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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狆犔犛犃和犜狅狆狅犕犚犉模型的
犛犃犚图像分类算法研究

刘梦玲１　何　楚１　苏　鑫１　孙　洪１

（１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针对大多数分类方法未能同时考虑图像与特征、类别与特征、类别与类别之间关系的问题，提出了一

种基于潜在语义分析（ｐＬＳＡ）和拓扑马尔可夫随机场（ＴｏｐｏＭＲＦ）模型的合成孔径雷达（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ＳＡＲ）图像的分类算法。实验结果证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合成孔径雷达；图像分类；拓扑图；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目前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
［１］图像与普通光学

图像一样，其特征描述算子与场景以及目标类别

之间的关系成为待研究的热门问题。本文受到概

率潜在语义分析模型（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ｎ

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ＬＳＡ）
［２］与马尔可夫场模型相结

合的 方 法 （ｐＬＳＡＭＲＦ）
［３］以 及 拓 扑 图 （ｔｏ

ｐｏｇｒａｈｐｈｉｃｍａｐ）
［４］原理的启发，通过采用ｐＬＳＡ

算法推理特征与类别之间的概率关系，并使用拓

扑图核心思想获取类别之间的关系，通过引入两

种关系项来提高分类精度。此外，本文实验引入

了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５］特征。

ｐＬＳＡ被广泛使用在文本分类问题上并获得

了良好性能。图像可以描述为一些与每个小分块

特征有关系的潜在主题狕的集合。因此，ＭＲＦ有

以下的后验形式：

犘（狕）∝ｅｘｐ（∑犻～犼
Φ（狕犻，狕犼）＋∑犻

α（犱，狕犻））

（１）

１　基于狆犔犛犃的犜狅狆狅犕犚犉模型

１．１　基于狆犔犛犃的犜狅狆狅犕犚犉模型框架

　　ＭＲＦ模型中常用为Ｐｏｔｔｓ模型
［３，６７］：

Φ（狕犻，狕犼）＝α·δ，狕犻≠狕犼 （２）

当然，其他的学习算法也可以得到 ＭＲＦ的先验

项［８，９］，但其训练过程较复杂且计算量较大。本

文提出了基于ｐＬＳＡ的 ＴｏｐｏＭＲＦ模型的分类

算法，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ｐＬＳＡ的ＴｏｐｏＭＲＦ分类算法的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ｏｐｏＭＲＦ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Ｌ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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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犜狅狆狅类别学习算法

本文用拓扑图核心思想来表示目标之间的关

系。本文所提出的Ｔｏｐｏ学习方法主要处理的是

类别边缘像素点，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Ｔｏｐｏ类别关系表示

Ｆｉｇ．２　Ｔｏｐ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Φ（狕犻，狕犼）＝ ｛犚犻→犼，犚犼→犻｝

犚犻→犼 ＝犖犻，犼／犃犻

犚犼→犻 ＝犖犻，犼／犃犼

（３）

　　在确定类别犆１ 和犆３ 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本

文计算的是类别犆１ 和类别犆３ 共同的边缘分别占

类别犆１ 边缘总和与类别犆３ 边缘总和的比例。同

样地，处理类别犆１ 与犆２ 之间的关系，类别犆２ 与

类别犆３ 之间的关系。本文的拓扑类别学习方法

比其他的学习算法如ＬｏｏｐｙＢｅｌｉｅ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等都要简单，但同样有

效，另外性能较Ｐｏｔｔｓ模型的一致要好。因此，本

文的实验中将Ｔｏｐｏ类别学习算法作为马尔可夫

场二次似然项的第一选择。

１．３　基于狆犔犛犃的犜狅狆狅犕犚犉流程图

实验流程图如图３，实验步骤如下。

１）将训练图像划分为２０×２０的小块，每小

块之间覆盖１０个像素，对每个小子块进行特征提

取。

２）对特征空间进行聚类获得可视词典。将

每一个子块表示为特征包的形式。

３）在训练集上进行ｐＬＳＡ模型训练，得到的

概率模型为词汇与类别之间的关系。

４）在训练集上训练Ｔｏｐｏ类别学习算法。

５）测试图像输入，同第一步骤划分为２０２０

的小块并提取特征，表示为特征包的形式。基于

ｐＬＳＡ训练的结果进行ｐＬＳＡ推理。

６）ｐＬＳＡ推理的结果作为 ＭＲＦ的似然项，

Ｔｏｐｏ类别学习算法的输出作为 ＭＲＦ的先验项，

并用ＧｒａｐｈＣｕｔｓ进行优化。

２　实　验

２．１　实验

ＳＡＲ图像数据集包含２００幅１０００像素×

图３　实验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１０００像素大小的图像。图像集选自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

卫星２００８年５月广东地区ＶＶ极化ＳＡＲ图像数

据，分辨率约为１．２５ｍ×１．２５ｍ。图像地面参照

（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是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进行的人工

标注，共将ＳＡＲ图像分为４类地物：耕地、林地、

建筑、水系。

特征选用灰度直方图（简称 Ｈ）、ＬＢＰ特征

（简称Ｌ）以及灰度直方图和ＬＢＰ的综合特征（简

称ＨＬ）。同时用犘代表Ｐｏｔｔｓ先验，犜代表Ｔｏｐｏ

先验。实验将图像分割为２０像素×２０像素的小

块并覆盖１０个像素，将ＳＡＲ图像数据集中的

５０％的图像进行训练，剩余５０％的图像进行测

试，实验结果为多次实验的平均结果。本文的分

类精度根据混淆矩阵获得，将分类输出的标号与

实际类别标号比对，逐像素对比获得最终的平均

分类精度。同时，每类的分类精度通过每类分类

的正确像素点个数除以此类的像素点总数来获

得。本文重复了文献［３］中的实验，结果如表１中

的ＬＰ、ＨＰ、ＬＨＰ３列。本文方法的实验结果如

表１中的ＬＴ、ＨＴ、ＬＨＴ３列。从表１中可以看

出，本文提出的方法性能较优，特别是ＬＨＴ获得

了最高的平均分类精度。

本文将综合特征下的分类混淆矩阵显示如表

２和表３，表２为Ｐｏｔｔｓ先验下的ＳＡＲ图像数据

集的分类混淆矩阵，平均分类精度为７２．３１％。

表３为Ｔｏｐｏ先验下的ＳＡＲ图像数据集的分类

混淆矩阵，平均分类精度为７２．３３％。比较表２

和表３的实验结果，可以再次看出本文提出的方

法确实能够纠正容易混淆和错分的像素。

表１　犛犃犚图像数据集的分类精度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Ｌ＋Ｐ

／％

Ｌ＋Ｔ

／％

Ｈ＋Ｐ

／％

Ｈ＋Ｔ

／％

ＬＨ＋Ｐ

／％

ＬＨ＋Ｔ

／％

建筑 ７０．５９ ７０．８９ ７６．８２ ７６．６２ ７６．６３ ７６．５９

水系 ６５．９０ ６５．９８ ８２．８５ ８２．７１ ８２．６６ ８２．６９

耕地 ４０．１６ ３６．７５ ８３．８７ ８４．１７ ５０．１３ ５０．０４

林地 ６７．７９ ６６．０１ ２１．１４ ２２．３７ ６８．６４ ６８．９５

平均 ６３．３４ ６２．５９ ７１．４６ ７１．５８ ７２．３１ ７２．３３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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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犘狅狋狋狊先验下的犛犃犚图像数据集的分类混淆

矩阵（平均分类精度７２．３１％）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

ＳＡＲ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ｔｔｓＰｒｉｏ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ｓ７２．３１％）

建筑／％ 水系／％ 耕地／％ 林地／％

建筑 ７６．６３ ５．３０ ８．３３ ９．７４

水系 １０．１７ ８２．６６ ３．６２ ３．５５

耕地 ９．９６ ２．３７ ５０．１３ ３７．５４

林地 １１．６９ ２．８３ １６．８４ ６８．６４

表３　犜狅狆狅先验下的犛犃犚图像数据集的分类混

淆矩阵（平均分类精度７２．３３％）

Ｔａｂ．３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

ＳＡＲ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ｗｉｔｈＴｏｐｏＰｒｉｏ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ｓ７２．３３％）

建筑／％ 水系／％ 耕地／％ 林地／％

建筑 ７６．５９ ５．３０ ８．３０ ９．８１

水系 １０．１２ ８２．６９ ３．６６ ３．５２

耕地 ９．８６ ２．３８ ５０．０４ ３７．７２

林地 １１．６８ ２．８５ １６．５２ ６８．９５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图４为灰度直方图和ＬＢＰ特征下的ＳＡＲ图

像集的分类结果。其中犡轴为ＬＢＰ特征的分类结

果，犢轴为灰度直方图的分类结果，犣轴为像素的个

数，数字１、２、３、４分别表示建筑、水系、耕地、林地。

图４（ａ）、４（ｂ）表示的是建筑、水类分别使用

灰度直方图和ＬＢＰ特征的分类情况，可以看出这

两种类别分类效果较好。错分的像素约占图像集

像素总数的１．２６％。

由图４（ｃ）、４（ｄ）可以看出，有７０１４４３像素的

耕地和７９８４４９像素的林地，在灰度直方图特征

下同时被分为耕地，而在ＬＢＰ特征下同时被分为

林地。这两部分像素约分别占耕地、林地总数的

３３．７８％和４６．７３％，两者总和约占ＳＡＲ图像集

像素个数的１３．１２％；同样的现象，１４４５１５像素

建筑和２０９８４５像素耕地，在灰度直方图特征下

同时分为建筑，在ＬＢＰ特征下同时分为耕地，这

两部分像素约分别占建筑、耕地总数的３．２４％和

１０．１１％，两者总和约占ＳＡＲ图像集像素个数的

３．１０％。这个比例是相当少的。因此，也限制了

最终精度提升的比例。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灰度直方图和ＬＢＰ特征

改进实验方法：① 在灰度直方图结果的基础上进

行改进，将灰度直方图分为耕地而ＬＢＰ分为林地

的像素统一分为林地，最后精度由７１．４６％提高到

７２．３１％。② 在ＬＢＰ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将

灰度直方图分为建筑而ＬＢＰ分为耕地的像素统

一分为建筑，将灰度直方图分为耕地而ＬＢＰ分为

图４　灰度直方图和ＬＢＰ特征下的ＳＡＲ图像

集分类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ＡＲ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Ｇｒａｙ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ＬＢＰ．犡ａｘｉ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ＬＢＰ

建筑的像素统一分为耕地，从而将ＬＢＰ结果由

６３．３４％提高到６５．８６％。

从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算法

较文献［３］所用的方法获得了更好的性能。ＳＡＲ

图像数据集的分类结果如图５所示。从Ｔｏｐｏ类

别学习算法中获得的Ｔｏｐｏ先验计算出类别犃与

邻近的类别犅之间的关系。例如，草地和树在特

图５　ＳＡＲ图像分类结果

Ｆｉｇ．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ＳＡＲ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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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空间难以区分。如果目标与天空接近，Ｔｏｐｏ先

验将认为它是树；如果目标与牛接近，Ｔｏｐｏ先验

将认为它是草地。因此，Ｔｏｐｏ先验可以认为是提

高了边缘像素的分类精度，但不是所有的边缘，是

那些难以区分的类别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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