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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多尺度均值漂移分割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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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信息提取过程中对影像的对象化分割的需求，分析了均值漂移分割算法的原

理，并对其多尺度分割方法进行了设计与实现。实验证明该算法具有较好的影像分割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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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分割是实现面向对象的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信息提取的一个重要步骤。目前已经发展了大

量的图像分割方法，其中，区域生长与合并方法易

于同分割过程中的尺度问题相结合，能够通过算

法中制定的合并规则及不同区域的特征将影像划

分为不同尺度下的小的区域（特征基元），并可进

而建立不同尺度间特征基元的空间关系。多尺度

分割是实现遥感影像至特征基元转换的重要过

程。

本文分析了区域生长与合并方法中的一种快

速、稳健的多尺度分割方法———均值漂移分割算

法，并针对多尺度分割的流程进行了改进。通过

与商用软件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提出的多分辨率分割算

法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改进的均值漂移算法在计

算速度方面略优于多分辨率分割算法，而在效果

方面则明显优于多分辨率分割算法，具有很好的

应用前景。

１　均值漂移分割算法

１．１　均值漂移算法原理

设核函数 犎（·）如果满足一定的统计矩约

束概率密度函数，可以用于非参数概率密度估计，

若样本集｛狓犻｝
狀
犻＝１是依密度函数犳（狓）经过狀次独

立抽样得到，则给出的密度函数估计为［１］：

犳^（狓）＝
１

狀∑
狀

犻＝１

犓犎（狓－狓犻） （１）

其中，核函数满足：

犓犎（狓）＝ 犎 －１／２犓（犎－１／２狓）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矩阵犎 的选择对结果有

着直接影响。为了减少计算的复杂性，往往选择

对角阵犎＝ｄｉａｇ［犺
２
１　…　犺

２
犱］或单位矩阵的比例

阵犎＝犺２犐。后者的优点是只需要指定一个大于

零的带宽犺。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核函数带宽后，

式（１）中的密度估计算子就可以转化成一种更为

常见的形式：

犳^（狓）＝
１

狀犺犱∑
狀

犻＝１

犓（
狓－狓犻
犺

） （２）

　　核密度估计的质量由密度函数及其估计值来

决定：

犳^犺，犓（狓）＝
犮犽，犱
狀犺犱∑

狀

犻＝１

犽
狓－狓犻（ ）犺

（３）

或

犳^（狓）＝∑
犻

狑犻犎（狓－狓犻） （４）

其中，权重系数狑犻满足约束条件∑
犻

狑犻＝１。若

核犎（·）是某核犓（·）的影子核，则均值漂移向

量的定义为［２］：

犿（狓）－狓＝
∑
犻

狑犻犓（狓－狓犻）狓犻

∑
犻

狑犻犓（狓－狓犻）
－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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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犿（狓）为狓处的样本均值。数据点向样本均

值移动的迭代过程，狓←犿（狓），称为均值漂移算

法。迭代过程中狓 所经过的位置，即序列｛狓，

犿（狓），犿（犿（狓）），…｝称为狓的轨迹。

式（５）定义的均值漂移向量正比于概率密度

函数犳（狓）在狓处的梯度。均值漂移具有很好的

算法收敛性［１３］，其方向总是指向具有最大局部

密度的地方，在密度函数极大值处，漂移量趋于

零，犳（狓）＝０，所以均值漂移算法是一种自适应

快速上升算法，它可以通过计算找到最大的局部

密度在什么地方［４，５］，并向其位置“漂移”。

１．２　基于均值漂移原理的影像分割

如果影像维数为狆，当空间位置向量与颜色

向量一起合为“空间颜色”域时，维数为狆＋２，作

为辐射对称核和欧几里德多元核表示为：

犓犺狊，犺狉（狓）＝
犆

犺２狊犺
狆
狉

犽
狓狊

犺狊（ ）
２

犽
狓狉

犺狉（ ）
２

（６）

式中，狓狊为特征矢量的空间部分；狓狉为特征矢量的

颜色部分；（）犽狓 在空间和颜色域中都使用相同的

核；犺狊、犺狉分别为空间带宽与色度带宽；犆为相应

的归一化常数。因此，带宽参数（犺狊，犺狉）就成为均

值漂移分割过程中的重要参数［６，７］。

对于基于均值漂移的影像分割过程，设狓犻为

犱维输入影像，狕犻（犻＝１，…，狀）为其滤波影像，犔犻为

分割影像的第犻个像元，则分割过程为：① 根据

§１．１进行均值滤波，存储犱维滤波数据狕犻＝

狔犻，犮；② 对所有空间域小于犺狊且范围域小于犺狉的

狕犻进行聚类｛犆狆｝，狆＝１，…，犿；③ 对于每个犻＝１，

２，…，狀，计算犔犻＝｛狆｜狕犻∈犆狆｝；④ 尺度合并过程，

将连续空间域小于合并尺度 犕 个像元的区域进

行进一步合并。

１．３　均值漂移算法的多尺度分割实现

图１显示了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均值漂移分

割过程。

图１　均值漂移算法的多尺度分割实现流程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首先，均值漂移分割算法需要将ＲＧＢ色度空

间转换到ＬＵＶ特征空间，以更好地实现其特征

空间的分离［８１０］，这是因为ＲＧＢ空间为非线性，

不具有较好的空间统计性及尺度对应关系，而

ＬＵＶ可以更好地应用分割过程中的影像不同像

元的光谱信息并进行统计［１，２］。对于彩色影像来

说，假设彩色图像的特征空间为犔，则图像中不同

颜色的物体，就对应特征空间上不同的聚类。彩

色图像映射到特征空间犔后，再结合像素在图像

中的位置，即空间信息（犡，犢），就能得到每个像素

在５维特征空间中的值，即（犡，犢，犔，犝，犞）。

其中，犔表示图像的亮度，犝和犞分别表示色

差。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算法，就可以把空间和

颜色欧氏距离相近的点归为一类，从而实现彩色

图像的分割。

在ＬＵＶ影像上进行核函数及相应参数（犺狊

及犺狉）的确定并进行均值漂移滤波，再进行影像

的聚类过程。对于灰度影像来说，直接采用灰度

影像亮度数据代替ＬＵＶ即可。

确定算法的核函数及带宽后就可按式（１）～

（５）进行基于空间与颜色域的均值滤波过程，即均

值漂移算法的主体部分。对于算法的多尺度实现

方法，有效确定不同尺度的算法合并位置，并对前

期处理的中间结果进行存储，建立或更新影像的

尺度层次关系，可有效避免同一影像、同一参数在

不同分割时的重复性工作，达到提高分割效率的

目的。如图１中的多尺度分割的实现过程中，确

定不同尺度的合并序列｛犕１，犕２，…，犕狀｝，并在滤

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迭代，通过对滤波结果的存

储能够达到多尺度分割过程的尺度犕 。

２　实例与分析

为检验均值漂移算法在遥感影像多尺度分割

方面的应用效果，本文选取了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应用较多的领域———城市人工目标地物识别与农

林地块边界提取等两个应用进行实验研究。选取

了具有代表性的面向城市信息提取的ＩＫＯＮＯＳ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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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影像与面向农林地块信息提取的ＳＰＯＴ５融

合真彩色合成影像作为实验数据，分割结果如图

２所示。其中，图２（ａ）的参数选择为犺狊＝７，犺狉＝

６．５，犕＝２００；图２（ｂ）的参数选择为犺狊＝７，犺狉＝

６．５，犕＝１００；图２（ｃ）的参数选择为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ｐｅ

＝０．９，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ｎｅｓｓ＝０．５，犕＝１００；

图２（ｄ）的参数选择为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ｐｅ＝０．９，ｃｏｍ

ｐａｃｔｎｅｓｓ／ｓｍｏｏｔｈｎｅｓｓ＝０．５，犕＝５０。

图２中的两个实验数据分别为分辨率为１ｍ

的ＩＫＯＮＯＳ灰度影像（图２（ａ）、２（ｃ））与分辨率为

２．５ｍ的ＳＰＯＴ５融合真彩色合成影像（图２（ｂ）、

图２　基于均值漂移分割方法的影像信息提取结果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ｄ））。其中，图２（ａ）、２（ｂ）为均值漂移算法的分

割效果，图２（ｃ）、２（ｄ）为商业软件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提

供的多分辨率分割算法的分割效果，４幅影像的

分割（合并）尺度分别为２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５０。尽管４

幅影像所用尺度不同，但均值漂移算法的尺度同

多分辨率分割算法的尺度不具可比性［１１，１２］，４幅

图尺度选择的依据是笔者通过十余次实验选取效

果较好的结果。

从图２所示的分割效果精度可以看出，均值

漂移分割算法的效果从很多方面均已达到或优于

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分割算法的效果。在图２（ａ）、２（ｃ）中，

①②处为城市道路、船舶提取与识别时需要的结

果，可以看出均值漂移算法在保持相对完整性的

同时，并没有出现过多的欠分割过程，在③处水体

的分割也保持了较好的完整性；而多分辨率分割

在①②等处表现为欠分割，而在③处又表现过分

割；两图在④处分割效果相似。在图２（ｂ）、２（ｄ）

中，从整体上可以看出均值漂移算法效果较好，在

实现了不同地块分离的同时也保持了地块内部的

完整性，而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选择尺度为５０时才能够将

图中⑤⑦等处的地块边界提取出来，但可以看出

在⑥⑧等处过分割现象严重，而如果选择更大的

尺度则在⑤⑦等处表现为欠分割。

均值漂移多尺度分割算法与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的

多分辨率分割算法的计算速度对比见表１。

表１　均值漂移算法与犲犆狅犵狀犻狋犻狅狀分割算法计算速度比较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分割方法
均值漂移分割／ｍｓ 多分辨率分割／ｍｓ

首次分割 后续尺度分割 首次分割 后续尺度分割

图２（ａ）、２（ｃ）（９００×９５０） ５１２３ １０１［ａ］ ６２８１ ９９［ｂ］　 ５５３２
［ｃ］

图２（ｂ）、２（ｄ）（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８８２５ １２４［ａ］ ７１６５ １３５［ｂ］　 ６１２４
［ｃ］

其他实验（２９９０×２５００） ４９３１１ ７３２［ａ］ ４７８３８ ８５０［ｂ］　４２６２１
［ｃ］

　　表１中分别对图２（ａ）、２（ｂ）、２（ｂ）、２（ｄ）所示

图像的分割速度进行了记录，并进一步进行了一

次其他实验（实验数据大小为２９９０×２５００）。由

于均值漂移算法及多分辨率分割算法均实现了不

同尺度的递进转换优化，因此对于一幅影像来说，

首次分割要慢于后续尺度转换后的分割，本文采

用的均值漂移尺度递进与转换方法如图１尺度转

换的箭头指向所示。值得一提的是，表中［ａ］为后

续选择３种不同尺度所记录耗时结果的平均值；

［ｂ］为先进行小尺度再进行大尺度分割的结果；

［ｃ］为先进行大尺度再进行小尺度分割的结果。

因此，均值漂移算法可以记录均值滤波后及尺度

合并前的中间结果，便于后续的尺度转换，转换速

度快、耗时少；而多分辨率分割方法必须从小尺度

到大尺度的方向转换（易于合并），如果从大尺度

向小尺度方向转换，则速度相对慢得多（需要重新

计算），有一定的限制，而且转换速度相对慢些。

因此，从总体来说，均值漂移分割算法的速度略好

于多分辨率分割算法的速度，能够满足日常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多尺度分割及信息提取的速度需

求。

３　结　语

均值漂移分割算法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算法

稳健性，算法速度较快，并可方便地实现面向不同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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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不同需求的多尺度分割要求，可广泛应用于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信息提取过程。本文通过分

析均值漂移算法的原理，给出了基于均值漂移算

法的多尺度分割实现流程，并通过实例对其分割

精度与速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很多情况

下改进的均值漂移分割算法的精度可与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提供的多分辨率分割方法相媲美，算法的速

度也能够满足影像处理的需求，具有较好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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