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１．２１．

第４Ａ期

信号处理

２００５年８月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Ｎｏ．４Ａ

Ａｕｇ．２００５

基于区域的ＭＲＦ模型用于ＳＡＲ图像分割
何楚夏桂松曹永峰杨文孙洪
（武汉大学电信学院信号处理实验室武汉湖北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种建立在流域算法过分割结果区域图上的马尔可夫随机场模型的ＳＡＲ图像分割算法。由于将马尔可夫
场随机场（ＭＲＦ）模型建立在预分割的基础上，极大减少了计算复杂度，并利用ＳＡＲ图像的分布模型建立多层ＭＲＦ模型，
采用模拟退火优化得到ＭＡＰ估计的分割结果。实验证明较传统的基于像素的马尔可夫随机场分割算法，该方法极大提高了
运算速度，并能取得较为满意的分割结果。
关键词：

马尔可夫随机场（ＭＲＦ），

流域分割，

图像分割

ＳＡＲ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Ｍ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Ｈｅ Ｃ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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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ｕｎ Ｈｏｎｇ

｛ｓＰ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ＡＲｉｍａｇｅ ｕｓｉｎｇ Ｍ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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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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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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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介绍
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是一种高分辨率成像雷达［１】。

作为一种主动成像方式，并且由于雷达波的穿透能力，使得
ＳＡＲ具备全天时和全天候的成像能力，并能穿透稀松的树
叶以及识别埋藏在干燥地区下的微弱结构。另外，雷达波的
极化特性使反射波可以携带去极化这些精细信息，在农业、
地质学、土地规划等方面都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最后，和光

学图像相比，ＳＡＲ图像对目标的几何特性，无论是粗糙度
和表面效应还是朝向都极其敏感。这些较光学图像无法替代
的优越性使得近年来ＳＡＲ及ＳＡＲ图像的研究与应用成为热
点。但与此同时，由于ＳＡＲ图像的乘性相干斑噪声特性和
极低的信躁比，也使得ＳＡＲ图像的解译特别是自动解译成
为研究的难点。
图像分割是图像解译的一个关键步骤。其目的是将观
测图像分为多个内部性质比较均匀的区域，一般可分为非监
督和监督两类方法。目前人们已经提出了大量图像分割的算

法：早期的基于灰度门限、区域增长的算法代表了对这个问
题的基本认识【２】，取得了一定结果。但是由于噪声和图像
纹理的特点，这些基本算法在应用中存在很大问题：在此基
础上，人们进一步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更深刻理论基础和
更完善策略的算法，如形态学流域分割算法［３】，基于小波
的方法【４】，基于分形理论的方法［５ｒ，基于马尔可夫随机场
（ＭＲＦ）模型等统计理论的算法［６—１０］。其中基于ＭＲＦ模

型的算法因为易于引入图像先验模型和噪声的统计分布的
特性在最近二十年的研究中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同时由于
其极大的计算复杂度，使得该算法在应用上具有一定局限
性。文［８】，［９】通过初分割和边缘特征建立邻接图上的马尔可
夫场，减少运算复杂度，但过多依赖边缘等其它高层特征，
没有充分利用图像分布等统计特性。
本文在对上述ＳＡＲ图像特性和经典分割算法进行深入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割算法框架：首先采用流
域分割算法，通过适当选取参数，获得一个过分割但不会破
坏理想分割边界的初始结果；随后在初始分割的区域图上基
于ＳＡＲ图像统计模型和Ｇｉｂｂｓ分布建立多层马尔可夫随机
场模型；最后通过模拟退火算法对其进行优化得到最终分割
结果。对实际ＳＡＲ图像的实验证明该算法可以取得较为满
意的结果，而且由于初始分割的区域数目大大少于原始像素
数目，因此运算速度获得了较大提高。
在以下章节中，本文首先在第二部分对基于ＭＬＬ马尔

可夫随机场模型的分割算法进行一个简单描述；随后在第三
部分进一步阐述本文提出的基于ＳＡＲ图像的分布特性在流
域算法预分割基础上建立ＭＲＦ模型的算法；然后在第四部
分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最后通过第五部分给出结论。

２．基于ＭＲＦ的ＭＬＬ模型的分割算法
ＭＲＦ是基于邻域系统和集团系统定义的。
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Ｃｌｉｆｆｏｒｄ定理确定了Ｇｉｂｂｓ随机场和Ｍａｒｋｏｖ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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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的对应关系【７】，使得ＭＲＦ的局部特性可以从Ｇｉｂｂｓ组
合分布中获得。ＭＬＬ模型是一种常见的ＭＲＦ模型。其中集
团的势能通常可以定义如式（２．１）：

因此将该过分割结果作为节点，通过将具有共同边界的
两块区域作为邻域建立集团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ＭＲＦ
模型。由于基础单元不再是像素而是区域，所以该ＭＲＦ模

Ｋ（，）：卜刎。‘枷舢蛔坩觑渊伽ｂｅｌ

（２．１）

【一５ｃ

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随机场是一个建立在图结构而不是标准整数栅格上

式中‘，为集团Ｃ的势能。基于图像像素灰度的分割算法通常
采用８．邻域系统的具有４种类型的二阶双格点集团。

的ＭＲＦ场模型（如图３．１，其中虚线是分割结果，实线实

记观测图像为ｙ，理想分割标号图像为ｘ。图像分割

分割的图结构）。因此其邻域也不再仅仅有４或者８连通域，

的目的就是由被噪声感染的可观测数据ｙ估计不可观测的

而是根据相邻区域的数目不同而具有不定数的邻域系统（如

标号Ｘ。在Ｂａｙｅｓｉａｎ估计框架下，我们将图像分割问题描
述为一个最大后验概率估计问题：受＝ａｒｇ ｒ警ｘ（ｅ（Ｘ Ｉｙ））。由

图３．２）。

Ｂａｙｅｓｅ公式可知：Ｐ（ＸＩｙ）“Ｐ（ｒＩｘ）以ｘ）。在ＳＡＲ图像中，
通常认为同质区域服从Ｇａｍｍａ分布，这里可以假设不同标
号的区域服从不同参数的Ｇａｍｍａ分布。即：

地㈨＝器唧愕】

＼／／
ｐ１

亿２，

ｆＪａ

＼，．·

式中ｉ＝ｌ…ｋ为分割区域标号。
同时认为标号图像Ｘ可用Ｇｉｂｂｓ分布描述，即：

ｍ）＝赤唧ｆ＿半）

ｐ２

ｐ４

ｐ５

ｐ６

（２．３）

图３．２：图中的邻域和双格点集团系统

Ｆｈ（２．２）、（２．３）式和ｐ（ｘ ｙ）ｏｃ Ｐ（Ｙ ｘ）Ｐ（ｘ），通过模拟退

火优化算法［７１１９１可以求出最大后验估计值受，即为最后分

２、似然函数Ｐ（ｙｆ Ｉ葺）中的ｙｆ不再是一个像素值，而是
一个区域的像素集团。因此可以建立似然函数如下：

弧㈨：互鳞ＬＬＺ ｌ／＂：重＂ｊ，＠，，
Ｐ（咒Ｉ‘）：兰墨！∑兰塑￡７刈（３．１’

割算法。

Ｌ－１

３．流域算法预分割图上的马尔可夫随机场
模型分割算法
以上基于ＭＬＬ马尔可夫模型的分割算法，当像素个数
为Ｍ×Ｎ，分类个数为ｋ时，是一个复杂度为ｋ”“’的遍历
择优问题。虽然模拟退火可以解决这样的优化问题，但其计
算复杂度仍然较大，这成为制约ＭＲＦ模型分割算法应用的
关键问题之一。
流域分割是另外一种常用的分割算法【３】，具有可以同

时分割和标记多个区域并得到单像素宽度闭合区域轮廓线
的显著优点，算法复杂度低，但存在过分割的问题。可以发
现，作为一种单纯考虑灰度变化的算法，流域分割的分割结
果一般不会破坏理想分割结果的边界。只会因为缺乏对灰度
变化纹理的处理能力，而可能在理想分割结果的内部产生更
多过分割的结果。

ｆｌｊ（３．１）式所示的似然函数和第二节中的ＭＬＬ模型，并
通过模拟退火算法可得到最大后验估计的Ｘ，即为分割结
果。

４．实验结果
本文实验软件基本环境为Ｗｉｎ２０００，Ｍａｆｌａｂ６．０，硬件基
本环境为Ｐ４芯片，５１２Ｍ内存。针对真实ＳＡＲ图像分别采
用上述经典算法和本文提出的算法进行了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４．１所示。图４．１（ａ）为一幅１４４×４１４的ｘ
波段的３视数的机载ＳＡＲ幅度图像，它显示的是瑞士的一个
湖，图中有湖泊、山地和城区。图４．１（ｂ）是图（ａ）的流域过分
割结果（分为１２０块），图４．１（ｃ）是图（ａ）的传统的基于象素

更新的ＭＲＦ分割结果，图４．１（ｄ）是在图（ｂ）的流域过分割的
图的基础上进行ＭＲＦ分割的结果。

表１：算法时间比较
算法

时间复杂度

经典ＭＬＬ马尔可

基于流域区域

夫场分割算法

ＭＲＦ分割算法

约５小时

不超过５分钟

在统一环境下，采用相同的分割参数，其耗时比较如表
图３．１：建立在图上的ＭＲＦ场

１所示。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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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图上的ＭＬＬ马尔可夫模型分割算法由于区域节点数目
大大少于图像像素数目，较直接在原始图像上建立ＭＲＦ模
型进行分割极大降低了计算复杂度，同时又可以利用ＭＲＦ
易于引入图像先验约束和图像灰度分布信息的特点，在实际
ＳＡＲ图像上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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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传统基于象素更新

（ｄ）基于流域过分割图上

的ＭＲＦ分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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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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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Ａ．Ｓａｒｋａｒ，Ｍ．Ｋ．Ｂｉｓｗａｓ，ａｎｄ Ｋ．Ｍ．Ｓ．Ｓｈａｒｍａ，“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Ｍ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ｖ０１．９，ＰＰ．８０１—８１２，Ｍａｙ ２０００．
【１０】Ｓ．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ａｃｈａｒｉ ａｎｄ Ｒ．ＣｈｅＵａｐｐａ，“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ａｕｓｓ．Ｍａｒｋｏｖ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ｖ０１．６，ＰＰ．
２５１－２６７．Ｆｅｂ．１９９７．

割算法，选择适当参数，得到一个过分割但不会破坏理想分
割边缘的初始结果：随后在这个初始结果区域图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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