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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理学优化（犅犅犗）在图像分割中的应用

郑肇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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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生物地理学优化的思想解决了图像分割的问题，该方法简称ＢＢＯＩＳ。它采用图像像元的分形

维、能量和灰度特征进行图像的初始分割，将一幅图像划分为３幅二值图像，作为初始分割图像（“住地”），经

像元的迁出、迁入的交换实现初始分割图像的优化。在优化过程中，还引用反向学习技术（ＯＢＬ）提高分割图

像的质量。３幅航空影像（１００像元×１００像元）的实验表明，ＢＢＯＩＳ算法有一定的优越性，是有一定潜力的分

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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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地理学的历史最早产生于１９世纪，当时

科学工作者的兴趣集中在近邻岛屿之间物种的分

布、迁徙和消亡［１］，近十几年出现了生物地理学在

工程问题中的应用。生物地理学研究自然界物种

分布的规律，研究的结果就好象对一般问题的求

解。为了方便，后面将“适宜居住性”（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用符号“ＨＳＩ”表示，具有高 ＨＳＩ

的住地，由于物种已经相当多，允许外来物种迁入

该住地的概率很小，而该住地的物种迁出去的概

率较大；相反，具有低ＨＳＩ的住地，由于住地内的

物种数量很少，允许外来物种迁入该住地的概率

很大，而物种迁出去的概率很小。从高 ＨＳＩ住地

迁出的物种进入到低ＨＳＩ住地后，迁出物种所具

备的好特性仍留在原来的住地，同时又将好的特

性带入低ＨＳＩ住地，使低ＨＳＩ住地接受了许多新

的特征，改善了住地的 ＨＳＩ，即提高了解的质量。

自然界中通过住地之间的迁入、迁出使住地适宜

性不断提高是一个优化过程，称它为基于生物地

理 学 优 化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ＢＯ）
［１］。这种优化技术是生物进化算法的一种

新方法，已在基准函数和传感器的选配问题中得

到应用，而在图像分析中的应用很少。本文试图

将ＢＢＯ 技术应用到图像分割中，同时还引用

Ｔｉｚｈｏｏｓｈ在２００５年提出的一个改善机器学习算

法性能的新方法———反向学习（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Ｌ）技术
［２］，改善图像分割的质量。

１　基于犅犅犗技术的图像分割

根据ＢＢＯ技术应用的要求，待解决的问题开

始具有一定数量的住地，每个住地内含有不等量

的物种，对住地的 ＨＳＩ给出一个定量的评价，同

时对住地给出一个迁出率、迁入率。当待解决的

问题具备上述类似条件和参数时，就可以应用

ＢＢＯ技术求它的最优解。按这样的要求，应用

ＢＢＯ技术进行图像分割的基本思想如下。

首先对图像进行初始分割，如分成３个区域

作为初始的３个住地（二值图像），计算每个住地

内物种特征的均值和标准差。图像分割的目的是

将图像中特征相同或相近的像元聚集在一起。假

设图像中同一类别的特征分布是正态分布，因此，

利用正态分布规律，住地中某物种的特征犳犻与住

地特征均值狌之差Δ犻＝｜犳犻－狌｜大于３σ（σ为住地

特征标准差）的为异常值（即不适宜在该住地居

住），应当“迁出住地”，如此３个住地（图像）都有

若干迁出物种（像元），每个住地迁出像元的去向

是另两幅图像，迁出像元能否为迁入图像接纳决

定于迁出像元特征犳犲与迁入图像特征均值狌犽 的

差异的绝对值是否小于３σ犽（σ犽 为迁入图像特征

的标准差），若小于，则接纳；否则不接纳。如此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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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图像（住地）实现像元的交换，完成像元交换一

次迭代。对像元交换后的３个图像分别计算各自

的特征均值和标准差的新值，进行新一轮的交换，

如此继续，达到初始分割图像的优化。本文将这

种图像分割方法简称为ＢＢＯＩＳ。

本文图像分割所使用的特征为像元的分形

维、能量［３，４］和灰度。

１）图像的初始分割。每幅图像分别按一个

特征的最大值、最小值将其进行４０等分间隔，统

计每个间隔中像元的频数，将总频数近似地分成

３等份，得到原始图像初始分割的３幅二值图像

犃、犅、犆。其余２个特征按同样的方法进行处理，

这样由一幅原始图像得到３套初始分割图像（一

个特征一套），下面的分割过程以一套初始分割图

像为例。

２）分别计算３幅初始分割图像犃、犅、犆的均

值狌犃、狌犅、狌犆 和标准差σ犃、σ犅、σ犆。

３）计算每个初始分割图像的迁出像元。假

设犳犻犃为图像犃 中犻像元的特征，如果该像元满

足：

狘犳犻犃 －狌犃狘＞３σ犃 （１）

则像元犻应迁出图像犃。因为根据正态分布统计

规律，满足式（１）的像元特征属异常值，很少发生，

应将带有这样特征的像元剔除出去。

对于图像犅、犆的迁出像元，应分别满足：

狘犳犻犅 －狌犅狘＞３σ犅，狘犳犻犆 －狌犆狘＞３σ犆 （２）

　　４）计算每个图像的迁入像元。假设犳犼犃为图

像犃 的迁出像元犼的特征值，如果它满足：

狘犳犼犃 －狌犅狘＜３σ犅 （３）

则犳犼犃在图像犅 中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可以迁入

图像犅中，但是迁入后图像的标准差应满足：

σ犅新 ≤σ犅 （４）

式中，σ犅新为像元迁入后图像犅 的标准差；σ犅 为迁

入前图像犅 的标准差。对迁入图像犆的像元亦

有相似的两个条件，即

狘犳犼犃 －狌犆狘＜３σ犆，σ犆新 ≤σ犆 （５）

如果同时满足式（３）、式（４）和式（５），则选其｜犳犼犃

－狌犅｜和｜犳犼犃－狌犆｜绝对值较小者的相应图像作为

它的迁入图像。如果犳犼犃同时都不满足式（３）、式

（４）和式（５），则该像元另放别处。

５）对图像犅和犆中的迁出像元按步骤４）同

样处理，直至图像犃、犅、犆的像元均完成迁出、迁

入处理为止，完成一次迭代。

６）计算完成一次迭代后图像犃、犅、犆各自的

均值和标准差，转至步骤３），直至不再出现迁出

像元或达到预先设定的迭代次数为止，完成图像

的ＢＢＯＩＳ的分割过程。

２　综合特征的使用和犗犅犔技术的

引进

２．１　综合特征

自然界物种住地的适宜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

的，如雨水、各种蔬菜、各种特征的地形、耕地和湿

度等因素，按照这个思想，本文同时考虑３个特征

计算图像的均值和标准差，讨论它的迁出、迁入问

题。整个计算过程与单个特征的相似，但需注意

以下的差异：① 为了使像元的不同特征可以放在

一起作代数运算，需对三幅特征图像作标准化处

理（即每个像元特征值／特征的最大值）。② 设

犳犻犃、犲犻犃、犵犻犃分别为图像犃 中像元犻的标准化分形

维、能量和灰度值，相应的均值为：

狌犃 ＝∑

狀犃

犻＝１

（犳犻犃 ＋犲犻犃 ＋犵犻犃）／（３狀犃） （６）

类似地，

狌犅 ＝
∑

狀犅

犻＝１

犳犻犅 ＋犲犻犅 ＋犵（ ）犻犅

３狀犅

狌犆 ＝
∑

狀犆

犻＝１

犳犻犆 ＋犲犻犆 ＋犵（ ）犻犆

３狀犆

（７）

其中，狀犃、狀犅、狀犆 分别为图像犃、犅、犆中像元的个数。

③ 分别求得图像犃、犅、犆的标准差σ犃、σ犅、σ犆：

σ犃 ＝ ∑

狀犃

犻＝１

犳犻犃 ＋犲犻犃 ＋犵（ ）犻犃 ／３－狌（ ）犃
２／狀槡 犃

（８）

σ犅 ＝
∑

狀犅

犻＝１

犳犻犅 ＋犲犻犅 ＋犵（ ）犻犅

３
－狌（ ）犅

２

狀槡 犅

σ犆 ＝
∑

狀犆

犻＝１

犳犻犆 ＋犲犻犆 ＋犵（ ）犻犆

３
－狌（ ）犆

２

狀槡 犆

（９）

注意到上述差异，仿照§１进行顾及综合特征的

ＢＢＯＩＳ处理。

２．２　犗犅犔技术

ＯＢＬ的哲学认为自然学习是耗时的，需要漫

长时间进行建模。如物种进化过程的遗传算法

（ＧＡ）建模，需经过物种进化的许多生命周期。因

此，如果可以模拟这样一个模型，学习过程会得到

改善。ＯＢＬ映射这个理论到机器学习中，并提出

使用反向数字取代随机数字，加快群体进化。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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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Ｌ的发明者认为许多反向数比随机数更接近

一个解。

在本文的ＢＢＯＩＳ处理中引用了反向数，如在

确定每幅图像的迁出、迁入像元时，选用了３σ作

为阈值判据，这是以像元特征服从正态分布为前

提的。实际上像元特征是什么分布并不知道，因

此，在本文实验中，笔者受文献［５］中反向数和准

反向数两个定义的启发，采用“似准反向数狓狆”：

狓狆 ＝ｒａｎｄ（２，３） （１０）

用狓狆σ取代前面使用的３σ。其中，ｒａｎｄ（２，３）表

示在２和３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数。其他情况仿

此进行。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实验采用三幅航空影像（１００像元×１００

像元）（如图１所示）来检验ＢＢＯＩＳ算法的可行性

和图像分割的效果。为了作出定量评价，在Ｐｈｏ

ｔｏｓｈｏｐ环境下，分别在三幅图像分割区域的边界

量测６０～７０点（犻，犼）的理论值，以便与实际分割

图像进行比较，给出分割质量的评价。具体评价

方法参见文献［６］。

图１　原始图像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通过本文实验得到以下结论：

１）采用ＢＢＯＩＳ算法对初始分割图像进行处理，

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图像分割的质量不断优化。

表１中列出了三幅预分割图像犃、犅、犆 经

ＢＢＯＩＳ算法７０次迭代的标准差（部分数据），从

表中图像犃、犆的σ１ 和σ３ 的数据可见，随着迭代

次数的增加，标准差的值逐渐减小，这种情况表明

图像中像元的匀质性越好，即分割的质量不断提

高。而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图像犅的标准差σ２

的值逐渐增大，这是由于实验中迁入图像犅的像

元只满足式（３）一个条件，没有要求满足第二个条

件式（４）造成的（这是人为做的实验）。

２）在ＢＢＯＩＳ处理中，迁出、迁入像元的判据

不是采用３σ或２σ，而是采用似准反向数狓狆σ，

可以获得较好的分割结果。

表１　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标准差的变化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迭代

次数

图像犃 图像犅 图像犆

狌１ σ１ 狌２ σ２ 狌３ σ３

０ ０．３１９５ ０．４６３８ ２．８２８３ ０．５６９５１７．８５０３１４．３９６５

１０ ０．２９０４ ０．４１７２ ２．６９５４ ０．６２８２１６．００３８１１．５６１１

２０ ０．２６４１ ０．３７５５ ２．５７０６ ０．６８１０１４．７１８３ ９．８７８２

３０ ０．２４０６ ０．３３９３ ２．４５３６ ０．７２９０１３．９０１１ ８．９２５８

４０ ０．２１９２ ０．３０６９ ２．３４２９ ０．７７１９１３．１６６３ ８．１１５９

５０ ０．１９９６ ０．２７７７ ２．２３９９ ０．８０８８１２．９１０７ ７．８４３３

６０ ０．１８１９ ０．２５１１ ２．１４５５ ０．８３９５１２．４０４１ ７．３１３７

７０ ０．１６５２ ０．２２６６ ２．０５７２ ０．８６４２１１．８５９３ ６．７４４２

　　以图１（ａ）的图像为例，分割结果见表２。可

见，使用反向学习判据狓狆σ的分割精度高于使

用３σ和２σ作判据的分割精度。

表２　犅犅犗犐犛使用反向学习的分割精度／像元

Ｔａｂ．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ｙ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ｓｅｄｉｎＢＢＯＩＳ／Ｐｉｘｅｌｓ

采用判据 分形特征的初始分割 能量特征的初始分割 使用点数

狓狆σ １．８０ １．９９ ６４

３σ ２．３０ ３．０７ ６４

２σ ２．３２ ２．９２ ６４

　　３）在ＢＢＯＩＳ的图像分割中，采用综合特征

比采用单特征的分割精度高。

表３列出了使用ＢＢＯＩＳ算法对三幅图像分

割的结果，可见（除图１（ｃ）外）采用综合特征的精

度高于只用单特征的精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初始图像分割对优化结果图像的质量有一定的影

响。

表３　三幅图像采用单个、综合特征的分割精度／像元

Ｔａｂ．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Ｉｍ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ｉｘｅｌｓ

特征

选择

图１（ａ） 图１（ｂ） 图１（ｃ）

分形初

始分割

能量初

始分割

分形初

始分割

能量初

始分割

分形初

始分割

能量初

始分割

单特征 １．８０ １．９９ １．７１ ２．３８

综合

特征
１．７４ １．２９ １．５１ １．５１ ２．１３ ２．５５

　　４）ＢＢＯＩＳ算法与基于吸引子的图像分割算

法［７］相比，前者的分割精度较高。

在本文的实验中，与吸引子算法相比增加了

一幅图像（图１（ｃ）），该图像反差小，分割处理有

难度，所以在文献［６］中未提供分割结果，在表３

中也仅提供了综合特征的分割结果，而在本文方

法中提出了结果（图２（ｃ）），尽管分割精度差一

些，但还是能说明本文方法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图

像分割方法。它们的精度对比数据见表４。

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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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用ＢＢＯＩＳ分割的结果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ＢＢＯＩＳ

表４　本文方法与吸引子算法的精度对比／像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ｂｙ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ＳＩ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ｏ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ｉｘｅｌｓ

方法 图像１（ａ） 图像１（ｂ） 图像１（ｃ）

本文方法 １．２９ １．５１ ２．１３

基于吸引子算法［７］ １．４２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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