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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水平集犛犃犚影像水体自动分割方法

徐　川１　华　凤１　眭海刚１　陈　光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针对高分辨率ＳＡＲ影像的水体特性，提出了一种新的可精确、快速、自动完成高分辨率ＳＡＲ影像水

体分割的方法。该方法将多尺度分析技术与水平集理论相结合，在考虑全局信息的同时，也顾及到了局部信

息。同时，为了满足ＳＡＲ图像的分布特性，将Ｇａｍｍａ统计模型引入到水平集能量函数中，利用ＯＴＳＵ算法

来初始化零水平集。为了消除ＳＡＲ影像中疑似水体的目标，对分割结果进行了后处理。实验表明，该方法在

提高精度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水体提取的效率。

关键词：多尺度分析；合成孔径雷达；水平集分割；ＯＴＳＵ；Ｇａｍｍａ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文献标志码：Ａ

　　合成孔径雷达（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

ＳＡＲ）的全天候、大面积、高分辨率、能穿透地表云

雾的特点［１］，使其可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信息，

相比光学传感器而言，ＳＡＲ系统更适合于洪水灾

害信息的监测和提取［２３］。但由于ＳＡＲ图像受到

强烈的相干斑（ｓｐｅｃｋｌｅ）噪声的影像，使得水体分

割提取技术难以精确实现。

近年来，基于水平集的图像分割算法［４６］成为

研究的热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算法是Ｃｈａｎ和

Ｖｅｓｅ提出的二相ＣｈａｎＶｅｓｅ分割模型
［４］（ＣＶ模

型）。但是对于ＳＡＲ影像来说，ＣＶ模型没有考

虑其相干斑噪声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利用不

同的统计模型来替代ＣＶ模型对水平集能量函数

进行定义［２，７］。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采用

Ｇａｍｍａ统计模型对水平集能量函数进行定义。

同时，为了消除Ｓｐｅｃｋｌｅ噪声的影响，将多尺度分

析技术与水平集方法相结合。与单尺度相比，多

尺度模型在考虑全局信息的同时，也顾及了影像

的局部信息。因为许多计算可在粗尺度影像上完

成，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减少。其次，ＯＴＳＵ
［８］算法

被用来对水平集函数进行初始化，这个简单的技

术不仅减少了算法的执行时间，也提高了算法的

精度。最后，利用基于对象的形状分析来消除

ＳＡＲ影像中与水体相似的地物，如道路和农

田等。

１　总体框架

图１所示为本文提出的多尺度水平集分割框

架图。具体算法步骤如下：① 利用金字塔分解将

原始影像分解成犓＝｛０，１，２，…，犔｝个尺度，令犓

＝犔；② 利用ＯＴＳＵ算法在最粗尺度犔影像上对

零水平集函数进行初始化；③ 利用水平集方法获

取最粗尺度犔上的分割结果；④ 犓＝犓－１的分

割结果反演到尺度犓 上，并利用此反馈结果初始

化尺度犓 影像的零水平集函数，进而利用水平集

方法获取尺度犓 的分割结果；⑤ 如果犓≥０，返

回执行步骤④，直至返回到尺度０影像。

图１　多尺度水平集分割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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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多尺度水平集分割

２．１　基于犌犪犿犿犪模型的水平集分割

本文考虑到相干斑噪声的影响，将ＳＡＲ图像

分割区域｛Ω犻，犻＝１，２｝内的概率密度函数表示为

均值为狌犻、有效视数为犔的Ｇａｍｍａ分布模型：

犘（狌０（狓））＝
犔犔

狌犻Γ（犔）
（狌０
（狓）

狌犻
）犔－１ｅ

－
犔·狌
０
（狓）

狌
犻 （１）

　　对于多尺度分解后的尺度影像，其分割区域

内的概率密度函数也满足 Ｇａｍｍａ分布。因此，

对于ＳＡＲ影像，结合式（１）以及传统的ＣＶ水平

集能量函数［４］，相应的水平集能量泛函可以转化

为：

犉（φ，狆１，狆２）＝μ∫Ω

!犎（φ）ｄ狓ｄ狔＋

狏∫Ω
犎（φ）ｄ狓ｄ狔－λ１∫Ω

犎（φ）ｌｇ狆１ｄ狓ｄ狔－

λ２∫Ω

（１－犎（φ））ｌｇ狆２ｄ狓ｄ狔 （２）

式中，μ≥０，狏≥０，λ１≥０，λ２≥０，为固定系数；犎 为

Ｈｅａｖｉｓｉｄｅ函数。在实际应用中，用数值方法直接

计算 Ｈｅａｖｉｓｉｄｅ函数较为困难，因此选择光滑正

则化形式犎ε 以及δε＝犎′ε函数，可用以下形式描

述：

犎ε（狕）＝
１

２
（１＋

２

π
ａｒｃｔａｎ（

狕

ε
））

δε（狕）＝犎′ε（狕）＝
１

π
· ε

ε
２
＋狕

烅

烄

烆
２

（３）

　　最小化上述能量函数犉，转化为求解下述相

关的Ｅｕｌｅｒ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方程：

φ（０，狓）＝φ０（狓） （４）

φ
狋
＝δε（φ）［μｄｉｖ（

!φ
!φ

）－狏－

λ１ｌｇ狆１（狔狘θ１）＋λ２ｌｇ狆２（狔狘θ２）］ （５）

式中，φ的解即为图像分割结果。

接下来是估计Ｇａｍｍａ分布的参数θ＝｛狌犻｝。

本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算法θ＝ａｒｇｍａｘｌｇ狆（狔｜

θ）。假设对每个目标区域，样本狔犼（犼＝１，…，犖）

满足独立同分布，最大似然的对数形式为ｌｇ狆（狔｜

θ）＝ｌｇ∏
犖

犼＝１

狆（狔犼｜θ）＝∑
犖

犼＝１

ｌｇ狆（狔犼｜θ），利用ｌｇ狆（狔

｜θ）对θ＝｛狌犻｝进行估计，则：

狌犻＝∑

犖
犼

犼＝１

狔犼／犖犻 （６）

式中，犖犻为区域Ω犻内的像素个数。

２．２　自适应的零水平集初始化方法

经典的ＣＶ模型水平集方法采用符号距离函

数（ＳＤＦ）来初始化零水平集函数，而通常的符号

距离函数收敛很慢，且容易收敛到局部极小值。

利用ＳＤＦ来初始化零水平集（通常为圆或者矩

形），即某点像素远离初始化的圆或者矩形边缘

时，则该点难以演化至边缘，反之亦然。该方法完

全取决于空间位置关系，没有考虑图像本身的灰

度信息。更好的初始化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获得的

粗略目标轮廓来初始化水平集函数。

ＯＴＳＵ算法是一种非参数化的自动阈值分

割方法，它是一种经典的光学影像分割方法，但是

对于高分辨率ＳＡＲ影像来说，由于强烈的相干斑

噪声的影响，该算法难以直接用于ＳＡＲ影像分

割。考虑到粗尺度影像上分辨率降低，噪声干扰

减弱，本文将ＯＴＳＵ算法用于多尺度分解后的最

粗尺度影像，用来初始化零水平集函数。假设狋

为通过ＯＴＳＵ算法计算出的分割阈值，犐犔 为多尺

度分解后的最粗尺度影像，通过下式初始化零水

平集函数φ：

φ＝犐犔－狋
 （７）

则可以得到零水平集函数φ＝０为影像上满足犐犔

＝狋的点集。

具体思路如下：将二维图像的灰度值看作定

义域为其像素点的二元函数，从演化结果来看，也

可看作是用水平集函数对原始图像的逼近，泛函

表示逼近的误差，则水平集函数φ的值为图像灰

度值与零水平集的差值。当水平集函数演化时，

如果图像某点的灰度值与ＯＴＳＵ的阈值相差较

大，则该点难以演化；反之，容易演化到边缘。

３　水体分割后处理

ＳＡＲ影像上的水体一般表现为黑色较暗的

目标，而大部分水田、道路等在ＳＡＲ影像上也表

现为暗目标，因此为了消除水田和道路目标的影

响，采用基于二值影像标记的后处理方法。首先，

利用二值影像标记算法［９］对分割后的目标进行跟

踪标记，然后根据目标对象的大小和形状来进行

筛选判断，最终得到水体目标。

本文利用形状因子狑对目标形状进行判断，

具体公式如下：

狑＝
最小外接矩形面积

目标面积
（８）

　　理想情况下，水田分割后的形状如图２（ａ）所

示，但真实分割情况往往会使得水田的分割结果

在演化过程中连成一片，如图２（ｂ）所示。图２（ｃ）

为分割的水体目标（河流），虚线框为目标的最小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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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矩形。从图中可以看出，单个农田的最小外

接矩形的面积与目标的面积相差不大，但是水体

目标的面积和其最小外接矩形的面积却相差很

多。通过计算，图２中三个目标的形状因子分别

为１．３４４、２．１４３、６．５２４。经过大量实验，本文给

定形状因子的经验值大于３时，判定该目标为水

体目标，小于３的目标则被删除。同时，对于水体

目标为湖泊或水库的情况，其形状因子的值也可

能小于３，但是因为这两类目标在影像上占据大

量面积，因此可以根据面积大小对其进行保留。

图２　形状描述

Ｆｉｇ．２　Ｓｈａｐ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４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设计了如下５

个实验方案：① Ｃｈａｎ和Ｖｅｓｅ
［４］提出的经典单尺

度ＣＶ模型水平集分割，利用ＳＤＦ初始化零水平

集函数，简记为ＣＶＳＤＦＳ；② 单尺度ＣＶ模型水

平集算法，利用本文提出的ＯＴＳＵ算法来初始化

零水平集函数，简记为ＣＶＯＴＳＵＳ；③Ｓｌｉｖｅｒｉｒａ

ａｎｄＨｅｌｅｎｏ
［２］提出的基于混合对数模型的ＳＡＲ

影像水陆分割方法，采用本文提出的ＯＴＳＵ算法

初始化零水平集函数，简记为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ＯＴＳＵ

Ｓ；④ 本文提出的多尺度水平集分割算法，简记为

ＧａｍｍａＯＴＳＵＭ；⑤ 本文算法增加后处理。

所有实验影像都未经过滤波处理，通过对５０

幅不同大小及分辨率的ＳＡＲ影像进行实验，本文

中的多尺度分解层数选择２为最佳值。当尺度小

于２时，虽然进行了多尺度分解，但在粗尺度上进

行ＯＴＳＵ分割的结果仍会受到大量噪声的影响，

导致后续细尺度优化结果的精度不高。当尺度大

于２时，因为在每一层分解影像上都要进行水平

集分割，对于大幅ＳＡＲ影像来说，时间消耗会增

加。

为了验证时间精度，本文的时间效率采用秒

记时，所有算法均在个人台式机上完成，配置如

下：英特尔酷睿ｉ３ＣＰＵ（ＴＭ），四核处理器运行于

３．０７ＧＨｚ，内存大小为２．９９ＧＢ，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系

统。

图３所示为真实ＳＡＲ影像及分割结果比较。

图像大小为２０００像素×８１０像素，该图像是一幅

机载Ｋｕ波段１ｍ分辨率的雷达数据，图像来源

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ｎｄｉａ．ｇｏｖ／ｒａｄ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ｄｃ＿

ｂｉｇ．ｊｐｇ。该影像分辨率高，要完整分割出水体，

需要有效消除噪声及道路的影响。由于难以获取

精确的水体位置，因此本文利用人工标记来获取

水体的理想分割结果。比较图３（ｃ）和图３（ｄ）可

以看到，本文提出的ＯＴＳＵ初始化零水平集方法

使得分割结果的准确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

降低了时间消耗，图３（ｃ）的分割结果是原图像迭

代２５００次获得的，而图３（ｄ）的分割结果只需要

迭代１０次即可获得。通过与国际上现有的较新

的ＳＡＲ水体分割方法（图３（ｅ））相比，本文方法

（图３（ｆ））也证明了其有效性。图３（ｇ）为本文方

法经过后处理的结果，可以看出，经过后处理后，

道路目标的影响被大量消除。

图３　水体分割结果比较１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１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４（ａ）为１ｍ分辨率的ＴＳＸ１影像，位于武

汉地区，采用ＶＶ极化方式，图像大小为３３６１像

素×３３１７像素。图４（ｂ）和图 ４（ｃ）分别为

图４（ａ）中黑色矩形框中道路、阴影和农田的原始

分辨率局部影像，可以看出，它们在ＳＡＲ影像上

也表现为暗黑色，易与水体混淆，且该影像的噪声

很大。图４（ｄ）为人工标记影像，图４（ｅ）是在利用

ＳＤＦ初始化方法在原图像上迭代３０００次后的分

割结果，图４（ｆ）是利用本文提出的ＯＴＳＵ方法初

始化零水平集在原图像上迭代１５次后的分割结

果。比较图４（ｈ）与图４（ｇ）可得，通过多尺度分割

后，道路和阴影目标信息变弱，可以与水体目标区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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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而经过后处理后（如图４（ｉ）所示），水田目

标基本上可以去除。

图４　水体分割结果比较２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２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本文的定量评价指标采用分割正确率的概

念，具体公式可参见文献［１］。表１为上述两幅影

像实验的定量分析表，本文从时间和精度上对各

个方法进行了定量的分析与比较。通过表１可以

看出，本文提出的多尺度统计模型的水平集方法

可以快速、自动、高精度地提取ＳＡＲ影像水体目

标，相较于其他方法，本文方法无论在时间效率上

还是精度上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表１　时间／精度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方法 时间／ｓ 精度／％

实

验

影

像

１

ＣＶＳＤＦＳ １５８６．９６５ ６５．１５

ＣＶＯＴＳＵＳ ９．９６３ ７４．３４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ＯＴＳＵＳ １０．７９６ ８０．３６

ＧａｍｍａＯＴＳＵＭ ５．１８４ ８３．１７

ＧａｍｍａＯＴＳＵＭ后处理 ７．５５６ ９７．２２

实

验

影

像

２

ＣＶＳＤＦＳ １３３１８．１１０ ７８．９３

ＣＶＯＴＳＵＳ １０１．３１３ ８１．６４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ＯＴＳＵＳ １０８．２５４ ８６．５２

ＧａｍｍａＯＴＳＵＭ ４８．２８２ ８８．８７

ＧａｍｍａＯＴＳＵＭ后处理 ７７．３６９ ９３．６８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水体自动提取算法，该

方法将多尺度分析技术引入到水平集算法中，并

利用ＯＴＳＵ算法改进零水平集函数初始化方法。

实验表明，本文方法无论在时间效率上还是提取

精度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但将多尺度框架引入到

水平集方法中仅仅是一个开始，多尺度分解的上

下文关系等还可以进行深入的讨论。另外，本文

仅考虑了水体和背景的分割，即二值分割，如何将

多尺度框架和统计模型用于多个区域的水平集分

割也将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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