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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一种评估不同分割尺度的总分类精度，搜寻最高精度分类结果的半自动面向对象ＳＡＲ影像分

类方法。首先训练像素样本；然后利用分水岭分割ＳＡＲ数据的幅度影像，基于极化散射特征合并初始分割区

域，得到不同尺度下的影像分割结果，利用样本坐标确定分割区域，计算各区域内强度、散射角、熵、反熵以及

相干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１）等特征的平均值。将上述平均值作为分类特征以训练对象样本；再利用ＳＳＶＭ

执行分类，通过评估不同分割尺度下的分类结果，搜寻最高总分类精度。该方法在减少人为干预的条件下，半

自动搜寻到了适合分类的分割尺度，解决了尺度选择问题，实现了面向对象的ＳＡＲ影像分类。采用该方法对

荷兰Ｆｌｅｖｏｌａｎｄ地区的ＳＡＲ影像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的总分类精度达到了９３．３２％，与基于像

素的分类精度（７６．５２％）相比，精度得到了提高。

关键词：面向对象；分割尺度；ＳＡＲ影像分类；ＳＳＶＭ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极化合成孔径雷达（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ＰｏｌＳＡＲ）影像分类是ＰｏｌＳＡＲ的

重要研究内容之一［１］。目前，有学者基于ＳＡＲ影

像的数据统计特性和地物的极化散射特性已提出

了一些像素级别分类方法。然而，像素级别影像

分类无法充分利用ＰｏｌＳＡＲ数据中的丰富信息，

无法克服固有“斑点”噪声对分类的影响以及不能

提取感兴趣对象等［２］。目前的面向对象ＳＡＲ影

像分类通常先分割影像，得到合适的分割尺度下

的对象，即具有相同统计特性像素组成的区

域［３４］，然后利用这些对象对地物类别进行划分。

其中，如何得到合适的影像分割尺度是研究中的

难点，目前的方法通常是在加入先验知识条件下，

通过人工判读选取分割尺度，限制性较大，并且不

能保证选取到最合适的分割尺度。考虑到面向对

象分类中的分割影像是为了得到高精度的分类结

果，本文给出了一种通过评估不同分割尺度下的

总分类精度，搜寻到最高分类精度，在不需人工选

择分割尺度的条件下，实现了ＳＡＲ影像的高精度

分类，解决了面向对象中分割尺度选择的问题。

１　理论与方法

１．１　分水岭算法

分水岭是一种基于形态学的图像分割方法，

它能得到封闭、连续、单像素宽的目标轮廓线，定

位准确；同时，该算法对细微的边缘较敏感，容易

造成影像的过分割［５］。现有的分水岭算法中，

Ｖｉｎｃｅｎｔ和Ｓｏｉｌｌｅ
［６］提出的沉浸模拟算法是应用

较为广泛的一种。

１．２　区域合并

利用分水岭算法分割影像，得到初始尺度的

分割结果。此后合并区域，在区域合并过程中，需

建立区域邻接关系图（ｒｅｇｉｏ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ｇｒａｐｈ，

ＲＡＧ）
［７］，存储每个区域与其邻域之间的相似度。

１．３　极化散射特征

全极化ＳＡＲ测量目标得到的数据可用Ｓｉｎ

ｃｌａｉｒ散射矩阵表示：

犛＝
犛ｈｈ 犛ｈｖ

犛ｖｈ 犛
［ ］

ｖ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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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ｈ表示水平极化；ｖ表示垂直极化；犛ｈｖ是以

水平极化方式发射、垂直极化接收的回波。散射

矩阵也可用矢量形式表达，常用Ｐａｕｌｉ分解，当介

质满足互易条件时［８］：

犓＝
１

槡２
（犛ＨＨ＋犛ＶＶ　犛ＨＨ－犛ＶＶ　２犛ＨＶ）

Ｔ （２）

式中，犛ＨＨ＋犛ＶＶ、犛ＨＨ－犛ＶＶ和犛ＨＶ分别表征单次

散射机制、二面角散射机制和体散射机制。因此，

Ｐａｕｌｉ分解的三组分反映了地物的散射机制，对不

同地物有一定的区分力。将犓 矢量中三个元素

的模分别对应ＲＧＢ彩色合成中犅、犚、犌通道，得

到其Ｐａｕｌｉ分解ＲＧＢ影像。此外，利用犓可定义

极化相干矩阵珚犜：

珚犜＝＜犓×犓
Ｔ
＞ （３）

该矩阵是厄密共轭、半正定阵，则

珚犜＝λ１犲１犲
Ｔ
１ ＋λ２犲２犲

Ｔ
２ ＋λ３犲３犲

Ｔ
３ （４）

其中，λ犻（１≤犻≤３）为矩阵的第犻个特征值，满足λ１

≥λ２≥λ３＞０；犲犻为对应的正交特征向量，表示为：

犲犻 ＝ｅ
犻φ犻 ｃｏｓα犻，ｓｉｎα犻ｃｏｓβ犻ｅ

犻δ犻，ｓｉｎα犻ｓｉｎβ犻ｅ
犻γ［ ］犻 Ｔ

（５）

利用式（４）和式（５）可得：

犘犻＝λ犻／∑
３

犼＝１

λ犼，犎 ＝－∑
３

犻＝１

犘犻ｌｏｇ３犘犻

α＝犘１α１＋犘２α２＋犘３α３，犃＝（λ２－λ３）／（λ２＋λ３）

ＳＰＡＮ＝λ１＋λ２＋λ３，珦犃＝ 槡

烅

烄

烆 ＳＰＡＮ

（６）

式中，熵犎 值在０～１之间，表征了不同的极化状

态；散射角α在０°～９０°之间变化，一定程度上反

映目标的散射机理，在训练样本时，将其值归一化

到０和１之间；反熵犃值介于０～１之间，表征了

目标散射的各向异性程度；强度ＳＰＡＮ表征极化

总功率；珦犃为振幅，也称作幅度。

１．４　犛犛犞犕

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

是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一种专门解决小样本分类

的有效的监督分类器［９］。ＳＳＶＭ 是Ｌｅｅ和 Ｍａｎ

ｇａｓａｒｉｎ使用光滑技术对标准 ＳＶＭ 提出的改

进［１０］。ＳＶＭ 求解一个非光滑无约束问题，ＳＳ

ＶＭ则是通过建立一个近似的光滑无约束问题，

将不可微模型变可微，从而可用最优算法求解，比

标准ＳＶＭ有更好的分类性能和效率
［１１］。

１．５　面向对象犛犃犚影像分类

图１给出了ＳＳＶＭ支持下的面向对象ＳＡＲ影

像分类流程图。首先利用精细极化Ｌｅｅ滤波预处

理ＳＡＲ数据。强度和幅度影像中包含了丰富的细

节信息，但后者更适宜于影像分割［１２］。将Ｐａｕｌｉ

ＲＧＢ影像从 ＲＧＢ色彩空间转换至 ＬＵＶ空间，

ＲＧＢ空间的三通道有较强的相关性，而ＬＵＶ空间

更加适合于颜色距离计算［１３］。计算初始分割各区

域的颜色相似度，并建立ＲＡＧ，然后合并区域，当

区域数目减少３％时，利用像素样本坐标确定区

域，计算该区域的强度、散射角、熵、反熵和λ１等平

均值，得到对象样本，执行ＳＳＶＭ分类，评估分类

结果。循环上述操作，直到达到颜色相似度阈值，

输出最高总分类精度的分类结果和对应的相似度。

初始分割结果过分割严重，会影响计算速度，

可先将像素数目较少的区域合并到最相似的区

域，然后再执行区域合并。前面提到的区域数目

减少阈值３％是一个经验值，可进行适当调整；设

定相似度阈值时，应使影像分割不足，确保最适合

分类的分割尺度在搜寻的范围内。

矢量犓服从复高斯分布，可用区域内像素相

干矩阵的平均作为区域相干矩阵的最大似然估

计［１４］。然后再用这个相干矩阵平均，参照式（６）计

算强度、散射角、熵、反熵和λ１等特征的区域平均。

图１　ＳＳＶＭ支持下的面向对象ＳＡＲ影像分类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ＳＶＭ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实验影像

实验影像选自荷兰Ｆｌｅｖｏｌａｎｄ地区Ｌ波段的

全极化ＳＡＲ影像，其Ｐａｕｌｉ分解 ＲＧＢ合成影像

见封二彩图１。在分割前，对数据进行精细Ｌｅｅ

滤波，以降低斑点噪声的影响，滤波窗口大小选择

５×５。选用该数据，是因为它是常用分类实验影

像，具有典型代表性，常用作不同分类方法的性能

评估。此外，该地区地物类型丰富，而且有调绘图

（见封二彩图２），便于精度评估。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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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影像分割与区域合并

利用分水岭分割ＳＡＲ数据的幅度影像，初步

分割结果见封二彩图３。为方便显示，封二彩图３

中只给出了封二彩图１中“方框”界定的区域。可

以看出，由于分水岭算法固有的过分割，整幅图像

被分割成４２０００多个区域。这是因为分水岭针

对梯度图像分割，梯度中每个局部极小值都对应

着一个特定的区域。此外，影像噪声引起的部分

局部极小值会导致感兴趣目标被分割为许多无意

义的细小区域［１５］。

分类精度与分割尺度密切相关，过分割严重

时，总分类精度较低；分割不足时，不同地物被划

分到同一个区域，总分类精度也会降低。实验中，

首先设定了一个相似度上限，此时影像分割不足，

区域合并时，当数目减少至阈值，则执行分类，循

环直至达到相似度阈值，输出最高的总分类精度

对应的相似度和分类结果。文中方法需设定相似

度阈值以及执行分类的条件，只能半自动实现面

向对象分类。实验发现，相似度约为７８００时，总

分类精度最高，分割结果见封二彩图４。从封二

彩图４中可以看出，部分地物被分割成一个区域，

与周围地物有良好的边界，这些地物像素较少，地

物间颜色的ＬＵＶ值相近，与其他地物的颜色相

差较大；大多数地物内部的ＬＵＶ值变化较大，导

致过分割；小部分地物分割不足，两类地物被分割

成同一对象。总之，尽管ＰａｕｌｉＲＧＢ合成影像对

地物的区分力较好，但仅用其颜色信息，在缺乏先

验知识条件下，文中方法的分割结果大部分区域

过分割，总体上是过分割和分割不足的综合。

２．３　分类结果

对应封二彩图４的分类结果见封二彩图５，封

二彩图６中给出了像素ＳＳＶＭ的分类结果。封二

彩图５中的分类结果呈区块，消除了影像斑点噪声

的影响。然而，图中有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区块，对

照封二彩图４可以看出，这是由于地物过分割后的

误分类所致。此外，文中方法的分类结果明显改

善，封二彩图５中小麦（蓝色方框）被误分为苜蓿和

草地，封二彩图６中对区域基本上给出了正确的分

类结果。

表１给出了本文方法和像素分类结果的定量

精度评估结果。表１中，本文方法的分类结果精

度评估中，裸土、甜菜和水体精度达到了１００％，

草地精度约９８％；而基于像素的ＳＳＶＭ分类结果

精度中，这四类地物的精度也相对较高，说明分类

选用极化散射特征能将这三类地物与其他地物进

行有效区分。进一步分析水体发现，封二彩图６

中被错误分类的水体像素在封二彩图４中都被有

效分割到了水体区域，因而提高了分类精度。表

１中基于像素的ＳＳＶＭ 分类结果精度中，苜蓿和

小麦的分类精度较低。文中方法提高了这两类地

物的分类精度，对比本文方法中的其他地物，精度

仍相对较低，这一方面是选取的分类特征不能将

这两类地物与其他地物进行有效区分，尤其是小

麦，从封二彩图１中可发现，其极化散射特征变化

较大，容易与其他地物混淆；另一方面，这两类地

物的分割尺度也相对较差。其他地物的分类精度

都得到了提高，其中豌豆的精度约９８％，精度较

高，但明显过分类，马铃薯和小麦被错分到了豌豆

中；森林、油菜、干豆和土豆的分类精度分别约为

９８％、９７％、９０％和９０％。参考封二彩图４可发

现，这四类地物的分割尺度较好，能够提取完整的

地块，同时这四类地物的极化散射特征也具有较

好的区分度，土豆的区分度稍差，与其他地物混

分，分类精度稍低。综上所述，影像分割能有效地

提高分类精度，因此分类精度受分割尺度和分类

特征选择的共同影响。

对照封二彩图４发现，分类时引入的极化散

射特征使过分割区域被正确分类，在一定程度上

克服了过分割的不足，因而文中方法能够得到较

高的分类精度。

参照表１中本文方法精度可知，基于像素方

法的总分类精度为７６．５２％，低于文中方法的

９３．３２％；每个种类都被误分成多个其他类，而本

文方法的误分像素相对较少，这是因为面向对象

分类消除了斑点噪声引起的误分类；区域相干矩

阵的平均值相比于单个像素的相干矩阵更加接近

聚类中心，从而提高了被正确分类的概率。

３　结　语

本文利用分水岭算法得到了ＳＡＲ影像的初

始分割结果，计算了不同尺度下的各区域强度、

熵、反熵以及λ１等特征，利用ＳＳＶＭ 面向对象分

类解决了尺度选择的问题。与像素的分类结果相

比，面向对象的方法消除了斑点噪声带来的误分，

同时区域相干矩阵的平均值与单个像素的相干矩

阵相比，更加接近类别的中心，提高了分类的精

度。本文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利用地物颜色

计算相似度时，如果两类地物颜色接近，则不能有

效地分割地物；搜寻最高分类精度并不能确保每

类同时都处于最高分类精度；能得到较高的精度，

但需多次分类，这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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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本文方法的分类结果精度评估和基于像素的犛犛犞犕分类结果精度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ＳＳＶＭＰｉｘｅｌｂａｓｅｄ

种类 干豆 森林 土豆 苜蓿 小麦 裸土 甜菜 油菜 豌豆 草地 水体 共计 精度／％

本

文

方

法

的

分

类

结

果

精

度

干豆 ９１８ ９８ １０１６ ９０．３５

森林 １００２ １５ ７ １０２４ ９７．８５

土豆 ９１３ ７ ３ ２５ ５５ １５ １０１８ ８９．６９

苜蓿 ３３ ７８４ １９７ １０１４ ７７．３２

小麦 ８１６ ５７ １７３ １０４６ ７８．０１

裸土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５ １００

甜菜 １０３５ １０３５ １００

油菜 １５ ４ １００４ ８ １０３１ ９７．３８

豌豆 １６ ９９７ １０１３ ９８．４２

草地 １０ １３ １００２ １０２５ ９７．７６

水体 １０１２ １０１２ １００

１１２３９ ９３．３２

基

于

像

素

的

分

类

结

果

精

度

干豆 ７１８ １５９ ６２ ７７ １０１６ ７０．６７

森林 １１３ ７５４ １１６ ４１ １０２４ ７３．５８

土豆 ６６ ７５６ １８ １７８ １０１８ ７４．２６

苜蓿 ２０１ ５３６ ８ ４ ２６５ １０１４ ５２．８６

小麦 １４１ ７０３ １０７ ５９ ２２ １４ １０４６ ６７．２１

裸土 １０ ９６７ ２８ １００５ ９６．２２

甜菜 ２ １１ ９９ ９２３ １０３５ ８９．１８

油菜 ２ ２３８ ７６７ ５ １９ １０３１ ７４．３９

豌豆 ７２ ２１４ ２ ７２５ １０１３ ７１．５７

草地 ７５ １ ２２ ９２７ １０２５ ９０．４４

水体 ７ ７５ ５０ ５６ ８２４ １０１２ ８１．４２

１１２３９ ７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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