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２年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８。

项目来源：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主任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７０１１０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３５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一种融合犘犛犗和犐狊狅犱犪狋犪的遥感图像分割新方法

马彩虹１，２　戴　芹１　刘士彬１

（１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９号，１０００８６）

（２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市玉泉路甲１９号，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针对当前遥感图像分割方法存在的缺点，将人工智能领域的粒子群优化方法应用到遥感图像分割方

面，提出了一种融合ＰＳＯ和Ｉｓｏｄａｔａ的遥感图像分割新方法。对不同分辨率遥感图像的分割实验结果表明，

融合ＰＳＯ和Ｉｓｏｄａｔａ的遥感图像分割新方法能够自适应确定聚类数目，避免了聚类过程的随机性，使分割结

果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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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多光谱遥感图像的不同波段表征了不同

地物的光谱特征，能够为遥感图像分割提供更多

的信息，因此，采用多光谱遥感进行图像分割能够

充分利用光谱信息从而提高分割的精度。Ｉｓｏｄａ

ｔａ聚类算法
［１］是遥感图像分割中比较理想的非监

督分类方法，可以动态“合并”和“分裂”，能通过吸

取中间结果所获得的经验来决定聚类中心，聚类

的数量从数据中自动产生。但是由于该方法是在

初始聚类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分裂、合并来优化聚

类结果的，聚类中心的选择是否合理，常常能直接

影响聚类效果和聚类时间，而普通的Ｉｓｏｄａｔａ聚

类算法的初始聚类中心是随机选取的，而对于不

同的初始值可能导致不同的聚类结果，甚至无解，

同时也极易陷入局部极优，导致聚类时间也不确

定［２］。

１　粒子群优化算法

粒子群优化算法［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ＰＳＯ）是由Ｋｅｎｎｅｄｙ和Ｅｂｅｒｈａｒｔ于１９９５年

提出的基于群体智能的随机优化算法。粒子群算

法不同于一般的进化算法那样对个体使用进化算

子，而是将每个个体看作是犱维空间中一个没有

重量和体积的微粒，并在搜索空间中以一定的速

度飞行。

　　设种群共有犖 个微粒，其搜索区域为犆维空

间，则 第 犻 个 微 粒 的 位 置 可 表 示 为 狓犻 ＝

狓犻１，狓犻２，狓犻３，…，狓（ ）犻犮 ，其飞行速度表示为狏犻＝

狏犻１，狏犻２，狏犻３，…，狏（ ）犻犮 。根据以上定义，对ＰＳＯ算

法的每一次迭代，其速度和位置的更新方程

为［３６］：

狏犻犼（狋＋１）＝狑狏犻犼（狋）＋犮１狉１犼（狋）（犘犻犼（狋）－

狏犻犼（狋））＋犮２狉２犼（狋）（犘犵犼（狋）－狏犻犼（狋）） （１）

狓犻犼（狋＋１）＝狓犻犼（狋）＋狏犻犼（狋＋１）　　　 （２）

　　为了使算法在初期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能

力，在晚期具有较强的局部搜索能力，可对狑 作

如下改进：随着迭代进行，速度更新公式的加权因

子狑由最大加权因子狑ｍａｘ减少到最小加权因子

狑ｍｉｎ，即

狑＝狑ｍａｘ－（狑ｍａｘ－狑ｍｉｎ）×（狋／狋ｍａｘ） （３）

式中，狋为当前迭代数；狋ｍａｘ为总的迭代数。

设犳（狓）为最小化目标函数，则微粒犻的局部

最优位置狆犻（狋）为：

狆犻（狋＋１）＝
狆犻（狋），犳（狓犻（狋＋１））≥犳（狆犻（狋））

狓犻（狋＋１），犳（狓犻（狋＋１））＜犳（狆犻（狋
｛ ））

（４）

　　微粒的全局最优位置狆犵（狋）为：

狆犵（狋）∈ ｛狆０（狋），狆１（狋），…，狆犖－１（狋）｝狘犳（狆犵（狋））

＝ｍｉｎ｛犳（狆０（狋）），犳（狆１（狋）），…犳（狆犖－１（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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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融合犘犛犗和犐狊狅犱犪狋犪的遥感图像

分割算法

２．１　特征距离

特征距离［１０］能够适用于各种分布形式的样

本数据，具有较强的普适能力，因此，本文采用特

征距离代替欧氏距离。

设样本矢量 犳＝ 犳１，犳２，犳３，…，犳（ ）犮 ，犵＝

犵１，犵２，犵３，…，犵（ ）犆 ∈犚
犆，其中犚犆 为特征空间，特

征距离矢量定义为Ｄｉｔ＝ 犱１，犱２，犱３，…，犱（ ）犆 ，其

犱犻定义为：

犱犻＝犳犻ｌｎ
犳犻＋１

犵犻＋１
＋犵犻ｌｎ

犵犻＋１

犳犻＋１
（６）

特征距离犱为特征向量的矢量的内积范数：

犱＝ 犱１
２
＋犱２

２
＋犱３

２
＋…＋犱犆槡

２ （７）

２．２　色彩空间转换

彩色空间ＲＧＢ适于图像显示，但ＲＧＢ模式

并不与人类视觉心理相符，且犚、犌、犅 三分量的

相关性比较高，因此，不适合彩色图像分割［１１］。

犐１犐２犐３ 彩色空间变换是Ｏｈｔａ等人
［１２］在对８幅随

机选取的图像和１１个彩色空间（ＲＧＢ、ＹＩＱ、

ＨＩＳ、ＣＩＥ、Ｌｕｖ和Ｌａｂ等）的多次对比实验中，获

得的对彩色图像分割效果最好的特征模型：

犐１ ＝ （犚＋犌＋犅）／３

犐２ ＝ （犚－犅）／２

犐３ ＝ （２犌－犚－犅）／

烅

烄

烆 ４

（８）

　　该彩色模型经常用于彩色图像处理中
［１３］，且

仅使用犐１ 分量，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彩色图像分

割。为了在充分利用不同光谱信息的同时去除不

同波段间的相关性，提高计算速度，本文在遥感图

像进行犐１犐２犐３ 彩色空间变换后采用了犐１ 分量进

行图像分割。

２．３　适应度函数的确定

在应用粒子群进行遥感图像分割时，待优化

的参数是图像的聚类中心。因此，每个微粒代表

图像的一组聚类中心，微粒的维数代表图像的聚

类中心数量，微粒狓犻＝ 狓犻１，狓犻２，狓犻３，…，狓（ ）犻犮 ，其中

狓犻犼表示第犻个微粒的犼个聚类中心向量。将适应

度函数设计为：

犳犻＝犑犻（犝，犕）＝∑
犮－１

犼＝０
∑

犓
ｍａｘ－１

犐
１＝０

犺（犐１）‖犐１－狓犻犼‖ （９）

式中，犺（犐１）为犐１ 分量的直方图；‖犐１－狓犻犼‖为狓犻犼

与犐１之间的距离，本文指两者之间的特征距离。

２．４　图像分割效果的评估参数

对图像分类效果的评估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

因素。为评估聚类算法对图像的分割效果，本文

采用较常用的参数———平均离散度、最大类内距

离和最小类间距离［１４］来分析聚类结果。

２．４．１　平均离散度

平均离散度是指图像内所有像素和对应聚类

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记为犑犲，表示为：

犑犲 ＝
∑
犆－１

犼＝０

（∑犐
１∈狓犻犼
犺（犐１）‖犐１－狓犻犼‖）／犆犻犼

犆

（１０）

２．４．２　最大类内距离

类内距离是指同一聚类中像素和其对应聚类

中心的平均特征距离。最大类内距离是指各类内

距离的最大值，记为珚犱ｍａｘ（狓犻，犕），即

珚犱ｍａｘ（狓犻，犕）＝ ｍａｘ
犼＝１，…，犆－１

｛∑犐
１∈狓犻犼
犺（犐１）‖犐１－狓犻犼‖）／犆犻犼｝ （１１）

２．４．３　最小类间距离

类间距离是指任意一对聚类中心之间的特征

距离。最小类间距离是指每个类之间距离的最小

值，记为犱ｍｉｎ（狓犻，犕）：

犱ｍｉｎ（狓犻，犕）＝ ｍｉｎ
犼１

，犼２∈犆
，犼１≠犼２

｛‖狕犻犼１，狕犻犼２‖｝ （１２）

　　对于图像的非监督分类而言，平均离散度和

最大类内距离越小则分类结果越好，最小类间距

离越大则分类结果越好。

２．５　融合犘犛犗和犐狊狅犱犪狋犪的遥感图像分割算法

描述

融合ＰＳＯ和Ｉｓｏｄａｔａ的遥感图像分割算法流

程如下。

１）对图像的彩色空间进行犐１犐２犐３ 彩色空间

转换，并取犐１ 分量进行直方图分析；

２）根据实验需求，设定种群大小，以及Ｉｓｏ

ｄａｔａ聚类和粒子群聚类的相关参数，并初始化各

微粒的聚类中心；

３）按照最小距离原则进行聚类，对聚类结果

按照Ｉｓｏｄａｔａ原则进行分割聚类，并计算各微粒

适应度，取适应度最小的微粒的聚类数目为最终

聚类数目；

４）将ＰＳＯ和Ｉｓｏｄａｔａ算法相结合，在每次迭

代中，对各微粒的聚类中心进行Ｉｓｏｄａｔａ优化，通

过迭代寻找最优微粒；

５）根据最优微粒对路图像进行分类。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不同分辨率的遥感数据进行了算法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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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论证，采用的遥感实验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数据描述表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

实验数据
分辨率

／ｍ

图像大小

（像素×像素）
卫星传感器

数据１ ３０ ２０２０×２０００ ＴＭ（波段３，４，５）

数据２ １５ １８１２×１９０９ ＡＳＴＥＲ（波段１，２，３）

数据３ ２．４ １８３１×１５２０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多光谱波段）

　　算法的测试平台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测试环境

为Ｄｅｌｌ５１２Ｍ 内存的 ＰＣ 机，编程语言为基于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Ｃ＃ ２００５。在使用 ＰＳＯ、基于

ＰＳＯ的犽ｍｅａｎｓ算法和融合ＰＳＯ和Ｉｓｏｄａｔａ算法

中，种群大小均设为１００，最大迭代次数设为１００，

狑ｍａｘ取１．２，狑ｍｉｎ取０．８，犆１、犆２ 均取０．５，速度的最

大值取３０，犖ｕｍ设为５０，δｍｉｎ设为１０。

图１　ＡＳＴＥＲ１５ｍ分辨率的遥感图像分５类的结果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ｗｉｔｈ５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１５ｍ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ＳＯａｎｄＩｓｏｄａｔａ

　　图１为采用不同算法对分辨率为１５ｍ 的

ＡＳＴＥＲ遥感图像进行分割得到的结果图。由于

将Ｉｓｏｄａｔａ和ＰｓｏＩｓｏｄａｔａ算法的初始聚类数目的

最小值设为３，最大聚类数目设为８，经过Ｉｓｏｄａｔａ

算法的分裂合并后，得到该数据的最终分类数目

为５类。本文提出的融合ＰＳＯ和Ｉｓｏｄａｔａ的新算

法能够有效地将原始图像中的绿地、道路、水体、

城镇用地和裸地等分类，通过对比分割结果图像

的局部细节，可以得到融合ＰＳＯ和Ｉｓｏｄａｔａ的新

算法在道路和城镇的分割结果明显优于分别用

ＰＳＯ算法或Ｉｓｏｄａｔａ算法的分割结果。

为了评价算法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了不同算

法的平均离散度犑犲、最大类内距离珚犱ｍａｘ和最小类

间距离犱ｍｉｎ３个参数来评价不同算法进行遥感图

像分割的效果。表２为采用不同分割算法应用欧

氏距离和特征距离对３种实验数据分为５类的３

种参数的统计结果。在应用欧氏距离聚类时，应

用ＰＳＯ算法对Ｉｓｏｄａｔａ和犽ｍｅａｎｓ两种算法的优

化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在对ＡＳＴＥＲ遥感影像的

分割结果图对比发现，应用欧氏距离聚类时，Ｉｓｏ

ｄａｔａ方法能很好地区分道路和裸地，ＰＳＯ方法不

能很好地区分道路和水体，ＰＳＯＩｓｏｄａｔａ算法不

能很好地区分城镇和裸地。在采用特征距离对３

种不同分辨率的遥感图像进行聚类时，Ｉｓｏｄａｔａ方

法与犽ｍｅａｎｓ和ＰＳＯ方法相比具有更好的分割

结果。而ＰＳＯＩｓｏｄａｔａ和ＰＳＯ犽ｍｅａｎｓ与Ｉｓｏｄａ

ｔａ和犽ｍｅａｎｓ相比，分割结果都得到了改善，表明

ＰＳＯ算法与Ｉｓｏｄａｔａ或犽ｍｅａｎｓ相结合，能够极大

地改善相应算法因局部极值带来的错分，也克服

了各算法初值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从统计结果和

分割 结 果 图 的 比 对 可 以 得 出，ＰＳＯ 算 法 与

Ｉｓｏｄａｔａ和犽ｍｅａｎｓ算法相比过分割没有这两种

方法明显。而ＰＳＯ和Ｉｓｏｄａｔａ或犽ｍｅａｎｓ算法相

结合形成的ＰＳＯ犽ｍｅａｎｓ和ＰＳＯＩｓｏｄａｔａ算法的

表２　应用欧氏距离与特征距离的聚类结果统计数据表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采用算法
３０ｍ分辨率 １５ｍ分辨率 ２．４ｍ分辨率

犑犲 珚犱ｍａｘ 犱ｍｉｎ 犑犲 珚犱ｍａｘ 犱ｍｉｎ 犑犲 珚犱ｍａｘ 犱ｍｉｎ

欧氏

距离

犽ｍｅａｎｓ １０．２８６６ １４．１２３４ ２８ １１．９８６７ １８．４１９９ ３６ １２．９６９１ １４．９６８７ ４０

ＰＳＯ １３．７４２９ ２１．５５９８ ２３ １３．９１２４ ２０．９９３１ ３０ １２．２００７ １７．２５４６ ４１

Ｉｓｏｄａｔａ １０．５３６２ １４．７８３２ ２９ １１．９９２５ １６．０２３６ ３８ １２．９１６９ １４．９６８７ ４０

ＰＳＯ犽ｍｅａｎｓ ９．６０８８ １４．１５８３ ２２ １０．４９８３ １８．５５１３ ２９ １２．７５５３ １５．７７０９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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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割现象是最不明显的。同时通过对分割的细

节进行比对，可以看出Ｉｓｏｄａｔａ和ＰＳＯＩｓｏｄａｔａ在分

割类的数目较多时，水体会因为过分割被分为两

类。犽ｍｅａｎｓ、ＰＳＯ犽ｍｅａｎｓ和 ＰＳＯＩｓｏｄａｔａ算法，

在经过犐１犐２犐３彩色空间变换后，对线性地物的分割

效果较好，如水体和道路。同时，当分割图像的分辨

率较高（２．５ｍ）时，上述几种基于灰度分割的算法，

难以克服由于阴影造成的不可避免的错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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