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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算法分割遥感图像的自动化程度和精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一种多特征自适应 Ｍｅａｎ

Ｓｈｉｆｔ遥感图像分割方法。３组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相比ＥＤＩＳＯＮ软件能得到更好的分割效果，且能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遥感影像分割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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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的广泛应用，需从遥

感影像中自动地提取大量信息来满足各种应用的

需要，其中图像分割是信息提取的关键技术之一。

目前，已有的遥感图像分割技术自动化程度不高，

需要人工参与来设置多个参数。而相比中低分辨

率影像，高分辨率影像细节信息更加丰富，同物异

谱和异物同谱现象更加突出，仅靠光谱特征不足

以准确地区分地物类别之间的差异［１２］。当目标

的光谱信息比较接近时，纹理信息对于区分目标

地物会起到积极的作用［３４］。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算法是一种高效的非参数、迭代

模式搜索方法［５６］。它完全依靠特征空间中样本

点进行分析，不需要聚类数目等先验知识，也不需

假设样本的分布状况，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图像分

割、图像滤波以及视频跟踪等计算机视觉领域，并

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６８］。传统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算

法进行影像分割时，只须将位置和色度作为特征

向量，致使提高分割精度的能力有限。因此，在高

分辨率遥感影像分割中增加纹理等特征往往可以

提高分割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融合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纹理信息，研究其对遥感图像分割精度的影

响情况。再者，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算法的分割精度取决

于带宽大小，本文探究反映数据局部特征的自适

应分割算法。首先用较小的固定带宽实现遥感图

像的初次聚类，再根据初聚类的结果计算带宽参

数进行再次自适应分割，以得到更好的分割结果。

与ＥＤＩＳＯＮ软件分割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表明

本文方法可在更少人机交互的情况下实现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的高效自动分割。

１　原理与方法简介

１．１　犕犲犪狀犛犺犻犳狋方法原理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是一种无参数核密度估计的迭代

算法，其核心是对特征空间的样本点进行聚类，样

本点沿梯度上升方向收敛至密度梯度为零的点即

模态点。假设｛狓犻｝，犻＝１，…，狀表示犱 维欧氏空

间犚犱中的任意狀个点的集合犛犺，在点狓处，以核

函数犽（狓）和窗宽犺估计密度函数为：

犳^犓（狓）＝
１

狀犺犱∑
狀

犻＝１

犓（
狓－狓犻
犺

）　 （１）

则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平移向量为：

犿犺，犌（狓）＝
∑
狀

犻＝１

狓犻犵（‖
狓－狓犻
犺

‖
２

）

∑
狀

犻＝１

犵（‖
狓－狓犻
犺

‖
２

）

－狓 （２）

式中，犵（狓）＝－犽′（狓），犽（狓）是核函数犓（狓）的轮

廓函数。

１．２　犕犲犪狀犛犺犻犳狋带宽的选择

在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迭代过程中，带宽犺是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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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参数，它决定着图像分割的速度和质量。带

宽一般分为以下两种：① 全局固定带宽是指在整

个图像内使用不变的带宽。确定固定带宽的方法

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根据经验人为确定，由于需要

操作者的经验，且没有考虑到遥感图像的多变性

和复杂性，致使分割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根据整

体数据估计全局最优带宽，如 Ｈｏｎｇ等
［７］使用

ｐｌｕｇｉｎ规则估计全局带宽。值得注意的是，当图

像包含多种模态时，计算出的带宽并非全局最优

带宽。② 自适应带宽是指根据数据分布特征，密

度大的区域采用小带宽，而密度小的区域采用大

带宽。Ｃｏｍａｎｉｃｉｕ等
［８９］提出了两种用于图像平

滑与分割的局部自适应带宽确定方法：一种方法

认为局部自适应带宽反比于局部密度估计的平方

根；另一种方法通过求得局部均值向量模的最大

值得到最优局部自适应带宽。Ｍａｙｅｒ等
［１０１１］提出

了医学图像分割的局部自适应带宽等于犓 个近

邻采样点与样本点特征向量差的一阶范数。但这

些方法都增加了计算复杂度，而理想的情形是属

于同一类的那些样本点应该为带宽所包括，可取

类内距离作为带宽来囊括它们。

２　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分割实现

２．１　多维特征选取和预处理

遥感影像特征向量包括位置、光谱、纹理、形

状、边界等，这里取位置、遥感影像多光谱和纹理

等３类特征向量。像素点狓的位置特征（狓，狔）表

示该像素的空间坐标。

多光谱遥感影像包括至少４个光谱波段和一

个全色波段，其波段信息存在相关，信息量存在冗

余。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是一种较好的线性变换方

法［１３］，能消除波段之间的相关性。取前两个主成

分犘１和犘２就可以表述多光谱影像绝大多数信息

含量，且其信息含量是满足最小均方差的最优解。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中不同地物往往具有相似

的光谱表象，仅利用光谱特征进行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聚

类可能会使光谱相似的不同质样本（树木和草地、

道路和屋顶等）收敛到特征空间相同的模态点，导

致地物光谱可分性降低。因此，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分割中往往需要加入纹理特征来提高影像分割

的稳健性。灰度共生矩阵法是一种通用的定义图

像的纹理特征方法，Ｈａｒａｌｉｃｋ等人用灰度共生矩

阵提取了１４种特征值
［１４］。本文选用对比度、熵

和均匀性这３个最常用的特征来计算各个波段的

纹理特征：

犳１ ＝∑
犔－１

犻＝１
∑
犔－１

犼＝１

（犻－犼）
２
狆（犻，犼） （３）

犳２ ＝－∑
犔－１

犻＝１
∑
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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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犻，犼）ｌｏｇ狆（犻，犼） （４）

犳３ ＝∑
犔－１

犻＝１
∑
犔－１

犼＝１

狆（犻，犼）

１＋（犻－犼）
２

（５）

　　由于位置向量、多波段光谱向量、纹理向量的

数量级不同，在迭代处理中易造成数据溢出，所以

需先将所有特征向量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到值域

［０，１］。

假设图像大小为犿×狀，像素狓的位置特征

（狓，狔）可表示为：

犡＝犡／ｍａｘ（犿，狀）

犢 ＝犢／ｍａｘ（犿，狀）
（６）

同样，将犘１、犘２和犳１、犳２、犳３归一化到值域［０，１］。

因此，实验中将联合域（狓，狔，狆１，狆２，犳１，犳２，犳３）作

为特征向量。

２．２　多维特征 犕犲犪狀犛犺犻犳狋算法实现

带宽设定后，还必须为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迭代过程

选定合适的核函数。为了使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过程收

敛，核函数的选择有一定要求［７８］，目前，通常采用

的核函数有Ｇａｕｓｓ核函数和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核函

数。遥感图像具有 Ｇａｕｓｓ分布特性，这里采用

Ｇａｕｓｓ核函数：

犓犖（狓）＝ （２π）
－犱／２ｅｘｐ（－

１

２
‖狓‖

２） （７）

　　采用 Ｇａｕｓｓ核函数，则多维特征自适应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向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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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狓狊，狓狉，狓狋）分别是样本点狓的位置、光谱

（或主成分）和纹理特征向量；（狓犻狊，狓犻狉，狓犻狋）分别是

狓近邻采样点的位置、光谱（或主成分）和纹理特

征向量；（犺狊，犺狉，犺狋）分别是位置、光谱（或主成分）

和纹理带宽。

首先，将位置向量与颜色向量一起合为“空

间颜色”域
［１２］，给定带宽犺狊（这里取较小值），在

ｐｌｕｇｉｎ规则下估计３颜色分量各自的最优带宽

（犺犚，犺犌，犺犅），执行标准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滤波，得到犿

个模态点，这样聚类到同一模态点的所有像素点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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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一个聚集区｛犆狆｝，狆＝１，…，犿，且犿远小于狀

（犿为初聚类区域数，狀为整个图像的像素数）。

根据聚类结果来统计各聚类区的坐标距离、光谱

距离和纹理距离来计算再次聚类的带宽犺狊′（狓）、

犺狉′（狓）和犺狋′（狓）（同一聚集区内像素点带宽相

同），用式 （８）在“空间主成分纹理”域进行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聚类，得到聚类区｛犆犾｝，犾＝１，…，犔 （犔

为再次聚类的区域数）。再按以下准则进行区域

合并：① 当两相邻区域的空间距离小于犺狊时，则

两区域合并；② 当两相邻区域的光谱距离小于犺狉

时，则两区域合并；③ 设定区域内最小像素数为

犕，当单区域的像素数小于犕，这一区域被合并到

邻近的其他区域中。这样就得到了最终分割结

果。另外，注意在聚类过程中对已搜索过的点打

标记，若在以后的搜索中遇到已标记过的点就停

止搜索，以缩短计算时间。

图１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植被区分割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Ｉｍａｇｅ’ｓ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图２　ＳＰＯＴ５分割结果

Ｆｉｇ．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ＰＯＴ５Ｉｍａｇｅ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选用了两幅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子图像和１幅ＳＰＯＴ５子图像进行实验。图１是

２００２年获取的长沙市区的多光谱影像。ＥＤＩＳＯＮ

是Ｒｕｔｇｅｒｓ大学的ＲｏｂｕｓｔＩ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实验室所开发的基于固定带宽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算法的

图像分割软件。图１（ｂ）是ＥＤＩＳＯＮ软件分割结

果，分割参数设置为犺＝（犺狊，犺狉）＝（７，６．５）和

犕＝５０。图１（ｄ）是本文方法的分割结果，初始聚

类参数设置为犺狊＝４，合并时取 犕＝５０。对比两

分割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对ＥＤＩＳＯＮ软件有

所改进，可以看出阴坡和阳坡（图１（ｂ）和图１（ｄ）

中圆圈所示）植被覆盖区的异质区得到了较好的

同质分割。图２（ｂ）是ＳＰＯＴ５图像用ＥＤＩＳＩＮ软

件分割的结果，分割参数设置为犺＝（犺狊，犺狉）＝

（７，６．５）和犕＝５０，图像被分割成２１７个子区域。

图２（ｃ）是本文方法的分割结果，初始参数设置为

犺狊 ＝ ４，合 并 时 取 犕 ＝ ５０，图 像 被 分 割

成２２６个子区域。对比两分割结果可以看出，虽

然本文的分割子区域数比ＥＤＩＳＯＮ分割的略多，

但分割结果中山体表现出更好的同质性。

为了评价分割的效果，本文选用了图３的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图影像进行了定量对比实验。图像分

割效果的评价，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Ｍａｒｋ

等［１５］提出了一种基于对象一致性误差（ＯＣＥ）的

图像分割评判标准，它对过分割与欠分割一样敏

感，是一种客观有效的分割评价方法。ＯＣＥ满足

０≤ＯＣＥ（犐犵，犐狊）≤１，其中，犐犵为地面参考对象，犐狊

为实际分割对象；当ＯＣＥ＝０时，表示分割完全符

合地面参考对象。相比较而言，ＯＣＥ越小，表示

分割效果越好。实验所用的影像空间分辨率较

高、研究范围较小且各类地物相对集中，通过目视

判读得到实验参考图（图３（ｃ））。将分割所得影

像对象按地面情况分为房屋、林地、水面、农田、绿

地（水面中两块绿地）以及阴影（林地与农田之间

的阴影）等６类。表１为本文方法与ＥＤＩＳＯＮ软

件分割的ＯＣＥ值，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

的水面、农田、阴影等３种地物对象的分割效果优

于ＥＤＩＳＯＮ，两者对林地和绿地的分割效果相当，

房屋的分割后者略优于前者。

图３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Ｉｍａｇｅ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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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本文分割方法与犈犇犐犛犗犖分割方法的ＯＣＥ值

Ｔａｂ．１　ＯＣ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方法 房屋 林地 水面 农田 绿地 阴影

本文 ０．２８４ ０．３２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３

ＥＤＩＳＯＮ ０．２７８ ０．３２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４　结　语

本文融合纹理特征于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聚类过程

中，充分利用纹理特征、位置特征和光谱特征形成

多维特征向量，用 Ｇａｕｓｓ核函数进行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

聚类，实现了遥感影像自动化分割。分割过程中

采用两级聚类的方法，初次聚类结果用来计算再

次聚类的带宽，则再次聚类是自适应的。对于纹

理信息丰富的遥感图像，本文的分割效果比ＥＤＩ

ＳＯＮ软件的分割效果更符合人的视觉感知，分割

精度也有所提高。因此，本方法是一种自动化程

度高、稳健的分割方法。由于遥感图像包含的特

征很多，如形状特征也是一个有助分割的特征，在

以后的研究中也将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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