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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多极化ＳＡＲ图像，采用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理论，将其分为表面散射、偶次散射、体散射、混合散射４种

散射机制，并通过 Ｈ／Ａｌｐｈａ分解提取散射熵，将地物初始分为１２类，并运用聚合的层次聚类算法对初始分类

结果进行合并。利用 Ｗｉｓｈａｒｔ分布对特征场进行建模，用模拟退火优化方法求取基于最大后验准则下的分割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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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多极化合成孔径雷

达（ＳＡＲ）一直是国际上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热

点。图像分割是多极化ＳＡＲ解译的一个重要内

容，现有方法［１７］存在一些不足。针对这些不足，

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和散射熵的

ＭＲＦ多极化ＳＡＲ影像分割算法。该算法采用

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提取表面散射、偶次散射、体散射的

功率，将其初始划分为３种散射机制各占主导地

位的区域以及混合散射机制存在的区域，通过

Ｈ／Ａｌｐｈａ分解提取散射熵，将其分为高熵、中熵、

低熵３个区间，将地物初始分为１２个类别。然

后，采用聚合的层次聚类算法对初始分类结果进

行类间合并。最后，采用二阶马尔科夫随机场

（ＭＲＦ），考虑周围像素对当前像素的作用以减弱

相干斑对分割结果的影响，通过 Ｗｉｓｈａｒｔ分布对

特征场进行建模，并由多层逻辑模型对标记场进

行建模，由模拟退火优化算法求取 Ｍａｐ估计问

题。

１　犉狉犲犲犿犪狀分解与散射熵

在满足互易定理时，多极化ＳＡＲ测量得到的

目标复散射矢量可表示为：

狌＝ ［狊ＨＨ 槡２狊ＨＶ狊ＶＶ］ （１）

对于犔视数据，协方差矩阵定义为：

犆＝
１

犔∑
犔

犻＝１

狌犻狌
Ｈ
犻 （２）

其中，狌犻表示第犻视散射矢量。

ＦｒｅｅｍａｎＤｕｒｄｅｎ分解是在满足反射对称性

的这一假设前提下，将目标的协方差矩阵分解为

３种散射成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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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由式（３）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犛犺犺犛

犺犺 ＞＝犳狊狘β狘

２
＋犳犱狘α狘

２
＋犳狏

＜犛狏狏犛

狏狏 ＞＝犳狊＋犳犱＋犳狏

＜犛犺犺犛

狏狏 ＞＝犳狊β＋犳犱α＋犳狏／３

＜犛犺狏犛

犺狏 ＞＝犳狏／３

（４）

　　通过求解式（４）得到其中的各项参数，其中，

表面散射功率犘狊、偶次散射功率犘犱 以及体散射

功率犘狏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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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狊 ＝犳狊（１＋狘β狘
２）

犘犱 ＝犳犱（１＋狘α狘
２）

犘狏 ＝８犳狏／３

（５）

　　极化ＳＡＲ图像上的每个像素的散射矩阵犛，

在Ｐａｕｌｙ基下可以写成如下的向量形式：

犽犻 ＝
１

槡２
［犛犺犺＋犛狏狏犛犺犺－犛狏狏２犛犺狏］

Ｔ （６）

从而得到散射相关矩阵：

犣＝犽犻×犽
Ｈ
犻 （７）

　　对于Ｓ．Ｒ．Ｃｌｏｕｄｅ的特征值特征矩阵分解

理论，由于相干矩阵［犣］是 Ｈｅｒｍｉｔｉａｎ半正定的，

因此，可以通过单位相似变换来对角化：

［犣］＝ ［犝３］［Λ］［犝３］
Ｈ （８）

其中，

［Λ］＝

λ１ ０ ０

０ λ２ ０

０ ０ λ

熿

燀

燄

燅３

，［犝３］＝ ［犲１犲２犲３］（９）

其中，［Λ］为对角化的特征值矩阵，其对角线元素由

相干矩阵［犜］非负实特征值λ犻 组成，且λ１＞λ２＞λ３

＞０；［犝３］为单位特征矢量矩阵，其中犲１可以写成：

犲犻 ＝ｅ
ｊΦ犻·

ｃｏｓα犻　ｓｉｎα犻ｃｏｓβ犻ｅ
犼δ犻　ｓｉｎα犻ｓｉｎβ犻ｅ

ｊγ［ ］犻 Ｔ （１０）

其中，散射熵犎 为：

犎 ＝∑－犘犻ｌｏｇ３犘犻，犘犻＝λ犻／∑
３

犻＝１

λ犻 （１１）

通过计算式（５）求取犘狊、犘犱、犘狏，令

犘ｍａｘ ＝ ｍａｘ（犘狊，犘犱，犘狏） （１２）

通过计算每个像素的主要散射机制犘ｍａｘ，将其像

素标记为１、２、３三种类别。定义：

犘＝
犘ｍａｘ

犘狊＋犘犱＋犘狏
（１３）

　　通过式（１３）计算其主要散射机制占所有功率

之和的比重，若犘＜犜（犜 为阈值，取值在０．４～

０．８之间，一般取值０．５），则判决为混合散射机

制，并标记为４。

初始分割规则如表１所示。

表１　初始分割规则

Ｔａｂ．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

表面散射（犛） 偶次散射（犇） 体散射（犞） 混合散射

０≤犎＜０．５
低熵表面散射

（Ｃｌａｓｓ１）

低熵偶次散射

（Ｃｌａｓｓ４）

低熵体散射

（Ｃｌａｓｓ７）

低熵混合散射

（Ｃｌａｓｓ１０）

０．５≤犎＜０．９
中熵表面散射

（Ｃｌａｓｓ２）

中熵偶次散射

（Ｃｌａｓｓ５）

中熵体散射

（Ｃｌａｓｓ８）

中熵混合散射

（Ｃｌａｓｓ１１）

０．９≤犎＜１
高熵表面散射

（Ｃｌａｓｓ３）

高熵偶次散射

（Ｃｌａｓｓ６）

高熵体散射

（Ｃｌａｓｓ９）

高熵混合散射

（Ｃｌａｓｓ１２）

２　聚合的层次聚类

本文采用了一种聚合的层次聚类算法来进行

类别合并，减少类别数。聚合的层次聚类算法是

一个循环递减分类类别数的聚类算法。在每一次

迭代过程中，计算出本次迭代类间距离最小的两

个类，将这两个类别进行合并，再将这个新类连同

其他类代入下一次迭代［５］。本文采用了文献［３］

的方法对类间距离进行度量：

犇犻犼 ＝
１

２
［ｌｎ狘犆犻狘＋ｌｎ狘犆犼狘＋

ｔｒ（犆－１犻犆犼＋犆
－１
犼犆犻）］ （１４）

其中，犆犻、犆犼分别为犻类和犼类的协方差矩阵。

通过寻找类别距离最小的两类进行类的合

并，依次迭代，直到类别数达到期望类别数为止。

３　犠犻狊犺犪狉狋分布与 犕犚犉

研究表明，多视协方差矩阵服从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

分布［８］。假设犢 表示特征场，犡 表示标记场，则

图像狔和它的一个分割结果狓 可以分别视为犢

和犡 的一个现实。根据贝叶斯公式和 ＭＡＰ准

则，标记狓的取值应使最大后验概率最大
［９，１０］：

狓^犻犼 ＝ａｒｇｍａｘ
狓犻犼

｛犘（狓犻犼狘狔犻犼）｝ （１５）

其中，犻、犼表示图像中的像素位置。根据贝叶斯公

式有：

狓^犻犼 ＝ａｒｇｍａｘ
狓犻犼

｛ｌｎ（犘（狔犻犼狘狓犻犼））＋ｌｎ（犘（狓犻犼））｝ （１６）

　　由于只考虑二阶邻域的 ＷｉｓｈａｒｔＭＲＦ和多级

逻辑模型（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ＬＬ）建模，则有：

犘（狓犻犼狘狓犖（犻犼））＝

ｅｘｐ｛－∑
τ∈犖

犞犮（狓犻犼，狓犻犼＋τ）｝

∑
犓

狓犻犼＝１

ｅｘｐ｛－∑
τ∈犖

犞犮（狓犻犼，狓犻犼＋τ）｝

（１７）

式中，τ∈犖＝｛（０，１），（０，－１），（１，０），（１，１），

（－１，－１），（－１，１），（１，－１），（－１，０）｝，为中心

位置的偏移量；基团函数犞犮为：

５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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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犮（狓狓，狓狓＋τ）＝
－β，狓狓 ＝狓狓＋τ

β，狓狓 ≠狓狓＋
｛

τ

（１８）

　　将模拟退火优化算法引进来，则带有温度的

标记场先验概率犘（狓）为：

犘（狓犻犼狘狓犖（犻犼））＝

ｅｘｐ｛－∑
τ∈犖

犞犮（狓犻犼，狓犻犼＋τ）

犜
｝

∑
犓

狓犻犼＝１

ｅｘｐ｛－∑
τ∈犖

犞犮（狓犻犼，狓犻犼＋τ）

犜
｝

（１９）

　　本文中采用的犜的初始值为２０，选取的退温

策略为犜（狀）＝犜（０）×０．９５狀，β＝１．５。通过计算

后验概率，进行迭代聚类。

４　算法流程

本文算法的具体步骤为：① 首先，对全极化

ＳＡＲ数据进行滤波，采用了一种保留物理散射机

制的滤波方法［１１］。然后，进行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并

采用Ｈ／Ａｌｐｈａ分解提取散射熵，根据这４个特征

量将地物初始划分为１２类。② 利用式（１４）迭代

进行类间合并，直到类别达到期望类别数目。

③ 对初始分割结果进行统计，选择训练数据，并

对不同类别的参数进行估计。④ 通过计算最大

后验概率，对类别进行判决，并更新分割结果。

⑤ 判断是否满足迭代终止条件。若满足，输出分

割结果；若不满足，则对犜 进行降温处理。重复

步骤③、④。

５　实验及分析

采用了 ＮＡＳＡ／ＪＰＬ实验室 ＡＩＲＳＡＲ 系统

（机载）１获取的荷兰中部Ｆｌｅｖｏｌａｎｄ地区Ｌ波段

全极化４视数据的一部分，像素水平方向（方位

向）分辨率为１２．１ｍ，垂直方向（距离向）分辨率

为６．７ｍ。所截取的图像大小为３００×１９０，包含

６类地物，除一块裸地外，其余地物为油菜、紫花

苜蓿、土豆、甜菜、冬小麦５种农作物。图１给出

了Ｆｌｅｖｏｌａｎｄ数据的极化白化滤波后的结果图和

地物分布参考图。图１（ａ）中区域１为裸地，２为

油菜地，３为苜蓿，４为土豆，５为甜菜，６为冬

小麦。

本文利用３种不同的分割方法进行实验。３

种方法主要的区别在于采用的极化目标分解方式

和初始分割结果的选取：① 传统基于 犎／α分解

的 Ｗｉｓｈａｒｔ分割
［１１］。先对极化数据提取犎 分割

和Ａｌｐｈａ分量，将地物初始分为８类作为初始分

图１　ＡＩＲＳＡＲＦｌｅｖｏｌａｎｄ地区多极化数据

Ｆｉｇ．１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ＤａｔａｏｆＡＩＲＳＡＲＦｌｅｖｏｌａｎｄ

割结果，再计算 Ｗｉｓｈａｒｔ距离进行聚类。② 基于

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和散射熵的 Ｗｉｓｈａｒｔ分割
［１２］。采

用犎／α分解和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将地物进行初始划

分，再计算 Ｗｉｓｈａｒｔ距离进行迭代聚类，聚类后的

结果图作为 ＷＭＲＦ 的初始分割图。③ 本文

方法。

从图２可以看出，第３幅分割图效果明显优

于前两幅，其区域性较好、孤立像素点较少。同

时，图１和图２没有把油菜地和裸地分割出来，而

本文方法完整地分割出来了。

图２　实验结果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表２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对各类地物的分割

精度较高，同时，本文方法整体精度为８６．７６％。

表２　本文方法分割精度表

Ｔａｂ．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裸地 油菜地 苜蓿 土豆 甜菜 冬小麦

分割

精度
８９．４９％ ９９．２８％ ８８．９２％ ５６．５１％ ７５．８４％ ８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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