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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学中觅食原理在图像分割中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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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介绍单细胞细菌和蜜蜂习性基础上，引入了趋化性移动的概念，并将其用于解决图像分割问题，阐

述了新图像分割方法的具体过程。通过对航空影像的分割实验，给出了质量评价。对比结果表明，该方法是

有潜力的图像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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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真学中觅食原理研究自然界中的动物，如

鸟群和鱼群、昆虫（如蚂蚁和蜜蜂）以及单细胞的

大肠杆菌等在觅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群智能行

为，这种行为是一种自组织的行为［１］。自组织的

特点是，一个系统在没有外来控制干预的情况下，

能完成某项复杂的任务，而且这项复杂任务都是

系统中每个个体简单行为互相作用的结果。每一

个体简单行为的力量是有限的，可是在许多个体

组成的群体中，这些简单行为的相互作用可以完

成令人惊讶的任务，如白蚁巢的构成、蜂窝的建造

等。自然界中许多生物体表现出来的群智能行

为，引起了科技人员的兴趣并加以应用，如利用蚂

蚁的群智能行为解决教学上的货郎担（ＴＳＰ）难

题、图像分割问题［２］；用蜜蜂的群智能行为解决网

络的路由问题［３］；以及用单细胞的细菌觅食原理

解决分布优化和控制问题［４］等。本文在上述应用

的启发下，将蜜蜂、单细胞细菌在觅食中群智能行

为引入图像分割中，试图解决自适应图像分割问

题，并对此作了探索性研究。

１　趋化性（犮犺犲犿狅狋犪狓犻狊）概念简介

趋化性是单细胞细菌在觅食过程中表现出的

一种行为。细菌在有营养源的环境中，它总是向

营养浓度梯度增大的方向移动，这种现象称为趋

化性。这种现象并不单单在单细胞生物体中存

在，在蚂蚁、蜜蜂的觅食过程中亦有类似情况。蚂

蚁是通过沉积在地面的信息素，借以相互传递信

息完成某项任务；蜜蜂能携带不同花香气味信息

素，借助特殊的舞蹈语言相互传递信息。在自然

界中一些生物体借助梯度变化或信息素浓度的变

化达到相互传递信息的过程，统称为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

即趋化性［５］。

关于蚂蚁的趋化性应用，当有两个不同数量

（或质量）的食源时怎样确定它们的差异，以及如

何用于解决图像处理中一些问题，已有不少文

章［２，６］作了介绍。本文主要介绍细菌和蜜蜂趋化

性的特点。

１．１　细菌的趋化性移动

细菌在有营养的环境里以奔跑、翻滚的方式

向营养浓度梯度增加的方向移动，营养浓度梯度

越大，则奔跑的步距越大，造成大量细菌向环境中

的营养丰富的地方集聚。这是由于环境中的丰富

营养对细菌产生了趋化性移动。除此之外，大量

细菌的集聚对环境中正在觅食的个体细菌产生吸

引。因此，可以认为细菌的趋化性移动主要有以

下两个因素：① 环境中营养对它的吸引；② 大量

细菌的集聚对个体产生的引力。个体细菌以下简

称个体，在有营养的环境（犻，犼）处受到的吸引大

小，在文献［４］中用一个成本函数犑犽＋１（犻，犼）测度：

犑犽＋１（犻，犼）＝犑
０（犻，犼）＋∑

犽

狊＝１

犑狊犮犮（犻，犼） （１）

式中，（犻，犼）表示环境中某一位置；犑
０（犻，犼）表示（犻，

犼）处的营养浓度；犽表示环境中已经集聚的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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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犑狊犮犮（犻，犼）表示已经集聚犽个细菌中第狊个细

菌对（犻，犼）处的吸引；∑
犽

狊＝１

犑狊犮犮（犻，犼）表示已经集聚犽

个细菌对（犻，犼）吸引的总和；犑
犽＋１（犻，犼）表示第犽＋

１个细菌到达（犻，犼）处受到的总吸引，即第犽＋１个

细菌在（犻，犼）处的成本。

１．２　蜜蜂的趋化性移动

蜜蜂在自然界中表现出来的行为要比单细胞

细菌高级得多，在蜜蜂群中有王后、雄蜂、工蜂，它

们都有明确的分工。当蜜蜂发现采蜜的花位时，

它会用舞蹈语言［７］通知更多的蜜蜂来采蜜。当发

现有几个采蜜的花位时，蜂群会被组织起来优先

采集数量多、质量高的花位，这时在自己花位上采

蜜的蜜蜂也能放弃自身的利益，集中到高质量花

位上采集。生物学家把这个现象称为“为群体作

出牺牲的原则”。不仅如此，蜜蜂可以识别来自不

同花型（花的不同香味）的蜂群，只有采集同类花

型的蜂群之间的舞蹈语言才可以进行信息交流，

不同花型的蜂群的舞蹈语言不能交流。

蜜蜂在觅食过程中总是要找到数量多、质量

好的花位区，这由花发出的气味浓度决定，浓度的

变化驱使蜜蜂不断搜索。蜜蜂在花位犽，选择近

邻花位犻的转移概率犘犻犽为
［３］：

犘犻犽 ＝
狑（σ犻）狑（θ犻）

∑
犿

犼＝１

狑（σ犼）狑（θ犼）

（２）

　　如图１所示，当蜜蜂从南向北飞行时，由犽飞

向花位１最方便，因为是向前继续飞行；如果飞往

花位４，是转１８０°反向，飞行最困难；而向左飞向

花位２或向右飞往花位３具有相同的难易度。

图１　狑（θ犻）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狑（θ犻）

２　趋化性移动在图像分割中应用

一幅图像的灰度分布，可以视为不同质量花

位区的分布。蜜蜂有识别花蜜数量和质量的能

力，这种能力可以用来识别图像上的同质影像。

对于单细胞的细菌，一幅图像灰度特征的分布可

以视为具有不同营养浓度的环境，根据营养浓度

梯度的变化，大量细菌向梯度变化增加的方向集

聚，导致大量细菌集聚的行为可以用来进行图像

分割。

上面分析告诉我们将蜜蜂和细菌的趋化性移

动用于进行图像分割的基本思想。解决这个问题

的关键是产生趋化性的一个重要元素———信息

素。信息素的不同使蜜蜂能识别不同类型的花香

味，信息素的差异使细菌感觉到环境中营养浓度

的变化。

关于信息素，在有关蚂蚁的文章中讨论很多。

笔者在文献［２］中，曾用影像灰度值、影像能量以

及影像分形维值分别作为信息素，讨论这三种信

息素的图像分割效果，结论是采用分形维值作为

信息素的效果最好。因此，本文采用图像的分形

维作为问题研究的信息素。

采用 Ｕｌａｍ’ｓ距离作为信息素的相似性度

量。使用这种度量的好处是不用直接比较两个像

元的分形维值度，而是分别使用以这两个像元为

中心的两个３×３窗口中９个像元的信息来度量

它们的相似性，这个特点反映在 Ｕｌａｍ距离的度

量中。所谓 Ｕｌａｍ距离是指两个像元的３×３窗

口中９个像元的分形维值，按数值递增方向自左

向右排序，其编号为１，２，…，９。以一个像元（中

心像元）为准，它的Ｕｌａｍ’ｓ距离总等于９。写出

另一像元（近邻像元）的３×３窗口中９个像元与

中心像元序列对应的编号序列，其递增编号的长

度反映的Ｕｌａｍ’ｓ距离小于等于９，两者差异越小

越相似。关于Ｕｌａｍ’ｓ距离的细节和分形维的计

算，请参见文献［２］。

本文引用Ｕｌａｍ’ｓ距离作为相似性度量，用

图像作为蜜蜂觅食的环境，检验其识别不同区域

花位质量（图像特征）的能力。首先要设定近邻像

元Ｕｌａｍ’ｓ距离的阀值，根据多次实验，取Ｕｌａｍ’

ｓ距离大于等于４者，可以认为近邻像元与中心

像元相似。

根据上述假定，本文进行以下实验。在一幅

图像（图２）上选择如图３中示意的①、②、③３个

区域，在每个区域中均匀分布１０只蜜蜂，以每个

像元的分形维作为信息素，Ｕｌａｍ’ｓ距离作为相似

性度量，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内漫游，寻找相似者。

当漫游结束时，统计３个区域中１０只蜜蜂漫游过

的像元总数，３个总数的差异反映出３个图像区

域质量的差异。在前面曾提过，蜜蜂在采蜜时，在

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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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蜜数量多、质量好的花区停留的时间长。在这

里的停留时间长短，对应着蜜蜂在图像上漫游找

到与自身相似的像元数目的多少，找到与自身相

似的像元数多，则表明该区域特征的均质性好；像

元数少，则表明该区域特征均质性复杂，如表１所

示。

图２　影像图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Ｍａｐ
　　

图３　区域划分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表１　在三个区域中蜜蜂漫游的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ｅｙｂｅｅｓ’Ｒｏａｍ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３Ａｒｅａｓ

蜜蜂数 区域① 区域② 区域③

１０ ２７７ １２０ ３８７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区域③找到的相似者最

多３８７个，区域②中找到的相似者最少１２０个。

对照图２，可以观察到区域③影像灰度分布均匀；

区域②是最小的一个区域，内部灰度分布复杂，亮

中有暗，而且灰度分布连续性较差；区域①是最大

的一个区域，蜜蜂漫游中并没有找到最多的相似

者，而是介于其他两个区域之间。图２中，该区域

灰度分布均匀性比区域②好，但不及区域③，因为

在区域①中，尽管大块区域呈现较亮，但是亮中存

在灰度值不同的暗区。

３　趋化性图像分割的实现

３．１　细菌法图像分割的基本思想

细菌在营养环境中以奔跑和翻滚两种运动方

式搜索最好的营养。当搜索中已没有更好的营

养，或营养已经耗尽时搜索停止。在图像分割中，

每个细菌从所在位置开始，在与它靠近的８个近

邻中搜索，寻找信息素值比自身更大的近邻，这些

近邻便是待移动的下一个位置。细菌移位前应在

所在像元中留下标记，移动到新位置以后，重复上

述过程直到细菌当前像元的８个近邻像元中没有

更大的信息素值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引用

细菌的翻滚运动方式来扩大搜索范围，在８个近

邻中没有符合要求的，如图４中１，２，…，８，则扩

大到更远的１２个近邻，如图４中①，②，…， 。

如果在扩大的近邻中有符合要求的，细菌则转向

１２个近邻中的一个，如果没有符合要求的，该细

菌分割搜索结束。如果在近邻中符合要求的不止

一个，那么该细菌一个方向的搜索工作完成以后，

还要继续完成另一个近邻方向的搜索。

⑨ ⑩

⑧ ６ ７ ８

⑦ ５ × １ ①

⑥ ４ ３ ２ ②

⑤ ④ ③

图４　近邻图

Ｆｉｇ．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ｇｒａｇｈ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１中曾经提到，吸引

细菌趋化性移动主要有以下两种因素：① 营养浓

度；② 大量细菌的集聚对个体细菌的吸引，即式

（１）中犑０（犻，犼）和∑
犽

狊＝１

犑狊犮犮（犻，犼）。在本文的图像分

割工作中，细菌集聚产生的吸引没有考虑，因为只

有大量细菌集聚才会产生明显的引力，而本文使

用的细菌个数是很有限的，不超过１５０个。

３．２　蜜蜂法图像分割的基本思想

在搜索过程中不断地寻找更好的食源，当没

有更好的食源或花蜜已采尽时，搜索结束。蜜蜂

每经过一个像元都会留下标记，许多蜜蜂搜索的

结果完成图像分割的任务。本文仅考虑到信息素

浓度和方向系数，即式（２）中的狑（σ犻）和狑（θ犻）。

关于方向系数狑（θ犻）的确定，与蜜蜂由前一

个像元从什么方向进入当前像元有关。为了说明

这个问题，用图５（ａ）、５（ｂ）、５（ｃ）来说明。图５（ａ）

表示中心像元·的８个近邻的编号。

　　这个编号在使用中是统一的，如果近邻１的

犘犻犽值最大（式（２）），那么蜜蜂从·转移到１的位

置，如图５（ｂ），此时中心像元实际上是图５（ａ）中

近邻１。相应于图５（ｂ）中８个近邻狑（θ犻），０≤

狑（θ犻）≤（１）。狑（θ犻）数值越大，蜜蜂转向越方便。

一直向前直线飞行最容易，狑（θ）＝１，１８０°向后反

转飞行最困难，狑（θ）＝１／２０。类似地，若图５（ａ）

中心像元·选择近邻２，即从西北向进入，这时中

心像元实际上是图５（ａ）中近邻２，这种情况下８

个近邻的狑（θ犻）如图５（ｃ）所示。从其他方向进入

的狑（θ犻）值也有类似的规则，这里不再重复，请参

见文献［８］。

４　图像分割的具体过程

图像分割过程阐述中，把细菌法和蜜蜂法综

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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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方向系数

Ｆｉｇ．５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合起来说明。在有差异的地方，文字上会有专门

的说明。说明中用“个体”表示细菌或蜜蜂，用“群

体”表示它们的集体。

１）在９×９的窗口中求得图像上每一像元的

分形维值，作为待分割图像每一像元的信息素，具

体算法参见文献［２］。

２）设置一定数量个体（譬如说１０个）均匀分

布在图像上待分割的区域，Ｕｌａｍ’ｓ距离大于等于

４的８个近邻像元认为与中心像元相似。如此继

续个体搜索，个体所经过的像元均留下标记（同一

区域的个体标记相同），直到个体所在像元的８个

近邻没有符合要求的像元或８个近邻都为已标记

像元为止，个体漫游终止。所有的个体都完成漫

游搜索以后，统计各区域１０个个体分别漫游像元

的总数，数目上的差异反映出各待分割区域同质

性的复杂情况。

３）在漫游基础上，对待分割区域中没有漫游

到的部分设置较多的个体（一般１００个左右，小区

域几十个即可），每一个体在各自的８个近邻中寻

找比自身（即中心像元）信息素值更大的近邻作为

个体转移的下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蜜

蜂法，除考虑信息素浓度狑（σ犻）外，还要考虑方向

系数狑（θ犻），按式（２）计算犘犻犽值，取其最大者作为

该个体转移的目标。如果是细菌法，在８近邻中

没有找到符合要求的近邻，还要在如图４所示的

１２近邻中寻找符合要求的近邻，若有符合要求

的，搜索继续，直至没有符合要求的近邻为止。如

果在一个位置存在多个符合要求的近邻，对一个

近邻的工作结束后，还要继续其他符合要求的近

邻搜索。

最后，经过精处理，使分割图像在视觉上更清

晰。精处理方法引用文献［２］中方法，这里不再重

复。

５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趋化性移动图像分割的正确性，笔

者使用两幅大小为１００像元×１００像元的航空影

像，如图６（ａ）、６（ｂ）所示。用本文方法进行分割

实验，对分割质量作出评价，其结果与文献［２］的

结果作对比，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图６　航空影像

Ｆｉｇ．６　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１）趋化性移动图像分割法是一个可行有效

的分割方法。

图７（ａ）、７（ｃ）是细菌法对两幅图像的分割结

果，图７（ｂ）、７（ｄ）是蜜蜂法对两幅图像的分割结

果。与原始图像对比，分割效果还是较好的。

图７　分割图像

Ｆｉｇ．７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２）定量评价结果表明本方法分割质量较好。

为了定量评价分割质量，笔者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环境中，在待分割区域的周边读取一定数量的数

据点坐标（犻，犼），作为这些点的理论值，与分割图

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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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相应点的坐标量测值（犻′，犼′）比较，用其差异

计算中误差，作为分割质量的评价。现将计算结

果列在表２中。

从表２中数据可见，细菌法的分割效果比蜜

蜂法略有提高，而同文献［２］蚂蚁法（取用以分形

维为信息素的分割结果）相比，本文提出的两种方

法的分割效果均有明显提高。

表２　分割图像精度／像元

Ｔａｂ．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图像 使用数据点 细菌法 蜜蜂法 文献［２］蚂蚁法

图６（ａ） ４８ １．７２ １．７１ ２．２１

图６（ｂ） ５０ １．３２ １．９９ ２．７０

　　３）分割图像的精处理。

精处理是在分割图像上进行，目的是对区域

内部的空白加以填充，而对周边多余的入侵予以

删除，使目视效果更清晰。因为本文方法中要求

个体转移的条件是下一像元信息素浓度大于个体

所在像元的浓度，这一要求使在分割过程中，特别

是在区域边缘附近的个体很少出现对其他区域的

入侵，所以本文在精处理中作了填充。图８为对

图７进行精处理的结果。

图８　精处理图像

Ｆｉｇ．８　Ｒｅｆｉｎ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从以上分析可见，本文提出的两种图像分割

方法有一定的应用潜力。

６　研究中对这种图像分割的认识

１）本文方法充分利用自然界中细菌和蜜蜂

在觅食过程中不断获取更多更好食源的习性，规

定个体在分割搜索中，总是寻找近邻中信息素比

中心像元更好的近邻，即

犱（犻）＞犱（０），犻＝１，…，８ （３）

式中，犱（０）为中心像元的信息素；犱（犻）表示８近邻

中任一像元的信息素。这一要求使这种分割方法

在分割过程中不容易产生对近邻不同质区域的入

侵（即将不同质像元当作与自身同质像元），这是

该方法的一个特点。

２）在分割中，漫游过程提供图像中各待分割

区域漫游像元的总数，这个总数为其后过程提供

启发式信息，“总数大”的区域表示同质性变化比

较均匀，“总数小”的区域表示同质性变化复杂些。

这个信息提示，在“总数小”区域分割时，按式（３）

条件进行个体搜索转移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

式（３）的条件给予一定的松弛，即

犱（犻）－犱（０）＞ξ，ξ＜０ （４）

式中，ξ取负值，这意味着要将原来要求近邻的信

息素值大于中心像元，改为可以小于中心像元一

个ξ值，从而可使分割工作顺利进行。

３）在蜜蜂分割法中，个体对同质像元搜索，

既考虑到信息素浓度狑（σ）又考虑到近邻位置的

方向系数狑（θ）。在研究中认识到，对于图像分割

工作，狑（θ）的影响很小，主要是信息素浓度的影

响，因此在本文最后的实验中没有考虑狑（θ）。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自然界中大到脊椎动物，

小到单细胞的细菌，都有些有趣的习性，引起了各

行业科技工作者的注意。许多生物体的习性不可

能在一项工作中全用上，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开

发。譬如本文中提到的“群体”对“个体”的吸引问

题，将另文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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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一种快速有效的 ＭＳＴＡＲＳＡＲ目标图像分割算法　　　　　　　代登信，等

 基于Ｒａｔｉｏ梯度和交叉累积剩余熵的多源遥感影像匹配方法 江万寿，等

 双星定位系统的综合误差分析与仿真 林雪原

 基于ＩｃｏｎＭａｐ的可视化技术及其在土壤肥力分析中的应用 张显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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