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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遥感图像数据量大、类别归属复杂的特点，提出了一种用于遥感图像分割的原型提取谱聚类算

法。该算法首先采用广义模糊犮均值聚类算法对遥感图像进行过分割，将得到的聚类中心作为每个分割区域

的代表点；然后，通过构造代表点之间的相似性矩阵，利用谱图划分方法对代表点进行聚类；最后，根据代表点

的聚类结果对图像像素点进行重新归类来获得遥感图像的最终分割结果。此算法涉及到３个参数，为了克服

算法对于参数的敏感性和内在的随机性，进一步引入集成策略，给出了原型提取谱聚类的集成算法。

关键词：遥感图像分割；聚类算法；集成策略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

　　在遥感图像中，图像信息具有天然的不确定

性，这使得模糊聚类算法成为遥感图像分割的一

种重要工具［１２］。经典的模糊犮均值聚类算法

（ＦＣＭ）
［３］和广义模糊犮均值聚类算法（ＧＦＣＭ）

［４］

都是假设每一类的分布是高斯分布，使得算法仅

在具有凸形结构的数据上有好的效果，不适用于

具有任意分布的复杂形式的聚类问题。为了更有

效地将聚类思想应用于遥感图像分割，本文在

ＧＦＣ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原型提取谱聚

类的遥感图像分割算法，并引入集成策略，给出了

该算法的集成算法。该集成算法不但能较好地解

决参数的选择问题，也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分割

结果。

１　基于原型提取谱聚类算法的遥感

图像分割

１．１　纹理特征提取

首先，对纹理图像犐中的每个像素的犕×犕

邻域进行犾层平稳小波变换
［５］，得到３×犾＋１个

大小为犕×犕 的频带图像。然后，分别在每个频

带图像上对小波系数求能量犲：

犲＝
１

犕２∑
犕

犿＝１
∑
犕

狀＝１

狘犮（犿，狀）狘 （１）

其中，犮（犿，狀）为该频带的小波系数。因此，图像

的第犼个像素点对应的纹理特征为狓犼＝［犲犃（１）　

犲犎（１）　犲犞（１）　犲犇（１）　…　犲犎（犾）　犲犞（犾）　犲犇（犾）］。

１．２　原型提取谱聚类算法

设犡＝｛狓１，狓２，…，狓犖｝是一个图像的纹理

特征集合，其中，狓犼为第犼个像素的纹理特征。为

了降低遥感图像的数据量，采用ＧＦＣＭ 对图像进

行过分割，得到犆个分割区域，狏犻表示第犻个区域

的中心（代表点）。ＧＦＣＭ算法的目标函数为：

犑ＧＦＣＭ ＝∑
犆

犻＝１
∑
犖

犼＝１

狌犿犻犼犱
２（狓犼，狏犻）＋∑

犖

犼＝１

犪犼∑
犆

犻＝１

狌犻犼（１－狌
犿－１
犻犼 ） （２）

其中，犱（狓犼，狏犻）表示数据点狓犼和狏犻之间的欧氏距

离；犿是决定一个模糊划分的模糊程度的加权指

数；狌犻犼 １≤犻≤犆，１≤犼≤（ ）犖 表示第犼个像素点对

第犻个分割区域的隶属程度，满足∑
犆

犻＝１

狌犻犼＝１，狌犻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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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０ ≤∑
犖

犼＝１

狌犻犼 ≤ 犖。 定 义 犝 ＝

狌犻犼 １≤犻≤犆，１≤犼≤｛ ｝犖 为划分矩阵。在该算法

中，狏犻和狌犻犼的迭代公式为：

狏犻＝∑
犖

犼＝１

狌犿犻犼狓犼／∑
犖

犼＝１

狌犿犻犼 （３）

狌犻犼 ＝ ∑
犆

狆＝１

犱２（狓犼，狏犻）－犪犼
犱２（狓犼，狏狆）－犪（ ）

犼

１
犿－（ ）
１ －１

（４）

其中，犪犼＝α·ｍｉｎ犱
２（狓犼，狏狊）狊∈ １，…，｛ ｝｛ ｝犆 ，０

≤α≤１。α是控制ＧＦＣＭ 算法收敛速度的参数，

通常α越大，ＧＦＣＭ算法的收敛速度越快。

利用ＧＦＣＭ算法得到图像的过分割结果之

后，选取得到的聚类中心（即聚类原型）狏犻（１≤犻≤

犆）作为每个分割区域的代表点
［６７］。通过构造代

表点之间的相似性，采用谱图划分的方法对代表

点进行再聚类。在模式识别领域，数据点之间的

相似性测度通常是采用基于欧氏距离的高斯函

数，其中，尺度参数的选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

聚类结果的影响也很大。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本

文采用图像像素点对分割区域的隶属程度来确定

区域代表点之间的相似性［８］。设犌犻犼表示分割区

域代表点狏犻和狏犼之间的相似性，其定义为：

犌犻犼 ＝∑
犖

犾＝１

狌犻犾狌犼犾 （５）

犌犻犼反映了第犻个模糊聚类和第犼个模糊聚类之间

的交叠程度，犌犻犼越大，表示两个聚类之间的交叠

程度越大，第犻个和犼个模糊聚类属于同一聚类

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犌犻犼可以用来衡量两个代

表点之间的相似性，矩阵犌就是代表点之间的相

似性矩阵。对此相似性矩阵，采用一种经典的谱

聚类算法———ＮｇＪｏｒｄａｎＷｅｉｓｓ（ＮＪＷ）算法
［７］，

对代表点进行聚类，将代表点嵌入到该相似性矩

阵的特征向量张成的空间中，使得在此空间中更

容易形成较紧致的聚类。通过上述方法得到犆

个代表点的聚类结果后，可以通过原始图像像素

点对于这犆个聚类的初始归属情况，得到每个图

像像素点的类别标签。

鉴于图像像素的分类是根据算法的犆个聚

类原型的分类获得的，所以将上述算法称之为原

型提取谱聚类算法。

２　基于原型提取谱聚类集成的遥感

图像分割

　　基于原型提取谱聚类的遥感图像分割算法涉

及３个参数犆、犿 和α，为了克服该算法对参数的

敏感性和算法内在的随机性，将聚类集成策略引

入到算法中，提出了该算法的集成算法。该集成

算法涉及两个部分，一是各个成分聚类结果的获

得，二是多个成分聚类结果的集成。

２．１　成分聚类

多样性是提高集成算法性能的关键。本文采

用原型提取谱聚类算法作为单一的学习器来获得

各个成分聚类的结果。在不同的参数组合和初始

化条件下，原型提取谱聚类算法可以为聚类集成

算法提供足够的多样性，其多样性主要来自于：

１）随机初始化。与ＦＣＭ 算法类似，ＧＦＣＭ

算法对于初始化也是敏感的。所以，原型提取谱

聚类算法也会受到 ＧＦＣＭ 算法初始化的影响。

本文不对ＧＦＣＭ算法的初始化进行干预，认为这

种来自于ＧＦＣＭ 算法的不稳定性可以为聚类集

成算法提供多样性。

２）随机的模糊性指数犿。模糊指数犿 是影

响ＦＣＭ 算法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当数据的各

个聚类的密度不同时，某单一犿 值下的ＦＣＭ 算

法根本无法取得好的聚类结果。同样，参数犿 的

选择对于ＧＦＣＭ 算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文

献［４］在犿＝１．５，２，３，５时研究了参数对ＧＦ

ＣＭ算法的影响。本文采用原型提取谱聚类算法

进行各个成分聚类时，将从集合｛１．５，２，３，５｝中

为各个成分聚类随机选择犿 参数。在各个成分

聚类中使用随机的犿 参数不仅可以避免参数选

择的代价，而且可为聚类集成算法提供多样性。

３）随机的收敛参数α。对于原型提取谱聚类

算法来说，参数α是另一个需要确定的参数，它对

算法性能也有影响，特别是对算法的运行时间。

文献［４］显示了 ＧＦＣＭ 算法在α＝０．１，０．３，

０．５，０．７，０．９，０．９９，０．９９９时的结果。本文将

从集合｛０．１，０．３，０．５，０．７，０．９，０．９９，０．９９９｝

中为各个成分聚类随机选择参数α。

４）随机的过分割数目犆。对原型提取谱聚

类算法来说，参数犆是控制过分割的数目的。犆

值越大，算法的复杂性会越高。因此，根据多次的

实验经验，设定从集合｛１０，３０，５０，７０｝中为各个

成分聚类随机选择参数犆。

２．２　多个聚类结果的集成

对于每个成分聚类来说，获得的聚类结果都

是用类标签来表达的。由于类标签只是象征性的

符号，所以，把多个聚类结果进行集成得到最终的

结果很困难。共识函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常用方

法［９］。本文采用 ＭＣＬＡ共识函数对多个成分聚

类的结果进行集成。

３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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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算法复杂性分析

原型提取谱聚类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主要涉及

两个方面。一是采用ＧＦＣＭ 算法对图像进行过

分割获得犆个代表点。对于一幅具有犖 个像素

的图像，过分割操作的复杂度为犗（狆犔犖犆
２），其

中，犔为 ＧＦＣＭ 算法的迭代次数，狆为像素点纹

理特征的维数，犆为过分割的数目。二是采用谱

聚类算法对犆个代表点进行聚类，该操作的复杂

度主要由构造犆个代表点之间的相似性矩阵和

求取犽个特征向量两个部分组成。利用式（５）计

算犆 个代表点之间的相似性矩阵的复杂度为

犗（犖犆２），计算犽个特征向量的复杂度为犗（犽犆２），

其中犽为真正的图像分割数目。因此，原型提取

谱聚类算法的复杂度为犗（狆犔犖犆
２＋犖犆２＋犽犆２）。

对多个原型提取谱聚类算法的分割结果进行集成

的复杂度主要取决于采用的集成策略，本文采用

了 ＭＣＬＡ共识函数，其复杂度为犗（犖犽２狉２），其中

狉为成分聚类的数目。所以，本文提出的原型提

取谱聚类集成算法的复杂度为 犗（狉狆犔犖犆
２＋

狉犖犆２＋狉犽犆２＋犖犽２狉２）。

４　实验与分析

４．１　合成纹理图像分割

合成纹理图像的大小为２５６×２５６，如图１（ａ）

所示，图中纹理来自于Ｂｒｏｄａｔｚ纹理图像库
［１０］。

鉴于原型提取谱聚类算法利用了ＧＦＣＭ 和谱聚

类的思想，本文分别采用ＧＦＣＭ算法和Ｎｙｓｔｒｍ

谱聚类逼近算法［１１］作为成分聚类，把它们的集成

算法（分别称之为 ＧＦＣＭ 集成和 Ｎｙｓｔｒｍ集成

算法）作为本文集成算法的两个比较算法，这３个

集成算法的成分聚类数目都取２０。对于ＧＦＣＭ

集成算法，参数犿 随机取自集合｛１．５，２，３，５｝，

参数α随机取自集合｛０．１，０．３，０．５，０．７，０．９，

０．９９，０．９９９｝。对于Ｎｙｓｔｒｍ集成算法，设定随

机采样点数参数随机取自集合｛３０，５０，７０，９０｝，尺

度参数随机取自集合｛２，４，…，１００｝。此外，本

文还选择了原型提取谱聚类集成算法２０个成分

聚类中两个典型的分割结果（分别代表较差的和

较好的分割结果）进行了展示，本文采用聚类准确

率［１２］来评价分割结果。

图１给出了上述算法在合成纹理图像上的分

割结果，所列结果的聚类准确率见表１。从表１

中可以看出，Ｎｙｓｔｒｍ集成算法的聚类性能很差，

ＧＦＣＭ集成和原型提取谱聚类集成算法获得了

比较理想的聚类性能，其中，原型提取谱聚类集成

算法获得的聚类准确率略高于ＧＦＣＭ 集成算法。

此外，从图１和表１中也可以发现，原型提取谱聚

类集成算法的结果与较好的原型提取谱聚类结果

相差不多，明显优于较差的原型提取谱聚类结果，

这表明了聚类集成策略的优越性。

图１　合成纹理图像１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ｅｘ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１

表１　各算法聚类准确率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

ＧＦＣＭ

集成

Ｎｙｓｔｒｍ

集成

原型提取谱

聚类集成

原型提取谱

聚类结果１

原型提取谱

聚类结果２

聚类准

确率
９８．２２ ６１．９０ ９８．４３ ９７．６３ ９８．６２

　　为了进一步比较ＧＦＣＭ集成、Ｎｙｓｔｒｍ 集成

和原型提取谱聚类集成算法的性能，仍以合成纹理

图像为例，分别对这３个算法进行１０次独立分割

实验（每次实验中，成分聚类数目均设置为２０），图

２给出了３个算法聚类准确率的变化曲线。从图２

中可以看出，３个集成算法的性能曲线变化平缓，

其中，原型提取谱聚类集成算法的性能曲线位于

ＧＦＣＭ集成和Ｎｙｓｔｒｍ集成算法的曲线上方，这表

明本文提出的集成算法具有较好的分割性能。

图２　３个集成算法在合成纹理图像上的

聚类准确率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ｒｅｅ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ｘ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ｓ

４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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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遥感图像分割

两幅遥感图像大小均为２５６×２５６，如图

３（ａ）、４（ａ）所示。图３（ａ）给出的是一幅美国加州

圣地亚哥地区航拍图像的一部分，图像中包含海

洋和城市两类地表覆盖物。如图３（ｂ）、３（ｃ）所

示，ＧＦＣＭ集成算法和Ｎｙｓｔｒｍ集成算法都在城

市区域产生了一些错分。图３（ｄ）给出了原型提取

谱聚类集成算法的分割结果，可以看出这个结果

比较理想。图３（ｅ）、３（ｆ）中展示了原型提取谱聚

类集成算法两个典型的成分聚类结果。在图３（ｅ）

中，部分城市区域被错分成海洋，图３（ｆ）中的结

果与图３（ｄ）中的结果相差不多，也是比较理想的

分割结果。从图３（ｄ）～３（ｆ）中的分割结果可以

看出，采用聚类集成策略是获得理想分割结果的

一个有效途径。

图３　遥感图像１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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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ａ）为一幅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

市的萨斯喀彻温河流域的 Ｋｕｂａｎｄ合成孔径雷

达图像的一部分。这个图像中包含３类地表覆盖

物：河流、植被和农作物。图４（ｂ）给出的是ＧＦ

ＣＭ集成算法的结果，除了沿河流域的少量植被

被错分成农作物外，其他区域的分割结果很理想。

图４（ｃ）展示的是Ｎｙｓｔｒｍ集成算法的结果，沿河

区域的农作物被错分成植被，图像左下部分的少

量植被区域被错分成农作物。原型提取谱聚类集

成算法的分割结果见图４（ｄ），可以看出产生错误

分割的像素点均出现在沿河区域，少量植被区域

被错分成农作物，一部分农作物被错分成植被，图

像的整体分割结果较为理想。图４（ｅ）、４（ｆ）给出

了原型提取谱聚类集成算法两个典型的成分聚类

结果。在图４（ｅ）中，图像右上部的农作物区域没

有被识别出来，被错分成河流；在沿河区域，部分

植被区域被错分成农作物，部分农作物区域被错

分成河流。在图４（ｆ）中，除了沿河区域的部分农

作物被错分成植被外，图像其他部分的分割结果

比较理想。

图４　遥感图像２的分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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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原型提取谱聚类的遥感图

像分割方法，随后引入集成策略，进一步提高了算

法性能，实验结果表明了该集成算法的有效性。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中图像的分割结果产生了一

定的扩张效应，这是由于采用平稳小波分解提取

纹理特征造成的，因此，有必要研究采用其他更有

效的多尺度工具来提取纹理特征。此外，图像分

割数目的确定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文中

的分割数目是人为给定的。因此，分割数目的确

定也将是下一步的工作。

参　考　文　献

［１］　钟燕飞，张良培，李平湘．遥感影像分类中的模糊

聚类有效性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３４（４）：３９１３９４

［２］　Ｂａｎｄｙ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

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ＧｕｉｄｅｄＦｕｚｚｙ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ｐａ

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６（３）：５７９５９３

［３］　ＢｅｚｄｅｋＪ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ｕｚｚｙ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ｌｅｎｕｍ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４］　ＺｈｕＬ，ＣｈｕｎｇＦＬ，Ｗａｎｇ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ｆｕｚｚｙ犮

ｍｅａ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ｉｔ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ｕｚｚｙ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

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ＰａｒｔＢ：Ｃｙｂｅｒ，２００９，３９（３）：５７８

５９１

［５］　ＮａｓｏｎＧ，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Ｂ．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ｍ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ｉｓＡ，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Ｇ．ＬｅｃｔｕｒｅＮｏｔｅｓ

ｉ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ｃｓ１０３： 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５

５７４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６］　ＳｈｉＪＢ，ＭａｌｉｋＪ．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ｕｔ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ｅ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２２（８）：８８８

９０５

［７］　ＮｇＡＹ，ＪｏｒｄａｎＭＩ，ＷｅｉｓｓＹ．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ｌｕｓｔｅ

ｒ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Ｄｉｅｔｔｅｒｉｃｈ

Ｔ，ＢｅｃｋｅｒＳ，ＧｈａｈｒａｍａｎｉＺ．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Ｓ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８］　ＬａｓｋａｒｉｓＮＡ，ＺａｆｅｉｒｉｏｕＳＰ．ＢｅｙｏｎｄＦＣＭ：Ｇｒａｐ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４１（８）：２６３０２６４４

［９］　ＳｔｒｅｈｌＡ，ＧｈｏｓｈＪ．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ａ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Ｒｅｕｓ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ｒ

ｔｉｔｉｏｎ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３（１２）：５８３６１７

［１０］ＢｒｏｄａｔｚＰ．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ａ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ｂｕｍｆｏｒ

Ａｒｔｉｓｔ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６６

［１１］ＦｏｗｌｋｅｓＣ，ＢｅｌｏｎｇｉｅＳ，ＣｈｕｎｇＦ．ｅｔ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Ｎｙｓｔｒｍ Ｍｅｔｈｏｄ［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２６（２）：２１４２２５

［１２］Ｒａｎｄ Ｗ．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１，６６（３３６）：８４６８５０

第一作者简介：赵凤，博士，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模式识别、图

像处理与模糊信息处理。

Ｅｍａｉｌ：ｆｚｈａｏ．ｘｕｐｔ＠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犘狉狅狋狅狋狔狆犲狊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犛狆犲犮狋狉犪犾犆犾狌狊狋犲狉犻狀犵犈狀狊犲犿犫犾犲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

犃狆狆犾犻犲犱狋狅犚犲犿狅狋犲犛犲狀狊犻狀犵犐犿犪犵犲犛犲犵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犣犎犃犗犉犲狀犵
１
　犔犐犝犎犪狀狇犻犪狀犵

２
　犉犃犖犑犻狌犾狌狀

１
　犘犃犖犡犻犪狅狔犻狀犵

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５６３ＳｏｕｔｈＣｈａｎｇ’ａｎ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ＳｏｕｔｈＣｈａｎｇ’ａｎ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５６３ＳｏｕｔｈＣｈａｎｇ’ａｎ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ｈｕｇｅｄａｔａ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ｐｉｘｅ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ａ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ｅ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ｆｕｚｚｙ犮ｍｅａｎ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ｏｖｅ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ｒｅ

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ｏ

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ｍａｔｒｉ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ｓｗａｓ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ｇｒａｐｈ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ｔ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ｓ．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ｅｉｍ

ａｇｅｐｉｘｅｌ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ａｎｄｏｍ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ａ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ｅｎ

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ｂｅｈａｖｅｓｗｅｌｌｉ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ＯＦｅｎｇ，Ｐｈ．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ｆｕｚｚ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ｆｚｈａｏ．ｘｕｐｔ＠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６７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