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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线性各向异性扩散和
犈犕 的犛犃犚图像分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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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海军工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武汉市解放大道７１７号，４３００３３）

摘　要：提出了一种ＳＡＲ图像分割技术。首先利用各向异性平滑技术对原始图像进行平滑，然后利用高斯混

合模型并结合强度和空间结构信息进行聚类，最后对类条件概率进行平滑以消除杂波影响。仿真结果表明，

该算法具有良好的鲁棒性，自动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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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ＳＡＲ成像原理可知，ＳＡＲ图像中存在着

大量乘性相干斑噪声，因此，在ＳＡＲ图像目标识

别系统中，必须对图像进行分割处理，将目标从噪

声背景中提取出来。图像分割的好坏，直接影响

到目标识别率的高低［１］。传统做法是基于图像强

度进行分割，其效果不甚理想。本文提出了一种

利用强度和空间结构的ＳＡＲ图像分割技术，首先

利用各向异性扩散技术对原始图像进行平滑，然

后利用高斯混合模型并结合强度和空间结构进行

聚类，最后对类条件概率进行平滑以消除杂波影

响，从而在保持图像结构信息的同时滤除斑点噪

声的影响。

１　犈犕分割方法

ＥＭ 分割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犇 维特征

空间中的混合高斯分布来表示图像空间的分布，

结合图像的强度和空间结构特征及期望最大思想

进行ＳＡＲ图像区域分割，即根据犕 元犇 维高斯

混合模型，估计图像中每个像素属于各个高斯模

型的最大类条件概率，从而得到类标签，并利用类

标签和类条件概率进行图像分割［２４］。

１．１　算法模型

犕 元高斯混合模型的概率密度表达式为：

狆（狓狘Θ）＝∑
犕

犻＝１

π犻狆ω犻（狓狘θ犻）

式中，狓是犇 维特征向量；Θ是一个参数集合，表

示先验概率π犻和犕 个类型θ犻的参数｛π１，π２，…，

π犕，θ１，θ２，…，θ犕｝；参数π犻是由混合结构中第犻个

分布ω犻生成狓的先验概率，反映了图像的结构信

息，也可看作混合权值，满足∑
犕

犻＝１

π犻＝１。

每个高斯密度狆（狓｜θ犻）对应于一类ω犻（犻＝１，

２，…，犕），其均值为μ犻，协方差矩阵为Σ犻。维数

犇根据特征选择的要求而定，如１维向量（像素的

１维强度）、３维向量（像素的（狓，狔）坐标和强度）。

所有参数都归一化到０～１之间。

１．２　算法步骤

该算法是一个迭代过程，首先计算犇 维特征

空间中混合高斯分布的最大似然参数。在犈ｓｔｅｐ

中，计算每一类中所有像素的期望类。在犕ｓｔｅｐ

中，根据类成员及最大似然参数估计方法更新各

类参数。运行结果提供类条件概率、后验估计信

息，从而确定每个像素属于犕 个高斯分布中的哪

一个［２］。

１）初始化过程。根据强度值，通过阈值化处

理将０～１之间的强度值划分为犕 个等间隔的小

区间，落入第犻个小区间的像素分配类ω犻，基于这

些类成员估计模型参数，然后进行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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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犈ｓｔｅｐ中，利用式（１）估计每一类中所

有像素的类条件概率：

狆（ω犻狘狓犼，Θ）＝
π犻狆ω犻（狓犼狘θ犻）

∑
犕

犽＝１

π犽狆ω犽（狓犼狘θ犽）

（１）

　　３）在 犕ｓｔｅｐ中，根据类成员及最大似然参

数估计方法更新各类参数，包括先验、均值和协方

差矩阵，其中犖 表示第犻类的类成员数。

π
ｎｅｗ
犻 ＝

１

犖∑
犖

犼＝１

狆（ω犻狘狓犼，Θ
ｏｌｄ）

μ
ｎｅｗ
犻 ＝
∑
犖

犼＝１

狓犼狆（ω犻狘狓犼，Θ
ｏｌｄ）

∑
犖

犼＝１

狆（ω犻狘狓犼，Θ
ｏｌｄ）

Σ
ｎｅｗ
犻 ＝
∑
犖

犼＝１

狆（ω犻狘狓犼，Θ
ｏｌｄ）（狓犼－μ

ｎｅｗ
犻 ）（狓犼－μ

ｎｅｗ
犻 ）

Ｔ

∑
犖

犼＝１

狆（ω犻狘狓犼，Θ
狅犾犱）

　　４）满足一定收敛准则时迭代结束。如两次

迭代类条件概率的变化小于某个给定的百分值

狆，或当迭代值超过给定阈值时算法停止。输出

类标签，即估计某个给定像素最可能属于犕 个高

斯分布中的哪一个，从而得到分割估计结果。

２　各向异性扩散平滑

近年来，基于固体热扩散模型推导得到的二

阶偏微分方程在图像去噪、增强、分割等方面的优

越性能已经得到了重视。这类方法的主要优点是

在图像去噪的同时能够保持图像中的重要结构信

息［５７］。各向异性扩散算法就是其中的一种，它

是一个有选择性的平滑过程，在均匀区域不受限

制，只在跨越边缘时受到抑制，从而有选择地降低

了噪声和一些次要细节的干扰，其算法为：

犐

狋
＝ｄｉｖ（犮·犐）＝ｄｉｖ（犵（‖犐‖）犐）

式中，犐（犻，犼）为图像的强度值；ｄｉｖ（·）和（·）分

别表示散度算子和梯度算子；犮＝犵（‖犐‖）是扩

散系数，是关于梯度的函数；‖犐‖是梯度的模。

选择图１所示的四邻域结构进行离散化，得

到迭代方程：

犐′（犻，犼）＝犐（犻，犼）＋Δ犐（犻，犼）

式中，Δ犐（犻，犼）＝λ（犮犖·犖犐＋犮犛·犛犐＋犮犈·

犈犐＋犮犠·犠犐）；犖犐＝犐（犻，犼＋１）－犐（犻，犼）；

犛犐＝犐（犻，犼－１）－犐（犻，犼）；犈犐＝犐（犻＋１，犼）－

犐（犻，犼）；犠犐＝犐（犻－１，犼）－犐（犻，犼）；犮犖＝犵（‖犖犐

‖）；犮犛＝犵（‖犛犐‖）；犮犈＝犵（‖犈犐‖）；犮犠 ＝

犵（‖犠犐‖）。

图１　四邻域结构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犮＝犵（‖犐‖）＝ｅｘｐ［－（‖犐‖／犓）
２］是

对应４个方向各向梯度的单调递减函数，因此该

平滑模型对各个方向的扩散是各向异性的，即在

梯度低的区域平滑效果很强，而在接近边缘、梯度

较高的区域平滑程度较低，以保持边缘平滑。这

样既能有效地去除噪声，又能较好地保持图像的

边缘和重要的细节信息。犓 为梯度阈值参数，反

映扩散尺度。系数λ表示步长，同时也是扩散过

程的时间信息，反映扩散的速度。一般应满足０

＜λ＜０．２５，以保证迭代体系的稳定。

３　利用各向异性扩散平滑和犈犕的

分割算法

　　首先，利用各向异性扩散技术对原始图像进

行平滑，以滤除斑点噪声的影响。然后，将输入数

据利用多元高斯混合模型进行聚类，每类分别对

应于目标区、阴影区和杂波区，其中目标区和阴影

区各为一类，杂波区可以划分为多类。在ＳＡＲ图

像初始分割的基础上，引入后验概率矩阵的各向

异性平滑，以消除初始后验概率估计边缘所受目

标背景杂波的影响。最后进行最大后验概率分

类，即

ω

犻 ＝ ａｒｇｍａｘ

ω犻∈
｛目标，阴影，背景｝

狆
（ω犻狘狓犼，Θ）

式中，狆（ω犻｜狓犼，Θ）表示经过平滑后的后验概率。

该算法的输出之一是类标签，如果类别数超

过３类，则仅有该信息还不足以分割图像，此时假

定对于目标区和阴影区可以得到单独的一个类，

背景区可以划分为多个类。如果恰好有３类（一

类是阴影，一类是目标，一类是背景），那么就可以

直接将类标签看作分割估计结果。

由于阴影区（目标区）的像素强度值应为整个

图像区域的最小值（最大值），因此通过寻找图像

平均强度最小（大）的子区域可以找到图像中属于

阴影区（目标区）的点，利用该方法进行阴影区（目

标区）的类标签选取。

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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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图像中任意点（狓，狔）处的强度为犐（狓，狔），

用一个大小为（２犓＋１）２ 的滑动窗口在图像内移

动，如犓＝８。计算各个窗口内的平均强度值，以

（狓，狔）点为中心的子区域平均值为：

犐ａｖｅ（狓，狔）＝ ∑
狓＋犓

犻＝狓－犓
∑
狔＋犓

犼＝狔－犓

犐（犻，犼）／（２犓＋１）
２

式中，犓＜狓≤犖－犓；犓＜狔≤犖－犓；犓＜（犖－

１）／２。

平均值最小（大）的子区域中心点即为阴影点

（狓狊，狔狊）（目标点（狓狋，狔狋）），即

（狓狊，狔狊）＝ａｒｇｍｉｎ犓≤狓≤犖－犓，犓≤狔≤犖－犓（犐ａｖｅ（狓，狔））

（狓狋，狔狋）＝ａｒｇｍａｘ犓≤狓≤犖－犓，犓≤狔≤犖－犓（犐ａｖｅ（狓，狔））

不属于目标区和阴影区的类标签都划归杂波区。

４　仿真实验

以美 国 ＤＡＲＰＡ／ ＡＦＲＬ 工 作 组 提 供 的

ＭＳＴＡＲ图像库中的 Ｔ７２目标为例进行了仿真

实验。

４．１　原始图像非线性各向异性扩散平滑处理

图２所示为原始图像经过各向异性扩散后的

平滑图像。仿真条件为λ＝０．１，犓＝０．５。为了体

现迭代次数的影响，分别取迭代次数为１０、２０、８０

时的平滑效果。显然，迭代次数适中则平滑效果

较好，迭代次数太多会失去许多图像细节。

图２　不同迭代次数下经各向异性扩散后的平滑图像

Ｆｉｇ．２　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Ｉｍ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

图３反映了步长λ对平滑的影响。λ较小

时，如λ＝０．１时，扩散较慢，也就是收敛速度

较慢，但平滑效果较为理想。λ较大时，如λ＝０．３

时，收敛速度较快，但是算法结果不太理想。

图３　不同步长下经各向异性扩散后的平滑图像

Ｆｉｇ．３　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Ｉｍ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ｅｐ

４．２　各向异性扩散与ＥＭ 分割算法相结合的分

割性能

经过多次实验，选取如下参数进行图像分割：

原始图像和类条件概率平滑参数为步长０．１，迭

代次数２０次。迭代次数是根据达到稳定状态所

需的时间确定的，使得图像的平滑效果变化很小。

稳定时间为２ｓ。使用６类三维高斯混合模型，三

维向量为像素的（狓，狔）坐标和强度值。迭代次数

２０次。图５给出了后验概率平滑与不平滑的分

割效果，显然对后验概率进行平滑可以得到更好

的分割效果。

图４　后验概率平滑与不平滑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Ｐｒｏｂ

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ｎ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４．３　多幅图像各向异性扩散与ＥＭ 结合分割的

统计性能

为了检验本文分割方法的统计性能，利用区

域重叠因子对 ＭＳＴＡＲ数据库中Ｔ７２坦克的２５

幅图像分割性能进行评价，２５幅图像来自２５个

不同的方位角（０°～３６０°之间，间隔１５°）。区域重

叠因子定义为：

Ω＝
∑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犜（犻，犼）牔珦犜（犻，犼）

∑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犜（犻，犼）＋∑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珦犜（犻，犼）－∑
犕

犻＝１
∑
犖

犼＝１

犜（犻，犼）牔珦犜（犻，犼）

式中，犜（犻，犼）表示真实的分割结果；珦犜（犻，犼）表示待

评价的分割结果。显然希望重叠因子尽可能大，

不同应用所要求的最小重叠因子不同，一般都要

求大于０．６。

实验结果如图５所示，最小可接受的参数值

为０．６。由图５可以看出，阴影区的性能不如目

标区，但是所有分割结果都大于０．６，即该方法对

于同一目标在不同方位角下形成的ＳＡＲ图像都

能产生可靠的分割。

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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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区域重叠因子分割性能

Ｆｉｇ．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的ＳＡＲ图像分割技术将非线性各

向异性扩散平滑技术与自动ＥＭ 分割技术相结

合，在保持图像结构信息的同时滤除斑点噪声对

分割的影响。该方法首先利用各向异性平滑技术

对原始图像进行平滑，之后利用高斯混合模型并

结合强度和空间结构进行聚类，最后对类条件概

率进行平滑使得轮廓平滑，无边缘扰动。仿真结

果表明，该算法具有良好的鲁棒性，适用于多种图

像和多个目标，自动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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