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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马尔柯夫随机场（ＭＲＦ）图模型获取变化像斑变化后类别的方法。用吉布斯（Ｇｉｂｂｓ）

分布描述 ＭＲＦ图模型，通过计算最大后验概率获取变化像斑类别，以此类别为初始值，通过建立像斑类别空

间关系概率矩阵，在初始结果基础上进一步判定变化像斑的类别。实验结果证实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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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检测一直是遥感影像的重要应用领域和

研究热点之一［１］。从技术路线层面上讲，基于遥

感影像的变化检测可以划分为两种思路：分类前

比较和分类后处理。分类前比较的方法可以很好

地避免分类精度对结果的影响，但是不能够直接

获取变化部分的变化后属性。在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上，以灰度同质区———像斑（大部分文献称之为

“对象”，基于像斑的影像分析一般也可称作为“基

于对象”或“面向对象”的方法）代替像素作为影像

处理和分析的基本单位更为合理［２５］。

空间关系是正确解译遥感影像，尤其是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提出了

一种利用 ＭＲＦ图模型进行变化像斑类别的判定

方法。

１　像斑类别分析的 犕犚犉图模型

ＭＲＦ图模型在文献［６］中有所阐述，根据其

定义，将其应用于变化像斑类别的判定。设一幅

遥感影像犇 定义在一个有限图集合犚 上，犚＝

｛犚１，犚２，…，犚狋｝，犚犻 代表影像上的一个像斑，犻＝

１，２，…，狋，狋为影像上像斑的总数目。对每一个像

斑赋予一个类别标记———像斑变化后的类别犆犻，

假设像斑可能属于的类别共有狀个，则有类别集

合犃＝｛犆１，犆２，…，犆狀｝，对于任一个犆犻，犆犻∈犃。

所有像斑被赋予的类别组成一个向量 犆＝

犆１，犆２，…，犆｛ ｝狋 ，这个向量定义在由像斑组成的影

像上，是一个符号随机变量。当确定变化像斑犻

所属的类别犆犻 时，犆犻 受光谱和其他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具有随机性。犘（犆）是对所有变化像斑可

能属于类别的一个联合概率分布，如果它具有以

下性质：① 对于所有向量犆的取值，犘（犆）＞０；

② 设δ（犚犻）是像斑犻的近邻系，条件概率犘（犆犻｜

犆１，犆２，…，犆犻－１，犆犻＋１，…，犆狋）＝犘（犆犻｜犆犼，犼∈

δ（犚犻）），即像斑属于某个类别的概率只与其邻域

像斑有关，则称犆是定义在影像犇 的马尔柯夫随

机场图模型。

２　利用 犕犚犉图模型的变化类别概

率判定

　　影像上发生变化的区域，其变化类别的判定

过程如下：① 计算发生变化的区域———变化像斑

变化类别的最大后验概率，将其作为变化类别结

果的初始值。其实现过程是用 Ｇｉｂｂｓ分布构建

ＭＲＦ图模型，使得对最大后验概率的求取转化为

对Ｇｉｂｂｓ分布的能量函数的求取；而能量函数又

可以简化成为对变化类别条件概率的获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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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则通过构建像斑样本的高斯混合模型和通过

ＥＭ算法解算获得未知参数值来计算；② 构建像

斑类别空间关系概率矩阵，以上一步获取的变化

类别为初始值，对变化像斑类别进行进一步判断，

获取最终的变化像斑类别。

２．１　犕犚犉图模型的犌犻犫犫狊分布描述

对于一个给定的像斑，其类别标记犆（犵）可通

过计算最大后验概率获得：

犆（犵）＝ａｒｇｍａｘ
１≤犻≤狀

犘（犆犻狘犵） （１）

式中，犆犻表示可能赋予的类别标记；犵表征当前像

斑特征。

应用 ＭＲＦ 图模型对式（１）进行解算，用

Ｇｉｂｂｓ分布将其显式化：

犘（犆犻狘犵）＝犣
－１ｅｘｐ（－犝犻（犵）），犻＝１，２，…，狀

（２）

式中，犝 为能量函数；犣为归一化常量，

犣＝∑
狀

犻＝１

ｅｘｐ（－犝犻（犵）） （３）

则对上述最大后验概率的计算转化为对能量函数

犝 值的求取。

２．１．１　能量函数

ＭＲＦ图模型中，能量函数犝 可以通过计算

当前像斑的邻域像斑的势函数来获取：

犝犻（犵）＝∑
犿

犼＝１

１

ρ犼
犛（犵） （４）

其中，犛（犵）为当前像斑各邻域像斑的势函数；犿

为邻域像斑个数；ρ犼 为势函数的权重。通过对ρ犼

的设置来控制不同邻域像斑的势函数对能量函数

值的影响，可设置为等权。

这里给出适用于不规则区域邻域的定义方

法：定义当前像斑的所有邻接像斑为一阶邻域，各

邻接像斑的邻接像斑为当前像斑的二阶邻域，以

此类推。本文选取了计算量较小的一阶邻域计算

能量函数，即计算当前像斑本身及其各邻接像斑

的势函数犛（犵）值来获取能量函数值。假设对于

每个像斑，其特征犵共由犽个特征组成，则势函数

的计算方法如下：

犛（犵）＝ｅｘｐ（－犳（犵）） （５）

犳（犵）＝∑
犽

犻＝１

狆·犌（犵犻） （６）

犌（犵）＝犘（犆狘犵）＝犘（犵狘犆）·犘（犆）·犘
－１（犵）

（７）

　　从式（５）～式（７）可以看出，势函数犛（犵）的计

算转化为对值狆和函数犌（犵）的求取，其中，狆为

像斑样本类别的先验概率；犌（犵）是一个概率密度

函数，用于计算当一个像斑的特征为犵时，它的

类别标记为犆的概率。根据贝叶斯公式，犌（犵）可

以转化为３个概率值的乘积，其中犘（犵｜犆）为条

件概率；犘（犆）是先验概率；犘－１（犵）与类别标记没

有关系，在计算过程中可以忽略。为简单起见，假

定先验概率是相等的，那么犘（犆）在计算过程中

也可以忽略，因此，犌（犵）的求取就转化为对条件

概率犘（犵｜犆）的计算
［６］。

根据 ＭＲＦ图模型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势

函数犛（犵）应设计为单调递减，而犳（犵）为单调递

增函数，且其值域为（０，∞）。根据上述条件，通过

使用指数函数犳（狓）＝ｅ
－狓，即通过式（５）的计算，

使势函数犛（犵）单调递减，并使其值域为０～１之

间，便于对其值进行评价和估计。

２．１．２　条件概率犘（犵｜犆）的估计方法———高斯

混合模型及ＥＭ算法

犘（犵｜犆）通过构建高斯混合模型
［７］来获得。

获取已知类别标记的像斑作为样本像斑，若每个

样本像斑的特征共有犽个，对于每个特征，假定其

服从高斯分布，则可以根据所有样本的该特征值

构建高斯混合模型，一共可以构建犽个高斯混合

模型。对于一个待确定类别标记的像斑，将其每

个特征值代入相应的高斯混合模型获取概率密度

值，并将犽个概率密度值相加得到最后的条件概

率值。

在具体的求取过程中，由于每个样本特征值

用于哪个子高斯成分参数值计算是未知的，直接

计算获取上述参数的值比较困难。ＥＭ 算法
［８］是

求取高斯混合模型参数的一种常用方法，它能够

从具有“隐藏值”的条件下求得模型的各个参数。

ＥＭ 算法一般需要获取各个待求参数的初始值，

初始值一般通过犓 均值方法获取，这就需要首先

确定聚类中心———子高斯成分的个数，本文选用

了最大最小距离法［９］进行计算。

２．２　类别空间关系概率矩阵

对于一个给定的像斑，其类别标记犆（狉）可以

通过计算最大后验概率获得：

犆（狉）＝ａｒｇｍａｘ
１≤犻≤狀
犘（犆犻狘狉） （８）

式中，犆犻表示可能赋予的类别标记；狉表征当前像

斑特征；

犘（犆犻狘狉）＝∑
犿

犼＝１

犢（犆犻，狉犼）／犿 （９）

式中，犿表示当前像斑的邻接像斑个数；狉犼 表示

当前像斑的某个邻接像斑；

犢（犆犻，狉犼）＝α犆犻犆狉
犼

（１０）

α犆犻犆狉
犼

表示类别空间关系概率矩阵α 中第犆犻 行第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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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狉
犼
列的元素。则对上述最大后验概率的求取转

化为对类别空间关系概率矩阵元素的求取。

如果整个影像的像斑可能赋予的类别标记共

有狀个，则类别空间关系概率矩阵大小为狀×狀。

统计各像斑与其相邻像斑类别的相邻关系，即类

别空间关系概率矩阵的各元素，如α１２表示类别标

记为１的像斑，其相邻像斑的类别标记为２的情

况的次数，用数学式表示则为：

α犻犼 ＝∑
狋

犾＝１
∑
犿

犺＝１

犙（犆犾 ＝犻，犆狉犺（犾）＝犼） （１１）

式中，狋为像斑总数；犙为次数，即频率；犆犾 表示第

犾个像斑的类别；犆狉犺（犾）表示第犾个像斑邻接某像斑

狉犺（犾）的类别。统计结束后，用α犻犼＝α犻犼／∑
狀

犼＝１
α犻犼将空

间关系概率矩阵中的元素值归一化。

３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流程

应用 ＭＲＦ图模型进行变化像斑的类别判

定，算法流程如下：① 提取实验区内所有像斑的

特征，对于没有发生变化的像斑，还要获取其类

别；② 以没有发生变化的像斑为样本数据，根据

其类别和特征，为每个类别每个特征构建高斯混

合模型，并应用ＥＭ 算法解求各模型参数；③ 将

发生变化的像斑特征代入高斯混合模型，计算变

化像斑可能属于某个类别的条件概率；④ 根据步

骤③的结果计算势函数和能量函数值，获得变化

像斑可能属于各个类别的后验概率，选取后验概

率最大类别为变化像斑可能属于的类别；⑤ 以步

骤④获取的结果为类别初始值，统计类别空间关

系概率矩阵，获取最终的变化像斑类别属性值。

３．２　实验方法

本文选用武汉市洪山区局部为实验区，以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多光谱影像和相同年

份和区域的１∶１万土地利用图为实验数据，实验

影像分辨率经重采样后为２ｍ，实验区大小为

３４９２像素×２８１８像素。在实际应用中，后一时

期的土地利用图应是未知的，因此２００５年土地利

用图仅用来进行精度评定。通过将２００２年土地

利用图分别与两个时期的实验影像配准套合获取

影像像斑，并根据用于套合的土地利用图图斑的

二级地类码属性获取像斑的类别。根据影像的光

谱特征对套合生成的像斑进行再分割，目的在于

保证像斑内部的像素具有较好的光谱同质性［１０］。

因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对发生变化的像斑变化后类

别的属性进行判定，为方便精度评定，以两个时期

土地利用图地类码不同的像斑作为检测样本。像

斑类别集合的获取方法如下：通过土地利用图和

遥感影像的配准套合，根据土地利用图中的二级

地类码获取像斑类别。出现在实验区的二级土地

利用类别码如表１所示。

表１　土地利用图地类表

Ｔａｂ．１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ｌａｓ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地类码 地类类别 地类码 地类类别 地类码 地类类别

１１ 耕地 １５ 其他农用地 ２７ 水利设施用地

１２ 园地 ２０ 城镇用地 ３１ 未利用地

１３ 林地 ２６ 交通运输用地 ３２ 其他土地

　　根据土地利用地类码获得的像斑类别，某些

类别的光谱差异较小，因此根据像斑的光谱特征

和二级地类码，将地类码为１１、１２、１３的归为类别

１；地类码为２０、２６、２７、３１的归为类别２；地类码

为１５的归为类别３；地类码为３２的归为类别４，

由此，变化像斑可能属于的类别共有４个，其类别

标记集合为 １，２，３，｛ ｝４ 。

用于构建 ＭＲＦ图模型的样本像斑应为所有

已知的类别，即２００５年影像各类别中没有发生变

化的像斑。但在实际的实验中发现，某些类别的

绝大多数像斑都发生了变化，因此为保证样本数

量，用２００２年影像上的像斑作为样本像斑，以求

取模型参数。本文提取了１１个像斑特征：影像

蓝、绿、红、近红外波段的像斑灰度均值、灰度标准

差以及密度、矩形契合度、形状指数。

３．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插页Ⅱ彩图６是实验区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假

彩色影像图，所有发生变化的像斑共有５８５个。

将通过本文算法得出的像斑变化后类别与２００５

年土地利用地类码进行比较，绿色部分是能够正

确判定类别的变化像斑，黄色部分是类别判定错

误的变化像斑。实验结果表明，共有４６８个变化

像斑能够正确判定变化类别，判定正确率为

８０％。某些像斑特征的类别典型性较弱，以及像

斑样本和类别的获取方法是影响实验精度的主要

原因。

ＭＲＦ图模型能够以不规则区域为影像处理

的基本单位，适用于基于像斑的遥感影像分析，并

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统计的空间关系；同时，

ＭＲＦ图模型可以视为一个开放模型，所有对影像

解译有利的知识，如先验知识、影像光谱信息、空

间信息、时序信息等，都可以以某种形式参与到模

型的构建中去，不仅可以提高影像解译的准确性，

而且其影像分析流程也较为符合人工识别地物的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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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具有较好的应用潜力。

４　结　语

针对应用分类前比较的方法进行基于遥感影

像的变化检测不能够直接获取发生变化部分变化

后的属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 ＭＲＦ图模型的

变化像斑类别判定方法。这种方法以像斑为研究

的基本单位，以像斑本身及其邻域空间信息为主

要依据，对发生变化的像斑进行属性判定。实验

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在

如何获取合理的变化像斑样本及其类别，以及如

何进一步准确表达和使用像斑的空间关系等方面

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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