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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元胞自动机和模糊犆均值思想的图像分割方法。该方法以模糊犆均值算法为基础

定义目标函数，以灰度级为对象，应用一维元胞自动机自迭代求取最小目标函数，实现对图像的初步分割；在

此基础上，以二维空间邻域信息对原分割结果进行净化。该方法不仅可以用于普通灰度图像的分割，也可用

于遥感影像图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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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分割
［１］是把图像中具有特殊含义的不同

区域分割开来的操作。利用模糊犆 均值（简称

ＦＣＭ）方法进行图像分割是用隶属度确定每个像

素点属于某类别的程度［２５］，将像素点归入隶属度

最大的类别中。ＦＣＭ 算法以像素点为基本对象

使得效率低下，同时忽略了空间邻域信息，致使

ＦＣＭ算法的抗噪声能力不高。本文以ＦＣＭ 为

基本思想定义目标函数，以元胞自动机的自迭代

过程实现最小目标函数的求取，从而实现对图像

的初步分割；并在初步划分的基础上，以二维空间

邻域信息对初步划分结果进行净化。

１　基本算法

１．１　基于犉犆犕和元胞自动机的初步划分

基于ＦＣＭ思想设定目标函数，利用元胞自

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ａ，ＣＡ）自迭代至稳定求取

目标函数的最小值，实现对图像各灰度级的初步

划分，并将此方法简称为ＦＣＭＣＡ。

１．１．１　定义目标函数

ＦＣＭ算法的聚类准则
［６，７］为：

犑犿（犝，犞）＝∑
狀

犽＝１
∑
犕×犖

犼＝１

（狌犼犽）
犿
×（犱犼犽）

２

当目标函数最小时，通过ＦＣＭ 算法可得到最佳

分割结果。基于传统ＦＣＭ 定义新算法的目标函

数为：

犝 ＝∑
狀

犽＝１
∑
犻∈犽

１

ｄｉｓ（犻，犽） （１）

其中，ｄｉｓ（犻，犽）为灰度级犻与第犽类中心的距离。

当式（１）所表示的目标函数达到最小时，得到

最佳分割结果。

１．１．２　求取最小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达到最小的过程可通过一维ＣＡ的

自迭代实现。经典ＣＡ理论由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于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并建立
［８］。ＣＡ模型可

以表示为犛狋＋１＝犳（犛
狋，犖），其中，狋、狋＋１为离散时

间；犛狋、犛狋＋１为元胞在狋、狋＋１时间下的状态
［９］。

１）定义元胞和初始元胞状态

设大小为 犕×犖 的灰度图像，其灰度级为

０，［ ］犔 ，犻∈ ０，［ ］犔 为灰度图的某一灰度级，ｉｍｇ（犻）

则为灰度图像中灰度为犻的像素点的个数。定义

ｄｉｓ（犻）＝ｍｉｎ（犻－ｃｅｎｔｒｅ（犽））表示各灰度值为犻

的像素点与最近中心的距离，犽＝１，２，…，狀为各

类别的中心。则可定义一维ＣＡ的元胞和初始元

胞状态如下：① 元胞被定义为待分割图像的灰度

级。② 初始元胞状态被定义为聚类中心和非聚

类中心。不同状态的元胞ｄｉｓ（犻）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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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犻）＝
０，犻∈ｃｅｎｔｒｅ

ＧＮ，犻｛ ｃｅｎｔｒｅ
（２）

其中，ＧＮ为某一足够大的常数，表示在初始状态

下非聚类中心与聚类中心的距离足够大；ｃｅｎｔｒｅ

为初始聚类中心；犻为灰度值。③ 在迭代过程中，

元胞状态ｄｉｓ（犻）被定义为距最近中心的距离。

２）设定转换规则

设定转换规则，使目标函数最小。中心元胞

与最近聚类中心的距离可理解为其邻居距最近聚

类中心距离与邻域半径狉之和，图１直观地阐述

了这种距离关系。

图１　中心元胞ｄｉｓ（犻）求取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ｕｔＣｅｎｔｅｒ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ｄｉｓ（犻）

在灰度图像中，灰度值为犻的像素点个数并

非１而是ｉｍｇ（犻），本文所定义的ｄｉｓ（犻）为图像中

所有灰度为犻的像素点与最近聚类中心的距离，

故而从邻居“走到”中心元胞距离应为ｉｍｇ（犻）·狉

而非狉，则表达式如下：

ｄｉｓ狋＋１（犻）＝

ｍｉｎ（ｄｉｓ狋（犻），ｄｉｓ狋（犻＋１）＋狉·ｉｍｇ（犻）），犻＝０

ｍｉｎ（ｄｉｓ狋（犻），ｄｉｓ狋（犻－１）＋狉·ｉｍｇ（犻）），犻＝犔

ｍｉｎ（ｄｉｓ狋（犻），ｄｉｓ狋（犻＋１）＋狉·ｉｍｇ（犻），

　ｄｉｓ
狋（犻－１）＋狉·ｉｍｇ（犻）），犻≠０，

烅

烄

烆 犔

（３）

　　３）ＣＡ自迭代至稳定

定义转化规则后，根据狋＋１时刻的元胞状态

ｄｉｓ（犻）重新确定聚类中心，并判断ｃｅｎｔｒｅ狋＋１、ｃｅｎ

ｔｒｅ狋是否相等。ＣＡ将进行自迭代，直至ｃｅｎｔｒｅ狋＋１

＝ｃｅｎｔｒｅ狋，使目标函数犝 最小。

１．２　基于空间邻域信息对初步划分结果的净化

ＦＣＭ用于图像分割时，隶属度函数狌犼犽仅描

述强度特征与聚类中心之间的相似性测度［１０］，而

未考虑像素点分布的空间特性，因而对噪声敏感。

为提高抗噪声能力，在ＦＣＭＣＡ初步分割的基础

上提出ＦＣＭＣＡＮＢ算法。

传统二维 ＣＡ 的邻域包括 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

型、Ｍｏｏｒｅ型及扩展的 Ｍｏｏｒｅ型
［１１］。本文以半径

为狉的扩展 Ｍｏｏｒｅ型邻居为例，以邻域信息来修

正中心原胞状态。

１）计算距离模板及权重模板。这里采用欧

式距离犱（Δ狓，Δ狔）＝ Δ狓
２＋Δ狔槡

２得到距离模板。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距离ｄｉｓ与权重狑的函数关系

式狑＝犳（ｄｉｓ），并对ｄｉｓ狀犫进行归一化得到ｄｉｓ狀犫′

＝ｄｉｓ狀犫／∑ｄｉｓ狀犫。

２）根据类别指数及转化阈值ε修正中心元

胞类别。定义元胞的类别指数狑犻犼（犽）＝∑ｄｉｓ狀犫′犽。

设定合理阈值ε，使得当狑犻犼（犽）＞ε时，（犻，犼）将被

划分至第犽类。

２　实验分析

采用ＩＥＥＥ推荐的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的标

准Ｌｅｎａ图像和分辨率为０．５ｍ的 ＨＲＶ全色波

段５１５像素×９２７像素的遥感影像图为实验数据

进行分割实验。

２．１　灰度图分割结果及效率比较分析

从分割结果图２来看，两种算法的分割结果

无明显差别，均能较好地实现灰度图像的分割。

从表１可知，随着分类数由小变大，ＦＣＭＣＡ算

法的迭代次数没有明显变化，耗时从０．０９４０ｓ增

长到０．１０９０ｓ；而标准ＦＣＭ 的迭代次数则从３０

次增长到６５次，耗时更是从０．８７５０ｓ增长到

３．６０９０ｓ。

表１　各算法效率评价表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分类数 项目 ＦＣＭＣＡ 标准ＦＣＭ

狀＝２
迭代次数／次 ４ ３０

耗时／ｓ ０．０９４０ ０．８７５０

狀＝３
迭代次数／次 ３ ８４

耗时／ｓ ０．１０９０ ３．５３２０

狀＝４ 迭代次数／次 ３ ６５

图２　算法２分类结果比较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ｉｔｈ２Ｃｌａｓｓｅｓ

２．２　抗噪声能力比较

图３、图４分别为ｇｒｅｙ原图和利用Ｍａｔｌａｂ处

理后加入高斯噪声的ｇｒｅｙ灰度图。图５（ａ）、５（ｂ）

分别为ＦＣＭＣＡ、ＦＣＭ聚类结果图，ＦＣＭＣＡ和

ＦＣＭ算法的抗噪声能力较弱，误分比达到了

９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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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５％、７．９４％，图５（ｃ）为ε＝０．６５时ＦＣＭＣＡ

ＮＢ聚类图。表２为各种算法的抗噪声能力

评价。

图３　ｇｒｅｙ灰度图原图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ｙ

Ｉｍａｇｅｏｆｇｒｅｙ

　　
图４　经高斯噪声处理图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ｙＩｍａｇｅ

Ａｄｄｅｄｉｎ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表２　各算法抗噪声能力评价（总个数为６５５３６个）

Ｔａｂ．２　Ａｎｔｉｎｏｉｓ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ａ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项目 标准ＦＣＭ ＦＣＭＣＡ ＦＣＭＣＡＮＢ

误分个数 ５２０１ １２１５４ １１１１

正确个数 ６０３３５ ５３３８２ ６４４２５

误分比／％ ７．９４ １８．５５ １．７０

　　从图５可知，ＦＣＭＣＡ初步分割结果中的噪

图５　ＦＣＭＣＡ、ＦＣＭ和ＦＣＭＣＡＮＢ聚类图

Ｆｉｇ．５　ＦＣＭＣＡ’ｓ，ＦＣＭ’ｓａｎｄＦＣＭＣＡＮＢ’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声均匀地分布于图中，以邻域信息进行修正，可以

极大地提高抗噪声能力，误分比从１８．５５％降至

１．７０％。

２．３　遥感影像图分割结果比较

遥感影像图被广泛地运用于国土资源监测、

管理及地图更新等方面，但由于遥感影像图相较

普通图像具有数据量大、数据复杂（反映的地物复

杂）［３］的特征，实现对遥感影像图的高效、准确分

割是现阶段的重点研究方向［１２，１３］。图６至图９

分别为 ＨＲＶ遥感影像图原图、人工解译结果图、

ＦＣＭ分割结果图、ε＝０．６５时ＦＣＭＣＡＮＢ分割

结果图。表３为分割精度评价。

图６　ＨＲＶ遥感影像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ｏｆＨＲＶ

　　　

图７　人工解译图

Ｆｉｇ．７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

　　　

图８　ＦＣＭ分割图

Ｆｉｇ．８　ＦＣＭ’ｓ

Ｒｅｓｕｌｔ

　　

图９　ＦＣＭＣＡＮＢ分割图

Ｆｉｇ．９　ＦＣＭＣＡ

ＮＢ’ｓＲｅｓｕｌｔ

表３　犉犆犕和犉犆犕犆犃犖犅算法的分割精度评价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ＦＣ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ＦＣＭＣＡＮＢ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类型
ＦＣＭ算法 ＦＣＭＣＡＮＢ算法

水体 植被 裸地 总和 生产精度／％ 水体 植被 裸地 总和 生产精度／％

水体 １０１７１４ １１５８ ４９ １０２９２１ ９８．８３ ９９２００ ３７０８ １３ １０２９２１ ９６．３８

植被 ２１０５３ ８３２１０ ３７８６１ １４２１２４ ５８．５５ ５４８６ １２４５２０ ７５０９ １３７５１５ ９０．５５

裸地 ３７５ ９３２０ ２２２６６５ ２３２３６０ ９５．８３ ２０１ ４８４７１ １８８２９７ ２３６９６９ ７９．４６

总合 １２３１４２ ９３６８８ ２６０５７５ ４７７４０５ １０４８８７ １７６６９９ １９５８１９ ４７７４０５

使用精度／％ ８２．６０ ８８．８２ ８５．４５ ９４．５８ ７０．４７ ９６．１６

总精度／％ ８５．３８ ８６．３０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７６．０７ ７８．６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ＦＣＭＣＡＮＢ算法的总精

度和Ｋａｐｐａ系数均略高于标准ＦＣＭ 分割结果。

由于ＨＶＲ影像中水体的灰度集中，且与其他地

物的灰度差异较大，故无论是ＦＣＭ 还是本文所

提出的方法，均能实现对水体的高精度分割。

ＦＣＭＣＡＮＢ对水体的分割效果良好，使用精度

和生产精度分别达到９４．５８％、９６．３８％。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图像分割方法，以灰度级而

非像素点为对象，并使用了ＣＡ自迭代功能，大大

提高了图像的分割效率；二维空间邻域信息对初

步分割结果的改进显著提高了抗噪声能力。但如

何使用该算法在仅以灰度级为对象进行分割的基

０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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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将坡形、坡度、气温、湿度等属性信息纳入考

虑范畴仍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在遥感影像图的

分割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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