

类时，由于缺乏像素间的空间联系，输出影像往往

存在大量的分类噪声［１，２］，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目

标完整性的维护［３５］。为克服上述缺陷，目前比较

成功的方法有文献［４７］等。为使ＦＣＭ聚类在精

度、效率上均有所提高，本文提出了基于并行禁忌

搜索（Ｔａｂｕｓｅａｒｃｈ，ＴＳ）和空间邻近关系约束的

遥感影像ＦＣＭ算法。

１　传统的犉犆犕算法

将影像像素值组成狀个犱维样本的集合Ω＝

｛狆１，狆２，…，狆狀｝∈犚
狀×犱，那么影像分类问题就转

化为将样本集分成犆（≥２）个聚类犚犼（犼＝１，２，…，

犆）的问题。设犞＝｛狏１，狏２，…，狏犆｝∈犚
犆×犱，其中，狏犼

（犼＝１，２，…，犆）是每个类别的聚类中心，μ（犻，犼）

∈［０，１］是样本狆犻对于第犼类的隶属度函数，满足

归一化条件∑
犆

犼＝１
μ（犻，犼）＝１，则分类结果可用一个

模糊隶属度矩阵犝＝｛μ（犻，犼）｝∈犚
狀×犆来表示。遥感

影像的优化聚类就是迭代寻找目标函数最小化的

聚类中心集合犞 和隶属度矩阵犝，即

犑（犝，犞）＝∑
犆

犼＝１
∑
狀

犻＝１
μ（犻，犼［ ］）犫

狆犻－狏犼
２
狘→犑ｍｉｎ

（１）

式中，犫（＞１）是一个可控制聚类结果模糊化程度

的加权指数。当犫＝１时，ＦＣＭ 聚类就退化为传

统犆均值聚类，本文取犫＝２。‖狆犻－狏犼‖是样本

狆犻到聚类中心狏犼的距离，考虑到遥感影像像素往

往不服从非各向同性的特点，需要选择合适的距

离度量方式，本文选用了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距离
［６］。

目标函数最小化一般采用期望最大化算法求解，

当‖狏
（狋＋１）
犼 －狏

（狋）
犼 ‖小于阈值时，迭代过程结束，得

到的犝 和犞 值就是模糊聚类的结果，可以通过去

模糊化处理得到确定性分类结果。

２　基于空间信息约束的广义隶属度

空间邻近关系是指两个空间对象之间直接相

邻，且其间不存在其他空间对象的一种空间关系。

本文利用隶属度函数来描述像素与区域之间的空

间邻近关系的邻近程度。设狆犻、狆犼∈Ω 是影像

空间Ω 的两个像素，位置分别为（狓犻，狔犻）、（狓犼，

狔犼）；犚犼Ω，是Ω的一个区域。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５月

２．１　像素之间的邻近关系

若狆犻、狆犼间的距离用街区距离表示为犱（狆犻，

狆犼）＝｜狓犻－狓犼｜＋｜狔犻—狔犼｜，则称狆犻和狆犼 具有距

离为犱（狆犻，狆犼）的位置邻近关系。该定义表明，两

个像素的距离犱（狆犻，狆犼）越大，它们的位置邻近关

系越弱。

２．２　像素与区域之间的邻近关系

若狆犻 到 犚犼 的 距 离 定 义 为 犇 （狆犻，犚犼）

＝∑

犕
犼

犽＝１

［ｅｘｐ（－犱（狆犻，狆犽））］，其中，犕犼 表示区域

犚犼 的像素个数，狆犽 表示犚犼中的第犽个像素，则称

狆犻与犚犼具有距离为犇（狆犻，犚犼）的邻近关系。该

定义表明，狆犻 到犚犼 的距离犇（狆犻，犚犼）越大，它们

的邻近关系越强。

２．３　空间隶属度矩阵

若狆犻到犚犼 的距离为犇（狆犻，犚犼），犚犼 的大小

为｜犕犼｜个单位面积，则狆犻 与犚犼 的空间邻近关系

与｜犕犼｜×犇（狆犻，犚犼）成正比例关系。但这种关系

破坏了归一化约束条件，可能导致聚类算法的不

收敛。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狆犻 属于犚犼 的隶

属度函数为：

μ（狆犻，犚犼）＝
狘犕犼狘×犇（狆犻，犚犼）

∑
犆

犼＝１

狘犕犼狘×犇（狆犻，犚犼［ ］）

（２）

　　μ（狆犻，犚犼）描述了像素与区域之间的空间邻

近关系的邻近程度，即一个像素在给定邻域各像

素状态下属于一个聚类的条件概率。由定义可

知，对于某一个给定区域，中心像素对于区域的空

间隶属度比其他任何像素的都大；对于不同区域，

区域中的像素对同一类别具有较高的隶属度。由

于该关系具有各向同性，因而具有方向不变性。

μ（狆犻，犚犼）的集合可以构建空间隶属度矩阵，即

犝ｓｐａｔｉａｌ＝｛μ（狆犻，犚犼）｝。

２．４　广义隶属度矩阵

将由像素光谱信息得到的隶属度称为光谱

隶属度，其隶属度矩阵记为犝ｓｐｅｃｔｒａｌ。将空间关系

约束到传统隶属度矩阵中，与光谱隶属度结合形

成广义隶属度矩阵，计算公式为：

犝ｇｅｎｅｒａｌ＝ （１－犪）×犝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犪×犝
ｓｐａｔｉａｌ （３）

式中，犪∈［０，１］是一个调节空间邻近信息影响程

度的权重参数，当犪＝０时，表明不考虑空间邻近

信息。与文献［４，５］的算法相比，本文算法只涉

及到一个参数犪，自动化程度较高。

３　基于并行犜犛的广义犉犆犕算法

考虑到ＦＣＭ算法的局部搜索性和对聚类中

心初值的敏感性，将ＴＳ引入ＦＣＭ聚类以实现全

局优化［８］。针对海量的遥感影像数据，顺序ＦＣＭ

算法需要大量的Ｉ／Ｏ开销和足够的内存空间，且

在聚类迭代过程中还增加了空间邻近信息的处

理，因而导致可扩展性和响应时间的瓶颈。为此，

本文设计了基于并行ＴＳ的广义ＦＣＭ算法。

３．１　广义犉犆犕聚类的树状编码

为充分体现地理空间结构的层次性，不妨将

广义ＦＣＭ聚类的迭代过程看成是一个树状结构

的优化过程，即整个影像是根节点，连接各个聚类

中心，同时记录该可行解的目标函数值；每个聚类

是一个子节点，对应一张表，其聚类中心就是一个

表头，它的若干指针分别指向属于该类的叶子节

点（像素）。这种树状编码方式不仅便于移动的设

计和求解聚类中心，从模糊聚类的角度看，还能使

模糊理论很好地融入到聚类当中。

３．２　候选解产生的移动策略

为避免陷入局部极优解，Ｔａｂｕ表中已记录的

移动在当前迭代中禁止实现；同时还要防止有意

义的移动在 Ｔａｂｕ表中而被限制执行，以拓宽搜

索区域。根据解的树状编码特点，本文采用插入

删除和交换两个“移动”操作搜索邻域生成候选解

集合，以加强 Ｔａｂｕ搜索的集中性和多样性。通

过插入删除操作进一步搜索当前优良解的邻域以

获取更优解，即随机选取两个子树犚犻、犚犼（１≤犻≠犼

≤犆），将犚犼的叶子插入到犚犻，重复执行该过程直

到生成一半的候选解。当搜索陷于局部极优时，

通过交换操作改变搜索方向以释放一些有意义的

移动，即互换子树犚犻和犚犼的任意叶子，重复执行

该过程直到生成另一半的候选解。

３．３　并行犜犛方案设计

根据串行 ＴＳ算法，对算法初始化、参数设

置、通信策略、邻域搜索等环节实施不同的并行化

方案，可构造出不同类型的并行Ｔ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ａ

ｂｕｓｅａｒｃｈ，ＰＴＳ）算法
［８］。根据广义ＦＣＭ 聚类的

特点，本文采用基于搜索空间分解的并行策略和

主／从模式运行。为保证净通信量最少且能得到

像素级的划分粒度，采用棋盘划分方式等分影像

数据［９］。设大小为犖×犖 的图像被划分为犓 个

子图像，则从进程所解决问题的规模为原问题规

模的１／犓。主进程负责生成聚类中心初始解和

原始影像的棋盘划分，从进程负责各子图像的搜

索求解。由主进程将各子图像的解合并为一个合

法的全局最优解，从而有效地提高算法性能。另

外，主进程还要顾及到各从进程计算子图像相邻

元素隶属度的情况。由于这需要与相邻的从进程

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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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信息，其通信相比全局通信多，且与搜索邻域

的定义有关，本文采用计算冗余的方法。根据邻

域定义将边界元素重复划分到相邻从进程，其隶

属度在相邻进程间重复计算，以增加计算量的方

式达到减少通信的目的，同时在算法中加入去冗

余数据的处理。因此，在忽略进程间通信开销的

前提下，基于ＰＴＳ的广义ＦＣＭ 算法可实现线性

加速，加速比为犓。

４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基于ＰＴＳ的广义ＦＣＭ聚类算法相

对于传统ＦＣＭ 聚类算法的优越性，选取覆盖上

海市区的ＳＰＯＴ５影像（成像时间为２００２年８月，

空间分辨率为１０ｍ）作为实验数据（见图１（（ａ）），

进行对比实验。通过目视判读可以看出，研究区

内包含４种基本地物覆盖类型：人工建筑、绿化

地、水体和裸地。为了检验两个算法对随机噪声

的敏感性，对原始影像添加了标准偏差为１６的高

斯白噪声，生成被噪声污染的影像，作为对比实验

数据（见图２（ａ））。在聚类数目犆＝４，模糊参数犫

＝２，空间权重参数ａ＝０．３和０．５的前提下，分别

对原始影像和噪声影像采用两种算法进行聚类，

并经过去模糊化处理（去模糊化阈值取０．６），聚

类结果分别见图１和图２。

从结果图中可见，那些零星的黑点为无法确

定类别的像元。在同样的参数条件下，广义ＦＣＭ

聚类结果中无法确定类别的像元数量较ＦＣＭ 的

结果大为减少，对于噪声影像这一点尤为明显。

另外，随着空间关系约束的增强，目标完整性保持

得更好，但空间关系约束太强也会给目标边缘造

成一些“毛刺”而导致过分割，所以在运用广义

ＦＣＭ聚类时，应该进行适度的空间关系约束。

通过影像规模缩放实验，考察了基于ＰＴＳ的

广义ＦＣＭ 算法的性能。为方便比较，实验随机

产生初值，迭代次数取１５，两种算法使用相同的

初值进行迭代。相关的实验数据如表１所示，针

对不同规模影像的算法加速比见图３。

图１　原始影像与聚类结果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图２　噪声影像与聚类结果

Ｆｉｇ．２　Ｎｏｉｓｙ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表１　传统犉犆犕和基于犘犜犛的广义犉犆犕聚类算法实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ＣＭａｎｄＰ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Ｃ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传统ＦＣＭ （犪＝０．３）ＰＴＳ广义ＦＣＭ （犪＝０．５）ＰＴＳ广义ＦＣＭ

不确定像素率／％ 时间／ｓ 不确定像素率／％ 时间／ｓ 不确定像素率／％ 时间／ｓ

５１２×５１２原始影像 １１．０８ １１．２９ ６．０２ １１．２３ ２．２８ １１．５７

５１２×５１２噪声影像 １９．３１ １０．３５ １１．０５ １０．４４ ４．１５ １１．１５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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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影像规模下ＰＴＳ＿广义ＦＣＭ

算法的加速比

Ｆｉｇ．３　ＬｉｎｅａｒＳｐｅｅｄｕｐｓｏｆＰ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Ｃ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Ｉｍａｇｅｓ

５　结　语

由于广义ＦＣＭ算法在聚类迭代中增加了空

间信息，在有效抵抗噪声提高聚类精度的同时，可

能给聚类目标边缘带入一些“毛刺”而导致过分

割。因此，如何设置模糊度参数犫和空间权重参

数犪具有最好的分割效果尚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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