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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区域自适应的遥感影像分水岭分割算法

巫兆聪１　胡忠文１　欧阳群东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区域自适应的标记分水岭分割方法。该方法利用高斯低通滤波和概率统计相结合的方

法，对梯度影像进行区域自适应阈值分割，提取分割标记，然后采用 Ｍｅｙｅｒ算法进行标记分水岭分割。实验

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有效解决遥感影像不同区域的分割问题，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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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ＴＰ７５３

　　影像分割是成功进行影像自动解译与目标识

别的基础。分水岭分割方法是一种基于区域形态

学的分割方法，对自然影像和医学影像等具有比

较好的分割效果［１３］。文献［４１２］研究了形态学

在遥感影像处理中的应用，并将形态学分水岭算

法应用于遥感影像分割［４，５］。然而这些文献在对

算法本身进行改进的同时并没有很好地顾及到遥

感影像局部区域的巨大差异。本文针对分水岭算

法在遥感影像分割中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区域自

适应的分水岭分割算法，在统计遥感影像区域特

性的基础上进行区域自适应的阈值分割提取标记

影像，然后采用标记分水岭算法进行分割。

１　区域自适应标记分水岭分割

１．１　算法的基本思想

地物类型和分布形式多样，造成遥感影像不

同区域梯度变化明显。细碎地物密集分布的区域

影像上梯度强度波动较大，一般情况均值较高；而

地物内部较均一区域梯度则比较恒定，且均值较

低。本文算法对梯度影像上表现的局部特性进行

统计与分析，得到最适的区域分割参数，实现区域

的自适应分割。算法主要由３个部分组成：① 区

域自适应标记提取。采用Ｓｏｂｅｌ算子提取梯度影

像，对原始梯度影像分别进行梯度直方图统计和

高斯低通滤波，并应用上两步处理结果计算区域

自适应的阈值图。接着将原始梯度影像以阈值图

为准进行阈值分割，获取备选分割标记。② 伪标

记区域剔除。将备选标记像素进行区域聚类，然

后以适当的尺度参数剔除面积小于给定阈值的伪

标记区域。③ 快速标记分割。以标记区域为标

记，采用 Ｍｅｙｅｒ标记分水岭分割方法对待分割像

素点进行标记分割，得到最终结果。

１．２　区域自适应标记提取

１．２．１　阈值分割标记提取

标记一般是某一对象内部同质性好的像素或

区域，其梯度值较低；待分割像素一般是边缘及其

附近像素，相对于内部像素其梯度值较高。因此，

用适当的阈值犺将梯度图像进行阈值分割可以区

分出标记区域和待分割像素［７］。采用阈值犺进行

阈值分割，获取标记区域过程如式（１）所示：

ｍａｒｋｅｒ（犻，犼）＝
１，（犵（犻，犼）＜犺）

０，（犵（犻，犼）≥犺｛ ）
（１）

式中，犻、犼为像素坐标；犵（犻，犼）表示梯度值；ｍａｒｋｅｒ

（犻，犼）为１表示该点为标记点，０表示非标记点。

一般情况下，地物内部像素总是占多数，而边

缘像素总是占少数。如果对所有像素采取一个适

当的阈值进行分割，总可以在地物内部找到一些标

记点，并且使边缘点尽量不被标记。本文设地物内

部标记像素占整个影像的一定比例。遥感影像上

地物复杂多样，但全图一般具有较为稳定的统计特

性，因而可以对梯度影像进行累积概率分析，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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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犺的范围。设影像梯度值为随机变量狓，分

布函数为犉（狓），对任意的０＜α＜１，定义满足式

（２）的数犺α为狓的下α分位数或下α分位点：

犉（狓α）＝犘（狓≤犺α）＝α （２）

犘为狓≤犺α时的累积概率。每个α对应唯一的犺α，

并且犺α的值随α值的增加而增加。采用犺α进行阈

值分割，即按比例α取标记像素。如当α＝０．４５

时，可以理解为将约４５％的像素作为标记像素。

１．２．２　区域自适应阈值调整

遥感影像不同于自然影像和医学影像的一个

显著特征就是局部影像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不同

的地物类型，其梯度影像的统计特性存在明显的

差异。因此，对全图采用单一阈值的分割，难以满

足不同区域分割的要求，影响了分水岭分割的效

果。对比各地物统计特性可以看出，对于地物小

而集中分布或者内部纹理密集的区域（村落、森林

等），其梯度总体较高，方差较大；简单地物区域的

梯度总体较低，方差较小（如农田、水塘等）。这就

为区域性的阈值调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本文算法对梯度图像低通滤波滤除高频信

息，估计影像梯度的局部分布情况，用以调整分割

阈值。高斯低通滤波器具有良好的滤波效果，并

可在空间域分解为两个一维滤波器实现快速计

算，在效果和速度上均表现良好。对梯度影像低

通滤波得到区域性梯度趋势犵′，再结合经验统计

阈值犺α得到最终的阈值图像，如式（３）：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犻，犼）＝

犺α，犺α ＞ｃｏｅ犳×犵′（犻，犼）

ｃｏｅｆ×犵′（犻，犼），犺α ＜ｃｏｅｆ×犵′（犻，犼
｛ ）

（３）

式中，犻、犼表示像素点行列号；ｃｏｅｆ为梯度趋势犵′

的调整系数。

犺α是整个阈值图的最小值，其值由α取值决

定。犺α应满足弱边缘地区（农田、水塘等）分割阈值

的需求，避免欠分割产生。α值与影像地物类型及

分布情况相关，对于地物类型多样、分布复杂的影

像，α取值０．３～０．５，而对于地物类型简单、边缘细

节较少的影像，则可适当增大α值。在犺α基础上，

采用ｃｏｅｆ×犵′（犻，犼）调整强边缘区域阈值，ｃｏｅｆ值越

大则强边缘地区的阈值越高，一般情况下ｃｏｅｆ取值

０．６～０．８。通过调整，不同梯度分布的区域分割阈

值各不相同，实现局部最佳标记的提取。

１．３　伪标记区域剔除

通过自适应阈值分割可将所有像素点划分为

标记像素和待分割像素。采用区域增长的方式可

将标记像素表述为一系列具有一定面积的积水盆

地。然而由于噪声以及地物内部纹理等的影响，原

始标记影像上存在许多面积很小的伪标记区域，它

们是造成影像过分割的主要因素。遥感影像上地

物具有一定的面积，其内部标记具有一定的数量，

因此，采用适当的面积阈值，将这些伪标记区域进

行剔除，可有效抑制过分割现象。同时，也应注意当

α值较小时，获取的备选标记区域可能多而小，若采

用的面积阈值过大，可能造成部分区域欠分割。

１．４　标记分割算法的实现

Ｍｅｙｅｒ提出了一种基于不同优先级队列的直

接分水岭变换方法［２］。该方法可以直接依据标

记在分割过程中对局部最小区域进行抑制，因此

不需要对梯度影像进行强制修正或者简化。

Ｍｅｙｅｒ算法中待分割的像素依据其梯度值被放置

入不同的优先级队列处理，像素的优先级与其梯

度值成反比。其处理过程不需要对梯度重建，优

先队列的内存动态分配且占用较小，因而该算法

在时间和空间效率上均表现较好。

本文算法以§１．３节所获的影像为标记，采

用 Ｍｅｙｅｒ算法对原始梯度影像犵作分水岭变换，

得到最终分割结果。

２　实验与分析

为验证算法效果，选用武汉地区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影像（图１）为实验数据，影像分辨率为０．６１ｍ，大

小为５００×５００。影像覆盖范围内地物分布多样，

有村镇房屋、道路、湖泊、农田以及少量树木等，很

好地体现了遥感影像上地物类型和分布形式的多

样性。

２．１　算法效果分析

为对比自适应效果，分别对实验影像采用非

自适应分割和区域自适应分割，当ｃｏｅｆ＝０时，即

表示对犺α不作调整，没有区域适应效果。图２和

图３分别展示了非自适应情况下伪标记剔除阈值

分别为１０和５０时的分割结果。图２（ａ）中所示，

标记区域分布不均匀，大部分标记区域细碎，合理

的标记与伪标记混在一起，难以用合适的面积阈

值剔除伪标记区域。图２（ｂ）所示分割结果中，居

民房屋分割效果较好，但在农田区域存在严重过

分割。图３（ａ）所示采用较大的面积阈值后，许多

面积较小的标记区域被剔除。在农田区域效果较

好的情况下，村镇房屋等地区存在较为严重的欠

分割（图３（ｂ））。

自适应分割算法标记影像及分割结果如图

４（ａ）、４（ｂ）所示。由图４（ａ）可以看出，采用区域

自适应阈值分割，可以根据区域特性调整标记像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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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背景之间的阈值，提取出局部最优的分割标

记。对比图２（ａ）和图３（ａ）可以看出，由于局部阈

值的调整，使得所提取的标记可靠性大大增加，并

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物的外形特征。图４（ｂ）

所示分割结果良好，对不同尺度不同分布形式的地

物均能实现有效分割。影像中密集居民房屋、均匀

的农田、大块的湖泊等均得到了比较理想的分割结

果。分割线光滑自然，贴近地物实际边缘。

　　 　
图１　实验影像（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Ｆｉｇ．１　Ａ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Ｉｍａｇｅ
　　　

图２　非自适应分割（α＝０．４５，ｃｏｅｆ＝０，Ａｒｅａ＿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１０）

Ｆｉｇ．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图３　非自适应分割

（α＝０．４５，ｃｏｅｆ＝０，Ａｒｅａ＿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５０）

Ｆｉｇ．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图４　区域自适应分割

（α＝０．４５，ｃｏｅｆ＝０．８，Ａｒｅａ＿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５０）

Ｆｉｇ．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２．２　与犲犆狅犵狀犻狋犻狅狀多尺度分割算法的对比

为了更直观地体现算法的效果，本文还采用

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的多尺度分割算法进行了对比分割实

验。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是由德国ＤｅｆｉｎｉｅｎｓＩｍａｇｉｎｇ公司

开发的面向对象的影像分析软件，其所采用的多尺

度分割技术在整个软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

采用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７．０进行实验，通过系列参数调整

实验，最终设置尺度参数为８０，形状参数０．１，紧致

度０．５，获得一组效果较理想的分割结果。

图５　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多尺度分割效果

Ｆｉｇ．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

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７．０

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对建筑物、农田、道路等分割结果

比较理想，但是对湖泊过分割现象较为严重。从

对比中可以看出，区域自适应算法能够较好地完

成遥感影像的分割，满足不同尺度、不同类型和不

同分布形式的地物需要。同时，自适应算法所获

得的分割线相比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的多尺度分割算法

更为平滑自然，更接近真实的地物边界。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遥感影像的特征提出了区域自适应

的分水岭分割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

很好地适应遥感影像复杂的地物分布特征，获得

比较满意的分割结果。本算法较好地解决了分水

岭过分割的问题，保留了图像的细节信息，同时又

避免了区域合并所带来的巨大计算量。与ｅＣｏｇ

ｎｉｔｉｏｎ多尺度分割算法的对比说明，该算法在分

割效果上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本文算法不仅

保留了分水岭算法高效快速的优点，而且在分割

中将大量的像素进行标记，不用再次进行分割，大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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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少了运算量，提高了计算速度。

本文算法整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遥感影

像大部分地物的分割效果良好，特别是房屋、道

路、水域和农田。但是对于纹理比较丰富的森林

地区影像，仍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分割现象，采用

一些平滑的预处理措施可能抑制这种过分割现

象。另外，采用区域合并或者结合纹理的分割方

法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同时，本文算法采

用的分位点估计法目前也仅仅是一种经验估计

法，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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