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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利用中智逻辑进行图像分割的新方法，对中智集中的三要素“真”、“不确定性”、“假”提出了实

用的数学模型。三幅航空影像的分割实验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数学模型正确，新分割方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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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分割是图像处理中最基础的问题，图像

分割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图像分类、图像解

译以及模式识别等工作。如何提高图像分割的质

量，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在客观世界中，不

同类别的影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重叠，采用“一

刀切”的办法不一定能将图像上的两个类别划分

清楚。在实际情况中，难以确定图像上的一个目

标属于某个类别，而不是其他类别的成员，由此引

出模糊聚类的概念［１］。笔者曾应用模糊逻辑进行

了图像分割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２］。在近

十多年中，不少学者针对模糊逻辑的不足作了进

一步扩充，提出了中智逻辑（ｎｅｕｔｒｏｓｏｐｈｉｃｌｏｇｉｃ，

ＮＬ）方法
［３，４］。中智逻辑不仅是研究模糊逻辑中

一个目标属于类别犃 的模糊想法是“真”还是

“假”的问题，而且还研究在“真”与“假”之间存在

一个连续的中立区，在中立区中，目标的归属应为

类别犃还是犅，这是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由此可

见，中智逻辑考虑到的情况更接近客观真实的情

况。为此，本文介绍了应用中智逻辑进行图像分

割（ＮＬ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ＬＩＳ）的原理方法

和实验结果。

１　中智逻辑图像分割的原理和方法

１．１　中智逻辑的基本概念
［３］

中智逻辑讨论的是中智集中的问题，假定在

空间犡中存在一个中智集犃，中智集犃由三个子

集“真”（ｔｒｕｔｈ）（隶属度函数犜犃（狓））、“不确定”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隶属度函数犐犃（狓））和“假”（ｆａｌ

ｓｉｔｙ）（隶属度函数犉犃（狓））组成。犜犃（狓）、犐犃（狓）、

犉犃（狓）是］
－０，１＋［的标准或非标准子集

［３，４］。即

犜犃：（狓）→］
－０，１＋ ［

犐犃：（狓）→］
－０，１＋ ［

犉犃：（狓）→］
－０，１＋

烅

烄

烆 ［

（１）

其中，－０＝０－ε，１
＋＝１＋ε，“０”和“１”表示标准部

分；“ε”表示非标准部分。［０，１］就是正常情况下

的闭区间表示，式（１）即为非标准分析中的表示形

式。由于这一特点，在中智逻辑分析的问题中，对

犜犃（狓）、犐犃（狓）和犉犃（狓）三者之和的值没有限制，

即

犜犃（狓）＋犐犃（狓）＋犉犃（狓）≠１ （２）

　　在图像分割问题中，如何将一个目标属于某

一个类别为“真”、“假”或“不确定”的程度定量地

表示出来，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１．２　中智逻辑图像分割的数学模型

图像分割的目的是使具有相似特征性质的像

元聚集在一起，使聚类内部的连通性、紧致性达到

最大，而类间的连通性或紧致性达到最小［１］。根

据这一要求，使用聚类区域中特征的均值和区域

中像元的特征值来定义中智集的｛真，不确定性，

假｝。

假定将一幅图像犌划分为三个聚类区域犌１、

犌２、犌３，每一个聚类区域的特征均值分别为Ｃｅｎ

ｔｅｒ１、Ｃｅｎｔｅｒ２、Ｃｅｎｔｅｒ３。在某个区域中，像元（犻，

犼）属于该区域为“真”的程度由式（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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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１１（犻，犼）＝１－Ａｂｓ（犵１（犻，犼）－Ｃｅｎｔｅｒ１）

犜２２（犻，犼）＝１－Ａｂｓ（犵２（犻，犼）－Ｃｅｎｔｅｒ２）

犜３３（犻，犼）＝１－Ａｂｓ（犵３（犻，犼）－Ｃｅｎｔｅｒ３

烅

烄

烆 ）

（３）

式中，犜１１（犻，犼）表示第一聚类区域中像元（犻，犼）属

于第一区域为“真”的程度；犜２２（犻，犼）和犜３３（犻，犼）

类似；犵１（犻，犼）表示第一聚类区域中像元（犻，犼）的

特征值（即灰度或分形维或能量）；犵２（犻，犼）、犵３（犻，

犼）类似；Ｃｅｎｔｅｒ１、Ｃｅｎｔｅｒ２、Ｃｅｎｔｅｒ３分别为三个区

域的特征均值；Ａｂｓ（）表示取计算结果的绝对值。

式（３）中，对于第一个公式，当犵１（犻，犼）＝Ｃｅｎ

ｔｅｒ１时，犜１１（犻，犼）＝１。这个结果表明，在第一聚

类区域中，像元（犻，犼）的特征值与该区域特征均值

相等时，该像元属于第一聚类为“真”的值最大等

于１。这个结果与把相同或相似性质的像元聚集

在一起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用式（３）计算的结

果作为中智集中“真”的程度度量是合理的。

“假”的定义如下：

犉１１（犻，犼）＝１－犜１１（犻，犼）

犉２２（犻，犼）＝１－犜２２（犻，犼）

犉３３（犻，犼）＝１－犜３３（犻，犼

烅

烄

烆 ）

（４）

　　中智集中不确定性的度量是这样考虑的：在

区域１中，某像元（犻，犼）的不确定性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发生的，即当某像元（犻，犼）的犜１１（犻，犼）值较小

时，表示该像元属于区域１为“真”的可能性很小，

那么它属于区域２或区域３的可能性较大，在这

样的情况下，把区域１中像元属于区域２或区域

３为“真”的程度定义为区域１中像元的不确定

性。即

犜１２（犻，犼）＝１－Ａｂｓ（犵１（犻，犼）－Ｃｅｎｔｅｒ２）

犜１３（犻，犼）＝１－Ａｂｓ（犵１（犻，犼）－Ｃｅｎｔｅｒ３
｛ ）

（５）

　　从式（５）可以看出，如果犜１２（犻，犼）＞犜１３（犻，犼），

表明区域１中像元（犻，犼）的特征值接近区域２的

特征均值Ｃｅｎｔｅｒ２，该像元应离开区域１进入区域

２中；否则，区域１中像元（犻，犼）应进入区域３中。

由此，区域１中像元（犻，犼）的不确定性犐１１（犻，犼）由

两部分组成：

犐１１（犻，犼）＝ （犜１２（犻，犼），犜１３（犻，犼）） （６）

　　类似地，区域２、区域３中像元（犻，犼）的不确定

性为：

犜２１（犻，犼）＝１－Ａｂｓ（犵２（犻，犼）－Ｃｅｎｔｅｒ１）

犜２３（犻，犼）＝１－Ａｂｓ（犵２（犻，犼）－Ｃｅｎｔｅｒ３）

犐２２（犻，犼）＝ （犜２１（犻，犼），犜２３（犻，犼

烅

烄

烆 ））

（７）

犜３１（犻，犼）＝１－Ａｂｓ（犵３（犻，犼）－Ｃｅｎｔｅｒ１）

犜３２（犻，犼）＝１－Ａｂｓ（犵３（犻，犼）－Ｃｅｎｔｅｒ２）

犐３３（犻，犼）＝ （犜３１（犻，犼），犜３２（犻，犼

烅

烄

烆 ））

（８）

式（７）、式（８）中的符号与前面的定义相似。

式（３）～式（８）便是中智集中｛犜（犻，犼），犐（犻，

犼），犉（犻，犼）｝定量计算的数学模型。

１．３　中智逻辑法图像分割的主要过程

１）将一幅图像初步划分为三个区域，利用图

像的分形维特征值［５］构建直方图，根据直方图将图

像划分成三个像元数近似相等的初始分割区域。

２）利用式（３）分别计算出各区域中每个像元

（犻，犼）的“真”，即犜１１（犻，犼）、犜２２（犻，犼）、犜３３（犻，犼）。

３）利用式（４）分别计算出各区域中每个像元

（犻，犼）的“假”，即犉１１（犻，犼）、犉２２（犻，犼）、犉３３（犻，犼）。

４）利用式（５）～式（８）分别计算出各区域中

每个像元（犻，犼）的“不确定性”，即犐１１（犻，犼）、犐２２（犻，

犼）、犐３３（犻，犼）。

５）确定各区域中由于犜犽犽（犻，犼）值（犽＝１，２，

３）较小（即为“真”的程度偏低）要离开各自区域的

阈值。根据在模糊逻辑图像分割中的经验，采用

隶属度值小于等于０．４５作为离开各自区域的阈

值［２］。在中智逻辑中，犜犽犽（犻，犼）的最大、最小值很

少达到１和０，为此，采用更切合实际的阈值计算

方法。

犜犺１ ＝狋１１ｍｉｎ＋（狋１１ｍａｘ－狋１１ｍｉｎ）×０．４５

犜犺２ ＝狋２２ｍｉｎ＋（狋２２ｍａｘ－狋２２ｍｉｎ）×０．４５

犜犺３ ＝狋３３ｍｉｎ＋（狋３３ｍａｘ－狋３３ｍｉｎ）×０．

烅

烄

烆 ４５

（９）

式中，犜犺１ 表示区域１像元离开本区域的阈值；

狋１１ｍｉｎ表示区域１中犜１１（犻，犼）的最小值；狋１１ｍａｘ表示

区域１中犜１１（犻，犼）的最大值；其他符号犜犺２、犜犺３、

狋２２ｍａｘ、狋３３ｍａｘ、狋２２ｍｉｎ、狋３３ｍｉｎ亦有类似的意义。

有了阈值犜犺１、犜犺２、犜犺３，就明确了哪些像元

应离开相应的区域，可是究竟应当归并到哪个区

域不明确。

６）不确定性犐犽犽（犻，犼）的计算。以第１区域为

例，由式（６）犐１１（犻，犼）＝（犜１２（犻，犼），犜１３（犻，犼）），其中

犜１２（犻，犼）说明区域１中的像元划归区域２为“真”

的程度，犜１３（犻，犼）为区域１中的像元划归区域３

为“真”的程度，根据两个数值的大小，就可以决定

应归并的区域。若犜１２（犻，犼）＞犜１３（犻，犼），则区域１

中的像元应归并到区域２，否则归并到区域３。其

他两个区域仿照上述情况执行。

７）经过以上６个过程，三个初步划分区域中

的像元进行了一次重新组合，将这一过程称之为

完成一次演化的过程。对三个区域，用它们的特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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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值分别计算各自的标准差σ。

８）转入过程２），开始新一轮的演化计算，直

至三个区域的标准差值σ趋向稳定或达到规定的

演化次数为止。

２　对中智逻辑图像分割的分析与思

考

　　从 ＮＬＩＳ的原理方法介绍中可以看到，该方

法的特点是对中智集中的“真”、“不确定性”、“假”

三个要素给出可以定量表示它们的数学模型，特

别是“不确定性”数学模型，它给出一个像元（犻，犼）

属于其他区域为“真”的程度，程度的大小为准备

离开所在区域的像元指出了归并的方向，加快了

分割演化的进程。表１为 ＮＬＩＳ中演化过程的部

分数据，其中，Ｉｔｅｒ为演化迭代次数；Ｃｅｎｔｅｒ为聚

类区域像元特征的均值；σ为聚类区域像元特征

的标准差；犖 表示区域中非零像元的个数。

从表１中数据可有以下结论。

１）只需１５次演化迭代就完成中智逻辑图像

分割的演化计算，三个区域的标准差σ１、σ２、σ３ 逐

渐减小，且趋向稳定。这种情况与模糊逻辑图像

分割（ｆｕｚｚｙｌｏｇ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ＩＳ）
［２］

相比，迭代次数减小一半（ＦＬＩＳ需要迭代３５次）。

表１　犖犔犐犛演化过程中的部分数据（σ单位为１０－１）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ＤａｔａｉｎＮＬＩ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σｕｎｉｔｓ１０－１）

Ｉｔ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１ σ１ 犖１ Ｃｅｎｔｅｒ２ σ２ 犖２ Ｃｅｎｔｅｒ３ σ３ 犖３

０ １．４４７７ ６．８１２９ ４１８６ １．５６２４ １．９０５６ ２３１９ １．６４３２ ３．５５０１ １９５８

３ １．４６００ ６．５３２２ ４６６８ １．５９２９ ７．６００８ ２３６５ １．６２１０ ２．６３７４ １４３０

５ １．４６００ ６．５３２２ ４６６８ １．５９９２ ７．１３８３ ２９２３ １．６１７８ １．６４４３ ８７２

７ １．４６００ ６．５３２２ ４６６８ １．６０１６ ６．７９６６ ３３０１ １．６１６６ ０．５７９ ４９４

９ １．４６００ ６．５３２２ ４６６８ １．６０２９ ６．４９０４ ３６４０ １．６１６７ ０．１６８ １５５

１１ １．４６００ ６．５３２２ ４６６８ １．６０３３ ６．４０７０ ３７４０ １．６１６６ ０．０５８ ５５

１３ １．４６００ ６．５３２２ ４６６８ １．６０３５ ６．３７２９ ３７８２ １．６１６６ ０．０１９ １３

１５ １．４６００ ６．５３２２ ４６６８ １．６０３５ ６．３６４８ ３７９２ １．６１６７ ０．００１ ３

　　２）从表１中每个区域的非零像元数量犖１、

犖２、犖３ 在演化迭代过程中的变化可以看出，第３

个区域的 犖３ 越来越小，到第１５次迭代后，第３

个区域只剩下３个像元，即犖３＝３。这是因为随

着演化过程的进展，第２、３区域的特征均值越来

越接近，对于Ｉｔｅｒ＝１５而言，Ｃｅｎｔｅｒ２＝１．６０３５，

Ｃｅｎｔｅｒ３＝１．６１６７。这样的趋势说明，通过中智逻

辑图像分割演化，将初始的三个划分区域变成了

两个区域，给分割后图像的后处理带来了方便。

３）从研究中认识到，利用中智逻辑解决具体

问题时，确定中智集中“真”、“不确定性”、“假”的

数学模型至关重要，不合理的数学模型不能给出

正确的结果。目前有关中智逻辑的应用文章不

少，但是给出定量数学模型的很少。如尝试将文

献［６］中解决去图像噪声的中智集定量模型用于

图像分割就行不通。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用于图像分割的中智集

中“真”、“不确定性”、“假”的数学模型表示的正确

性，本文使用了已有的图像分割方法采用的三幅

航空影像（１００像素×１００像素），如图１所示，便

于对比分析［２］。同时，本文对每个像元的分形维、

能量和灰度值同时使用作为像元的综合特征也进

行了ＮＬＩＳ实验，有关使用综合特征的细节参见

文献［７］。为了作出定量评价，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环境

下，分别在三幅图像分割区域的边界上量测６０～

７０个点的（犻，犼）值作为理论值，以便与实际分割的

量测值进行比较，给出分割质量。

图１　三幅原始图像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由实验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１）中智逻辑图像分割（ＮＬＩＳ）的精度优于模

糊逻辑图像分割（ＦＬＩＳ）的精度。从表１中可见，

ＮＬＩＳ法的精度高于ＦＬＩＳ法，特别是利用综合特

征时。

２）使用综合特征时，ＮＬＩＳ方法的分割精度

明显高于使用单特征的分割精度。从表２中数据

的对比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从单特征图２（ａ）、

２（ｂ）、２（ｃ）与综合特征图２（ｄ）、２（ｅ）、２（ｆ）的对比

可以看出，使用综合特征分割（对照图１）图像的

５４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２月

完整性优于单特征的。

从以上两点可以证明，本文提出的用于图像

分割的中智集中三个要素“真”、“不确定性”、“假”

的数学模型是正确的，新图像分割方法是有效的。

图２　三幅航空影像ＮＬＩＳ的结果图

Ｆｉｇ．２　ＮＬＩＳＦｉｇ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表２　两种不同方法图像分割精度／像素

Ｔａｂ．２　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ｓ／ｐｉｘｅｌ

ＮＬＩＳ ＦＬＩＳ

单特征 综合特征 单特征 综合特征

图１（ａ）５３点 １．０４ ０．９０ １．２１ １．０９

图１（ｂ）６８点 ０．８５ ０．７９ ０．８０ ０．８０

图１（ｃ）６３点 ０．９８ ０．８５ １．１３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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