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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蚁群算法抽取最优Ｇａｂｏｒ纹理特征的纹理图像监督分割方法。首先，随机选取纹理

样本进行Ｇａｂｏｒ滤波器变换。然后在蚁群算法的基础上采取Ｇａｂｏｒ纹理向量与纹理类别中心的距离和最小

的方式选择特征子集。其目的在于从全局的角度确定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的主频率及方向中心，使得不同纹理之

间的频率响应差别最大。最后，利用犓均值算法在已降维的特征上进行纹理图像分割。实验结果表明，本文

方法在合成纹理图像的分割中有较佳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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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理分割是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的一个基

础研究课题。常用于纹理提取的方法有统计方

法、结构方法、模型方法及信号处理方法［１］，其中

对马尔可夫随机场与多通道滤波器的研究较多。

基于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的纹理分析是一种空间频率

域联合分析方法，利用Ｇａｂｏｒ滤波器提取纹理的

首要任务是通过设置合适的参数，使提取的特征

具有最佳类别表征能力。参数的设置可根据纹理

图像的傅立叶功率谱峰值来确定［２］，或在预先设

定的滤波器中选择最佳［３］，但二者均存在不足［４］。

据文献，独立成分分析（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ＣＡ）对纹理特征降维的普适性很强
［５］。

一种先提取Ｇａｂｏｒ纹理特征后，用ＩＣＡ对其进行

整合的图像分割框架效果较好［６］，从而避开了参

数选择的难题。但由于ＩＣＡ提取特征的顺序随

机，如何从整合后的独立分量中找到高效参数的

设计线索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提出利用蚁群

算法抽取纹理样本的Ｇａｂｏｒ纹理特征向量子集，

然后有针对性地选择滤波器组用于纹理图像分割

的思路。

１　基于蚁群算法的特征抽取

基于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的纹理图像分割是对图

像信号利用Ｇａｂｏｒ滤波器按不同方向、频段进行

滤波分解，再根据多通道纹理特征的差异性区分

不同纹理的过程，它包括图像滤波、纹理特征提

取、特征聚类分割３个阶段
［７］，其中，参数设置与

滤波后处理是必须考虑的两个方面。

由于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组的特征向量维数大，且

冗余信息多，从中选取使分类评估标准最优的特

征子集属于ＮＰＨａｒｄ问题。作为随机优化方法，

蚁群算法［８］在无需任何先验知识的情况下仍具有

高效的特征选择能力。

１．１　解结构的建立

设｛狏１，狏２，狏３，狏４，狏５，狏６，狏７，狏８，狏９，狏１０｝为一组

特征向量，犚为蚁群中蚂蚁（即解）的个数，每只蚂

蚁都表示相应位置特征选择的情况。对于特征选

择问题，可以看成是一种针对特征集合的二类划

分问题。若某特征被选中，则相应解中该位置的

元素被标记为１，否则标记为０。在算法之初，首

先生成具有犚只蚂蚁的蚁群，每只蚂蚁被分配一

个长度为特征个数的解集，其中第犻个位置对应

于第犻个特征的被选情况（０或１）。另外，设置特

征选择的信息素矩阵τ，将所有特征赋予０或１

的被选状态，τ犻犼表示特征犻和被选状态的信息素

浓度。对于狀维特征，信息素矩阵大小为狀×２，

它会在迭代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更新。在每一次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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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更新中，蚂蚁将通过信息素的间接通信把狀维

特征近似地赋予被选状态。在开始搜索前，设置

初始信息素矩阵的各元素值都为τ犻犼＝０．０１。对

每只蚂蚁所构成的每个特征，系统产生［０，１］区

间内均匀分布的随机数狇，并预先定义好概率狇０

（０＜狇０＜１），对每只蚂蚁有两种更新方式：① 若

此随机数小于狇０，则利用已有知识选择与特征间

具有最大信息素的被选状态。② 若此随机数大

于狇０，则根据转换概率随机选择特征所属的被选

状态开发新的解空间。

１．２　目标函数构造

采用每个模式向量到聚类中心的距离之和达

到最小作为目标函数。已知模式集｛犡｝有 犖 个

模式，并且分属犕 个类别，每个模式具有狀个特

征，则数学模型可表达为：

ｍｉｎ犑（ω，犮）＝∑
犿

犼＝１
∑

犖
犼

犻＝１
∑
狀

狆＝１

ω犻犼 狓犻狆 －犮犼狆
２ （１）

犮犼狆 ＝∑

犖
犼

犻＝１

ω犻犼狓犻狆／∑

犖
犼

犻＝１

ω犻犼 （２）

ω犻犼 ＝
１，模型犻∈ 类别犼

０，｛ 其他
（３）

其中，犼＝１，…，犕；狆＝１，…，狀；犻＝１，…，犖犼；狓犻狆为

第犻个模式的第狆 个属性；犮犻狆为第犼个类中心的

第狆个属性。

１．３　局部搜索及信息素矩阵更新

为了提高蚁群算法中蚂蚁找到近似解的效

率，采用局部搜索的方法对完成搜索以后的蚂蚁

进行信息素更新。本文只针对适应性最好的前犔

（犔＝２）个解进行局部搜索操作，并且按照某个概

率阈值来改变解元素的状态值，类似于遗传算法

中的变异操作。具体方法如下：① 为解集中的每

个特征产生随机数，并预先设定０～１之间的随机

数狉。若第犻个特征位置的随机值小于狉，则改变

其被选状态值。② 重新计算变换状态操作后的

目标函数值，与原解集的目标函数值进行比较。

若比原解集的目标函数小，保留新解集，否则还原

回旧解集。③ 对前犔个解集进行上述操作，并选

择犔个解集中具有最小目标函数值的蚂蚁作为

最优解。

执行完局部搜索操作，则需要利用前犔个蚂

蚁进行信息素矩阵更新。信息素更新反映了蚂蚁

所提供的动态信息的利用情况。信息素矩阵是一

种自适应的存储器，它存贮了到目前为止得到的

较优解的信息，在每次迭代完成后被更新。具体

为：

τ犻犼（狋＋１）＝ （１－ρ）τ犻犼（狋）＋∑
犔

狊＝１

Δτ
狊
犻犼

（犻＝１，…，犖；犼＝１，…，犕） （４）

式中，ρ（０＜ρ＜１）为信息素蒸发参数；τ犻犼（狋）为第狋

次迭代中特征犻属于第犼个被选情况的信息素浓

度；Δτ
狊
犻犼＝犙／犑狊，其中犑狊为蚂蚁狊的目标函数值，犙

为一参数常量值，并且蚂蚁狊中的特征犻属于第犼

个状态值。

算法终止条件是最优解经过连续运行最大次

数的一半时，还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或者达到设

定的最大运行次数。由于通过设置方向θ和频率

犳可确定不同的滤波中心，并构造出反映整个频

域特征的滤波器组，因此本文用蚁群算法对这两

个参数进行选择。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进行以下实验：① 用ＩＣＡ整合 Ｇａｂｏｒ纹理

特征，利用犓 均值算法进行分割；② 用蚁群算法

抽取纹理特征子集为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组的选择提

供参考，并通过图示纹理频谱分布特征对所选子

集进行分析，同样利用 犓 均值算法进行分割；

③ 对不同方法的分割结果进行定量分析。实验

所用的合成纹理图像取自ｂｒｏｄａｔｚ纹理库
［９］，合

成影像为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全色数据，其大小均为２５６

像素×２５６像素。本文选取滤波器的带宽为１．３

个倍频程，相位角φ＝０，高斯包络线的纵横比狉＝

１，表示取圆环形滤波器。

２．１　基于犌犪犫狅狉与犐犆犃的纹理分割

采用的图像由５种不同的纹理合成（见图

１（ａ）），包括蓖麻籽、网格、煤粒、大理石、海面。其

中，上部的纹理最粗，左右的纹理次之，下部和中

部的纹理较细。根据已设置的参数，采用 Ｇａｂｏｒ

滤波器提取纹理特征，组成５６个分量（取８个频

率（即λ１，λ２，…，λ８）、７个方向（θ＝｛０，π／６，π／３，

π／２，２π／３，５π／６，π｝），基于犓 均值算法的分割结

果如图１（ｂ）所示。图１（ｃ）为先由ＩＣＡ从所获得

的特征向量中提取独立成分，再由犓 均值算法进

行分割的结果。尽管ＩＣＡ压缩特征后对分割效

果有所改善，但蓖麻籽与海面纹理的相似之处仍

未完全区分。显然，两种方法都不能取得令人满

意的效果。

２．２　基于犌犪犫狅狉与蚁群算法的纹理分割

为得到代表不同纹理的最优特征子集，需选

择各纹理图像的学习样本。仍选用§２．１节的图

像，５种纹理各取７０×７０大小的子图，分别获取

２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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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采用两种不同方法得到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Ｇａｂｏｒ纹理特征。实验设定蚁群规模为５０，信息

素蒸发参数ρ为０．１，转换概率阈值为０．５，局部

概率阈值为０．０５，局部搜索和信息素更新比例为

４％；共运行１０次，每次最大迭代次数为１００。蚁

群算法所提取的特征列于表１，表中数字反映了

１０次不同运行结果的累加情况。从表１可以看

出，在基于正确分类的前提下，前３个频率与 ｛π／

３，π／２，２π／３，５π／６，π｝等５个方向上的特征具有

较强的代表性。

表１　典型特征分布情况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０ π／６ π／３ π／２ ２π／３ ５π／６ π ｓｕｍ

λ１ ０ ２ ３ ９ ７ ５ ２ ２８

λ２ １ ２ １ ７ ５ ６ ４ ２６

λ３ １ １ ４ ８ ６ ７ ０ ２７

λ４ ０ ０ １ １ ２ １ ３ ８

λ５ ０ １ ０ ２ ０ ２ １ ６

λ６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３

λ７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３

λ８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３

ｓｕｍ ３ ７ １０ ２８ ２３ ２２ １１ １０４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的带通特性使其在与某频率范

围相吻合的情况下有较大的输出值，否则其输出

受到抑制。下面对实验图像的频谱作进一步分

析，在极坐标下的频谱分布可采用夹角型特征和

放射型特征表达［１０］。

图２为采取罗盘形式表达５种纹理频谱能量

的集中情况（图中填充部分）。它大致指出了５种

纹理区分较强的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组频率与方向的

可选位置（θ在第二象限，狉位于低频），这与表１

所得的结论基本一致。可见，用蚁群算法选择的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组能够使频谱能量根据不同纹理有

针对性地通过，同时抑制了重叠特征，进而为改善

分割效果提供条件。另外，５种纹理可仅由相关

性更小的１５个特征构成，计算量随着特征维数的

降低也相应减少。图３为５种纹理基于所选特征

值采用犓 均值分割的效果。

对照图１（ｂ）、１（ｃ）与图３的分割结果可以发

现：①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组提取的纹理特征对大理石

与煤粒纹理的频谱响应较为突出，两者在三种方

法下基本被正确分割；② 经ＩＣＡ整合的特征较大

程度地提高了分割效果，但所得的独立成分仍不

能增大５种纹理间的区分度，图１（ｃ）中蓖麻籽与

海面纹理的分割结果相互穿插，且均对煤粒与大

理石纹理有所干扰；③ 本文方法明显改善了前两

种方法分割结果中的不足，尤其表现为蓖麻籽与

海面纹理之间的有效区分，但其他４种纹理仍受

海面纹理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其放射型频谱特征

与大理石相似，且夹角型频谱特征与蓖麻籽、网格

重叠（见图２）。

由于实际地面覆盖通常较为复杂，Ｇａｂｏｒ滤

波器所反映的纹理特征难以兼顾所有细节，因此

在实验中仅对４种不同的典型地物（居民点、果

园、菜地、农田）的纹理合成影像（图４）进行分割。

图５（ａ）为采用ＩＣＡ对Ｇａｂｏｒ纹理特征降维后的

犓均值分割结果，图５（ｂ）为采用基于梯度与标记

的分水岭变换的分割结果。对比图５中的３种分

割结果可知：①ＩＣＡ仍不能明显改变Ｇａｂｏｒ纹理

特征在易混纹理（如果园中的小块空地与房屋间

的深色空隙）间的区分能力；② 分水岭变换方法

可对地物进行封闭包络而使边界得以准确定位，

但合并过程并没有提高整体分割的效果（居民点

与经济林中的阴影出现混淆）。而且由不准确区

域边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难以改善，如居民点

中的房屋形状无法准确表达；③ 本文方法可使

图２　频谱

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ｑｕｅ

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３　本文方法

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图４　合成

影像图

Ｆｉｇ．４　Ｓｙｎｔｈｅｔ

ｉｃ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

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

图５　三种方法的影像分割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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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ｂｏｒ滤波器对纹理的整体表征更有针对性，４

种纹理均得到明显的分割。

２．３　实验结果的定量对比分析

为了对实验结果进行定量比较，本文采用基

于对象一致性误差（ＯＣＥ）
［１１］作为图像分割的评

判标准。因为它能够检测到分割所得对象的形

状、位置、大小及存在性，且对过分割与欠分割同

样敏感，适用于本实验数据的分割评价。ＯＣＥ的

取值范围为０≤ＯＣＥ（犐犵，犐狊）≤１，其中犐犵为地面

参考对象，犐狊为实际分割对象。当ＯＣＥ＝０时，表

示犐犵＝犐狊，即实际分割完全符合地面参考对象。

表２为上述实验结果的ＯＣＥ对比。

表２　基于犗犆犈的不同方法的分割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ｓｉｎｇＯＣＥ

Ｇａｂｏｒ＋

犓均值

Ｇａｂｏｒ＋

ＩＣＡ＋

犓均值

Ｇａｂｏｒ＋

ＡＣＯ＋

犓均值

各纹理总

精度

实

验

图

像

１

蓖麻籽 ０．４７７８ ０．５１６３ ０．１５４７ １．１４８８

网格 ０．５１７４ ０．０９２６ ０．０４６０ ０．６５６０

煤粒 ０．１７８６ ０．１２３３ ０．０７４３ ０．３７６２

大理石 ０．０９４３ ０．１３２５ ０．０５１８ ０．２７８６

海面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１２２ ０．２８２２ ２．０９４４

Ｇａｂｏｒ＋

ＩＣＡ＋

犓均值

Ｇａｂｏｒ＋

分水岭＋

犓均值

Ｇａｂｏｒ＋

ＡＣＯ＋

犓均值

各纹理总

精度

实

验

图

像

２

房屋 ０．７６１０ ０．７０４１ ０．１０１０ １．５６６１

果园 ０．５５６３ ０．３５８７ ０．０７６８ ０．９９１８

菜地 ０．４１７４ ０．０９３５ ０．０９５１ ０．６０６０

农田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６３６ ０．０６２８ ０．２１１６

　　从表２可知：① 对于实验图像１，直接基于犓

均值的纹理分割效果受到了海面纹理没有被分出

的影响，且网格的分割效果也较差；采用ＩＣＡ进

行纹理特征整合的分割效果主要受蓖麻籽与海面

纹理混淆的干扰；本文方法整体较佳，但海面纹理

的分割不够准确。② 对于实验图像２，用ＩＣＡ整

合特征的分割方法未能有效区分房屋、果园与菜

地；分水岭分割方法较前者有所改善，但对房屋与

果园纹理区分不够；本文方法对４种纹理的区分

较好，仅对房屋纹理表现欠佳。③ 总区分效果

中，实验图像１的大理石与煤粒纹理与实验图像

２的农田纹理均有准确的分割结果；④ 本文方法

对实验图像１、图像２的分割效果均较好。

３　结　语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能够适合人眼视觉系统的识别

机理，可取得空间频率域的最优局部化。不同方

向、频段的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能够有效区分不同纹

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滤波参数，有助于提高纹理图

像的分割效果。本文方法对合成纹理图像的分割

效果较好。为使 Ｇａｂｏｒ滤波器在纹理图像分割

中的效果更佳，需从多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如提

取有效的纹理特征子集，将频域与空间域分析相

结合，探索自然图像与实际影像的分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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