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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皮层振荡神经网络在遥感影像分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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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具有复杂场景的遥感影像，提出了基于各向异性扩散特征保持平滑的简化ＬＥＧＩＯＮ算法，弥补

传统ＬＥＧＩＯＮ图像分割算法对噪声敏感的不足。对于多（高）光谱影像，则采用马氏距离计算光谱向量间的

连接权得到扩展ＬＥＧＩＯＮ算法进行分割。实验结果表明，ＬＥＧＩＯＮ算法较传统的图像分割方法对单波段灰

度遥感影像目标及其重要细节部分的分割效果更显著；扩展ＬＥＧＩＯＮ算法适用于多光谱遥感影像分割。

关键词：遥感影像分割；振荡关联；局部兴奋全局抑制振荡网络；各向异性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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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灰度图像分割算法直接用于遥感图像

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视

觉机理研究的不断深入，视觉皮层神经元图像处

理技术因其更符合生物的自然视觉特性成为了最

为活跃的研究方向之一［１３］。视觉系统同步振荡

机制的发现促使人们通过研究振荡相关性来解决

图像分割问题［４，５］。基于局部兴奋全局抑制的振

荡网络结构（ｌｏｃａｌｌｙｅｘｃｉｔａｔｏｒｙ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ＬＥＧＩＯＮ）的图像分割可根

据图像的自然属性，利用其快速并行传播特性对

图像进行自然迅速的分割。

１　改进的犔犈犌犐犗犖遥感影像分割算

法

　　ＬＥＧＩＯＮ分割算法是把灰度图像看作视觉

皮层神经元网络结构，每个像素为一个神经元振

荡器，每个振荡器与其最小邻域的８个振荡器相

连接，组成一个网格局域连接，全局抑制器接收网

格中每个振荡器的输入并抑制每个振荡器。当多

个目标映射到网格上时，局域连接会将属于同一

个目标的振荡器通过同步分割在一起，并由全局

抑制器使得属于不同物体的振荡器不同步。为了

减少图像噪声碎片的影响，通过侧电势寻找到主

振荡器，由主振荡器出发通过神经元间的耦合连

接实现具有人脑意识的图像分割。

１．１　简化的犔犈犌犐犗犖算法

ＬＥＧＩＯＮ并行体系结构呈现出高微分方程

的计算复杂、参数设置多的特点，限制了实际应

用。为了减小计算、便于图像分割，需要采用直观

的参数设置，减少迭代次数，使其既符合方程式的

仿真步骤，又体现松弛振荡的本质特征。简化的

ＬＥＧＩＯＮ分割算法在输入图像后，通过神经元初

始化设为未被刺激状态，并计算其相邻８邻域的

动态连接权值，然后，利用神经元细胞间的侧电势

来找出主振荡器，以区分主区域与噪声。当进入

振荡状态时，振荡器必须是主振荡器，主振荡器通

过被激励以发挥振荡发起点引导相邻振荡器的作

用，否则，该振荡器就停留在兴奋状态，不能将其

兴奋状态传递给相邻振荡器。处于兴奋状态的振

荡器通过邻域连接将兴奋扩散，使得邻域振荡器

也处于兴奋状态，由此构建振荡网络。但一旦振

荡器跳到了活动状态，它就会触发全局抑制器对

所有振荡器的抑制，将代表不同物体的振荡器跳

出进行分割，由此不断循环完成图像分割。

１．１．１　参数设置

简化的ＬＥＧＩＯＮ算法中，关键步骤是寻找主

振荡器和构建局部兴奋全局抑制器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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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主振荡器狆犻，表示为：

狆犻＝犎（∑
犽∈犖１

（犻）

犠犻犽－θ狆） （１）

狆犻取决于犻是否处于某个相似区域的中心。然

而，主振荡器阈值θ狆的大小将影响算法发现主振

荡器的难易，选取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反复

实验才能确定。但就主振荡器自身而言，振荡发

起点必须得到足够大的刺激，这往往是图像比较

感兴趣的中心区域。因此，引入统计学中的平均

值和方差来判断振荡器中心相近的点是否作为振

荡发起点，振荡器犻需要满足条件
［６，７］：

狘μ犻（犚狆）－μ犻（１）狘≤犜μ

σ
２
犻（犚狆）－σ

２
犻（１）狘≤犜

烅
烄

烆 σ

（２）

式中，μ犻（犚）、σ
２

犻
（犚）为像素犻的犚 邻域的均值和方

差；犜μ、犜σ用来表示相邻区域一致性的阈值；犚狆用

来表示振荡器是否在一个具有相同性质的区域

里。一个大的犚狆值将会使振荡器来源于更大相

同性质的区域里，犜μ、犜σ也是根据选取犚狆范围内

相同性质的区域间的均值差和方差差得到，再通

过经验值调整。

在分割过程中，局部兴奋全局抑制器的耦合

构成是关键，兴奋耦合决定了一个振荡器是否与

其他振荡器同步，全局抑制器的权值则决定了分

割区域的破碎程度。引入权值对数形式的邻域兴

奋耦合项［６］：

犛犪犻 ＝
∑

犽∈犖（犻，１）

犎（狓犽）×犠犻犽

ｌｇ（∑
犽∈犖（犻，１）

犎（狓犽）＋１）
（３）

式中，狓犽是振荡器犽 的活性；犠犻犽为动态连接权

值，计算公式为：

犠犻犽 ＝
犠ｍａｘ

（１＋狘Ｄｉｓｓｉｍｌａｒｉｔｙ（犻，犽）狘）
，犽∈犖１（犻）

（４）

　　对于单波段灰度影像而言，犠ｍａｘ表示整幅图

像中的灰度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Ｄｉｓｓｉｍｌａｒｉ

ｔｙ（犻，犽）｜为振荡器犻与犽的不相似性，在灰度图像

中用两个像元的灰度差值来表示。动态连接权值

是基于灰度级的相似度，即在灰度图像中像素点

犻与犽的像素值越接近的话，那么它们对应的振

荡器间的耦合性就越强，就更容易达到同步。

对于多（高）光谱遥感影像而言，从光谱特征

出发，在三维空间中将多（高）光谱影像看作是空

间位置和一个光谱向量函数的表达，在表达动态

连接权值犠犻犽时，振荡器犻与犽的不相似性采用

排除光谱向量间相关性干扰的马氏距离（ＭＤ）来

表示，如式（５）所示，犠ｍａｘ为不同目标地物间的最

大光谱向量马氏距离值。

狓犻 ＝ ［狓犻１　狓犻２　狓犻３　…］

狓犽 ＝ ［狓犽１ 狓犽２ 狓犽３　…］

Ｄｉｓｓｉｍｌａｉｔｙ（犻，犽）＝ ＭＤ（犻犽）＝

（狓犻－狓犽）
Ｔ

∑
－１

犻犽
（狓犻－狓犽）

（５）

　　全局抑制器权值犠狕越大，分出的区域越小、

越多。本文通过分析对比多幅不同的真实灰度图

像抑制因子权值犠狕对分割结果的影响，发现分

割质量较高时犠狕的取值约为图像最大灰度差

犠ｍａｘ的１／５。这恰与有关生理资料表明兴奋型神

经元约占全部神经元的８０％，抑制型神经元约占

２０％
［８］的情况相吻合。对于多光（高）谱遥感影

像，犠狕为经验值。因此，耦合因子表示为：

犛犻＝犛
犪
犻－
犠ｍａｘ

５
犎（狕－θ狓狕） （６）

１．１．２　区域扩散耦合提高分割效率

经典ＬＥＧＩＯＮ算法在振荡网络分割模块内

部不断循环，即每次由离起跳点最近的主振荡器

开始循环，不断遍历整幅图像，直至不再有耦合振

荡器跳起为止。但实际上，整个网络是以跳起的

振荡器为中心扩散展开地进行耦合强度计算，离

跳起点越近的振荡器能够越早地获得跳起的机

会。因此，本文采用区域扩散耦合的方法，先解算

跳起振荡器内层８邻域的侧向耦合势能，使内层

稳定之后，通过递归过程再计算相邻外层的振荡

器是否因为耦合势能的传递而起跳。在完成每一

次分割时，图像中所有振荡器仅跳起一次，以减少

运算量。

１．２　复杂场景遥感影像的犔犈犌犐犗犖分割

多个实验表明，利用ＬＥＧＩＯＮ算法对目标复

杂多样、亮度变化大、细微结构丰富的城市区域遥

感影像进行分割，会出现一定数量的对象被遗漏。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对于复杂场景的遥感

影像，侧电势通过计算邻域平均值和方差之间差

值的阈值方法来寻找主振荡器，这是一种没有任

何目标先验信息的盲目搜索。这样的搜索难以在

由灰度极值、相近的中间区域和噪声所组成的灰

度不均匀区域中寻找到主振荡器，无法形成振荡

耦合进行分割。因此，通过各向异性扩散对复杂

场景的单波段灰度遥感影像进行图像自适应的平

滑。在跨边界的区域扩散弱，保证边界能得到较

好的保护；在均匀的区域扩散强，则去除噪声。从

而利用目标边缘与振荡器之间的相异性、相似特

征区域与振荡器之间的局部耦合特性，作为先验

信息来搜索主振荡器。

ＰｅｒｏｎａＭａｌｉｋ各向异性扩散方程是将定义在

３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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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域犙∈犚×犚 上的原始图像作为一种媒介，以

非恒定的速率进行扩散，从而得到一系列的逐渐

平滑的图像，ＰＭ方程为
［９］：

狌（狓，狔；狋）

狋
ｄｉｖ（ｇ（狘狌（狓，狔；狋）狘）狌（狓，狔；狋））

狌（狓，狔；０）＝狌０（狓，狔

烅

烄

烆 ）

（７）

式中，μ０（狓，狔）为图像的像素值；是梯度算子；

ｄｉｖ是散度算子；犵（·）是扩散系数，选用犵（｜狌｜）

＝
１

１＋（狌／犽）
２
。

对于多（高）光谱影像数据，仍将其看作是光

谱向量，利用向量形式的各向异性扩散方程，对影

像进行边界保持的各向异性平滑。但若各个通道

图像采取各自独立不相关的扩散系数，则容易导

致在不同的通道图像上产生各自不同的边界。为

了避免这种情况，本文对所有波段采用一个统一

的扩散系数，充分利用各波段的交互信息，使各波

段图像上扩散平滑和边界保持的策略相同，最终

在各个波段图像上的边缘信息保持一致。即各个

波段在独立进行各向异性扩散图像平滑的过程

中，用多（高）光谱影像上每一个像素点（狓，狔）的

各波段梯度之和作为统一梯度值，代替原有式中

各个波段各自的灰度梯度来计算扩散系数，得到

向量形式的各向异性扩散方程：

狌（狓，狔；狋）

狋
ｄｉｖ（犵（∑

犖

犻＝１

狘狌犻（狓，狔；狋）狘
２）·

　狌（狓，狔；狋））

狌（狓，狔；０）＝狌０（狓，狔

烅

烄

烆 ）

（８）

　　ＰＭ模型通过４方向邻域离散迭代计算的方

式来控制扩散的速度，但４方向邻域迭代计算容易

导致图像细节的损失并产生虚假轮廓，所以，将４

方向邻域平滑扩展为８方向邻域的各向异性扩散

平滑，从而保留更多的边缘细节。扩展公式为：

狌犽＋１狓，狔 ＝狌
犽
狓，狔＋Δ狋（犵犖犖狌＋犵狊狊狌＋犵犈犈狌＋

犵犠犠狌＋犵犖犈犖犈狌＋犵犛犈犛犈狌＋犵犖犠犖犠狌＋

犵犛犠犛犠狌） （９）

式中，狌犽狓，狔是迭代过程中的平滑图像；犵为８个方向

的扩散系数；
"狌为８方向的梯度；０＜Δ狋≤０．２５。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流程

本文 选用上海市 浦 东 某 区 域 高 分 辨 率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全色影像，分别利用基于最大类间方

差法的多阈值（ＭｕｌｔｉＯｔｓｕ）、区域生长、脉冲神经

网络（ＰＣＮＮ）、ＬＥＧＩＯＮ 和各向异性扩散 ＬＥ

ＧＩＯＮ（ＡＤＬＥＧＩＯＮ）对单波段灰度影像进行分

割。通过比较分割区域内部均匀性（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ＵＭ）、区域间对比度（ｇｒａｙｌｅｖｅｌ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ＧＣ）、形状测度（ｓｈａｐ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Ｍ）
［１０］、图

像分割模糊熵（犎）及综合４种测量参数的评价函

数（犉）对各种算法的图像分割结果进行评价
［１１］。

为了验证ＬＥＧＩＯＮ算法对于多光谱遥感影像分

割的适用性，本文应用经过马氏距离修正的ＬＥ

ＧＩＯＮ算法完成对多光谱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的分

割。

２．２　单波段灰度影像分割结果分析

图１为单波段灰度影像的分割结果。ＬＥ

ＧＩＯＮ分割算法依据相关参数选定法能较精确地

分割出全色灰度影像中的水体、房屋阴影和桥梁

道路，但由于主振荡器的选择问题，仍存在房屋被

作为背景对象被遗漏分割的现象，见图１（ｂ）；图

１（ｃ）则是通过各向异性扩散平滑后，选取均方误

差小、信噪比高的结果进行ＬＥＧＩＯＮ分割。由于

各向异性扩散平滑能够进行保持边缘特征的去

噪，因此侧电势能有效地寻找到目标区域的主振

荡器，有效分割房屋、绿地等目标地物。而传统的

ＭｕｌｔｉＯｔｓｕ作为基于阈值的分割方法，一般只考

虑了图像的灰度信息，忽略了图像中的空间信息，

对于图像中不存在明显的灰度差异或各物体的灰

度值范围有较大重叠的图像分割问题，出现胡椒

盐效应，难以得到准确的结果，如图１（ｄ）。区域

生长算法则由于依赖于种子的选取和分割的规

则，因此，图１（ｅ）中的结果将其中灰度近似的水

体、房屋、房屋阴影作为背景信息分在一起，无法

精确分割出河流水体上的桥梁，存在欠分割的问

题。同为基于视觉皮层神经振荡的ＰＣＮＮ需要

通过多次实验来设置其数学模型中的各个参数，

才能实现最佳图像分割，且多阈值分割结果也容

易出现胡椒盐效应，如图１（ｆ）。

对于分割结果，本文应用无先验知识的优度

值来评价分割算法的优劣。通过计算区域内的特

征方差来衡量区域内部均匀性；计算区间特性对

比度的大小可以判别分割图像的质量；形状测度

用来衡量目标外轮廓的光滑程度［１０］；模糊熵用来

反映目标与背景的分割情况和分割不确定性，良

好分割图像具有较小的模糊熵，因此，在实际使用

中用１－犎 表示。采用综合评价函数犉＝ＵＭ×

ＧＣ×ＳＭ×（１－犎），综合评价图像的分割质量，犉

值越大说明分割质量越好。从表１可见，区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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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种算法灰度图像分割结果

Ｆｉｇ．１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Ｐａ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长分割法因其扩散增长能有效连接同一目标地

物，将其分割在一起，在区域间对比度量上有较大

的优势。因此，在单一评价准则中，ＬＥＧＩＯＮ和

ＡＤＬＥＧＩＯＮ分割算法的区域间对比度并不具优

势，采用综合评价准则能更有效、全面地评价分割

质量。可见 ＬＥＧＩＯＮ和ＡＤＬＥＧＩＯＮ分割算法

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分割方法和ＰＣＮＮ方法，尤

其是ＡＤＬＥＧＩＯＮ算法能有效地分割出房屋，由

此提高了形状测度的值和综合评价值。

表１　各种算法图像分割评价结果

Ｔａｂ．１　Ｍｅｔｒ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法 分割数（狋） 区域内部均匀性（ＵＭ） 区域间对比度（ＧＣ） 形状测度（ＳＭ） 模糊熵（１－犎） 综合评价（犉）

ＭｕｌｔｉＯｔｓｕ ７ ０．９２９９ ０．３０２２ ０．３７２７ ０．５３５０ ０．０５６０

区域生长 １０ ０．９６８０ ０．５０５６ ０．２３３０ ０．５３９１ ０．０６１５

ＰＣＮＮ １９ ０．９３９７ ０．４３５９ ０．４０２２ ０．５４０８ ０．０８９１

ＬＥＧＩＯＮ ７０ ０．９８５０ ０．２１１６ ０．５８８３ ０．８００４ ０．０９８１

ＡＤＬＥＧＩＯＮ １２８ ０．９８９５ ０．２３０３ ０．６３３５ ０．８６１１ ０．１２４３

２．３　多光谱遥感影像分割结果分析

本文对某区域复杂城市地物的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

像数据，分别用马氏距离修正的简化ＬＥＧＩＯＮ算

法和 ＡＤＬＥＧＩＯＮ 算法进行细节分割。ＬＥ

ＧＩＯＮ算法能有效地区分水域和房屋阴影，但部

分绿地、道路仍被分成了背景，而 ＡＤＬＥＧＩＯＮ

能进一步分割出块状绿地和线状道路，如图２

所示。

图２　ＬＥＧＩＯＮ的多光谱遥感影像分割结果

Ｆｉｇ．２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Ｌ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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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探讨了ＬＥＧＩＯＮ算法的简化模型，以降

低模型高微分方程的复杂性。对于复杂场景的遥

感影像，通过各向异性扩散既增强了特征相似区

域，又保持了边缘特征，使得侧电势能有效地寻找

到目标区域的主振荡器，解决影像欠分割问题。

为了进一步研究基于视觉皮层振荡神经网络分割

影像的适用性，下一步将研究高（超）光谱遥感影

像的ＬＥＧＩＯＮ分割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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