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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非参数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上下文的ＳＡＲ图像分割算法
夏桂松

何楚

孙洪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信号处理实验室
摘要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在研究传统的基于参数的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图像统计模型基础上，为了精确估计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的

统计分布，该文提出了一种结合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估计和马尔可夫上下文的ｓＡＲ图像分割算法。该算法首先采
用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方法估计ＳＡＲ图像的统计分布，然后将此统计量作为图像分割的似然函数，利用马尔可庆

上下文约束进行ｓＡＲ图像分割。该文通过软件仿真对新算法和基于参数的统计模型的算法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研
究发现，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估计方法仅仅依赖实际数据，在无法准确获取分布函数解析式的情况下往往具有更
好的效果。实验证明，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对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中较为复杂的场景如城区的提取取得了
更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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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是人造场景时，杂波表现为非高斯特性，可用物理上的非高

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是一种高分辨率成像雷达，在任何

斯模型（如Ｋ分布模型，Ｂｅｔａ分布模型，韦布尔模型【１１）为其建

气候条件下都具有很强的成像能力，可以全天候全天时稳定
监视场景的变化，其应用涉及到军事、农业、地质学、资源
生态学等多个领域。由于ＳＡＲ系统是一个相干系统，

ｓＡＲ

图像具有很严重的相干斑（ｓｐｅｃｋｌｃ）噪声，信噪比低，

因此

ＳＡＲ图像的处理经常建立在统计模型的基础上。当分辨率较

模。然而随着分辨率的提高，电磁波的散射变得更加复杂，
很难再从物理上找到一个惟一的统计模型为图像建模。虽然
Ｆｊｓｈｅｒ分布等纯数学模型【２】能比物理模型更精确地估计数据
分布，但是研究表明，这些基于参数的纯数学模型也很难准
确估计真实ｓＡＲ图像各种类别表面的密度分布。因此，本文

低，或者区域是自然场景时，ＳＡＲ图像中的杂波是高斯的，

提出了一种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密度估计用于ＳＡＲ图像的

可以从电磁波散射的物理特性出发用高斯模型（如Ｇ锄ｍａ分

方法。

布模型【１，２１）或混合高斯模型【３，４】建模：而当分辨率较高或区域

不管是物理的还是数学的统计分布模型一般都由几个
参数惟一确定，在统计模式识别中称为基于参数的方法。而
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密度估计方法没有确定的参数，是一种

２００５．０９．１３收到，２００６．０１．２５改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６０３７２０５７）资助课题

万方数据

非参数的方法，在信号处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５＿７】。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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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函数的非参数方法由样本数据集直接估计数据的密度，用

其中沙（ｒ，￡）是ｒ阶Ｐｌｏｙｇａｍｍａ函数，∥（三）是Ｄｉｇａｍｍａ函数。

估计的密度函数来描述图像，能更精确地对图像纹理中的所

并且

有的表面建模，特别适合于小样本的情形。

￡＝专扣ｇ（圳

图像分割就是经过某种处理将观测图像分为多个内部
性质比较均匀的区域。基于ＭＲＦ模型的分割方法是当前图像

互＝捌（１０９ｃ驴￡）２］

处理领域中一种流行的分割技术，它很容易引入先验知识，

￡＝专扑吲胪石）３］

得到较好的处理结果陋嘲。本文将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密度
估计方法与Ｍａｒｋｏｖ上下文方法结合用于ｓＡＲ图像分割，得到
了较好的分割结果。

由上述式（４）和式（５），可以得到参数￡，Ｍ，∥的估计。

文章的第２节描述基于参数的ＳＡＲ图像统计模型（主要讨
论Ｇａｍｍａ分布和Ｆｉｓｈｅｒ分布模型），第３节详细阐述基于非参
数的密度估计方法，说明该方法用于描述ＳＡＲ图像的有效
性。接着第４节论述Ｍａｒｋｏｖ基本框架和本文分割算法的具体
步骤，之后第５节针对真实ＳＡＲ图像对算法效果进行分析比
较，最后是结束语。
２

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发现Ｆｉｓｈｅｒ分布和后向散射波
具有任何的物理联系，但是在涉及乘性噪声方面，两者通过
ｍｅｌｌｉｎ变换和第二类统计量有天然的联系【２］ｏ Ｔｉｓｏｎ等人将其
用于市区的分类得到了很好的分类效果。ＳＡＲ图像的统计模
型很多，其中一些模型是基于物理方法的（如Ｋ，Ｂｅｔａ，Ｗｅｉｂｕｌｌ，

Ｇ锄ｍａ等），另外一些模型则是基于数学方法的…（Ｌｏｇ－ｎｏｒｎｌａｌ

基于参数的ＳＡＲ图像统计模型

Ｎａｋａｇａｍｉ．Ｒｉｃｅ）。由于这些模型都有其特定的物理背景或者

由于ＳＡＲ图像是一种乘性的斑点图像，经常采用统计
分布模型来描述。这些统计模型可以分为高斯杂波统计模型

（如常用的Ｇａｍｍａ分布模型）和非高斯杂波统计模型（如Ｋ分
布‘¨，Ｆｉｓｈｅｒ分布‘７１，等等）。其中Ｇａｍｍａ分布建立在植被生
物物理学的基础上，是理论上论证最严密的统计规律之一，
并且在最有意义．的结果中Ｇａｍｍａ分布显示出与测试集最吻

数学假设，没有一利ｔ模型能够考虑场景中所有的类别。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选择一种非参数的密度估计方法。该方
法由小样本数据集直接估计数据的密度，用估计的密度函数
来描述图像。
３

３．１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密度估计

合【１】。因此Ｇａｍｍａ分布目前仍然是一种常用的分布。

非参数的密度估计方法是直接根据样本数据估计总体

Ｆｉｓｈｅｒ分布是一种纯粹的数学分布，试验证明绝大多数
情况下，采用Ｆｉｓｈｅｒ分布来描述ＳＡＲ后向散射统计量相当

删＝卷卷去器，搿㈣

精确（图ｌ是Ｆｉｓｈｅｒ分布曲线）。其强度分布为：

三＞０

，．

的密度，然后用估计得到的密度分布来描述数据总体。目前
一种流行的方法是核函数方法（也称密度估计的Ｐａｒｚｅｎ方
法【１３１），该方法通过固定单元格体积，求落入单元格的样本
个数，从而得到密度的非参数估计。

设观测值集为ｘ＝∽Ｉ ｆ－１，…，｜Ⅳ｝，则用核函数将密度估
计写为：

其中厶Ｍ是形状参数，∥是权重参数，厂（·）是Ｇａｍｍａ函

触，＝去烈寻）＿

数。由图ｌ可见该分布一个重尾分布，这是其区别于Ｇ锄ｍａ
等分布的优点，同时它也是Ｇ锄ｍａ等分布的一个好的扩展。
由于Ｆｉｓｈｅｒ分布的某些矩不存在，它的参数估计存在困

Ｋ（ｚ）＝（１／、／！历）ｅＸｐ｛一ｚ２／２），此时密度估计可写为：

鼬，＝赤和Ｍ等）２｝

参数【２】，得到对数累计量与参数￡，Ｍ，∥之间的关系为：

㈣

密度估计核函数方法的性能决定于平滑参数日和核函

，＾、

七，＝ｙ（ｒ—ｌ，Ｌ）一（一１）７∥（ｒ一１，Ｍ），，＞ｌ，￡≥ｏ，Ｍ＞ｏＩ、’

㈤

其中Ⅳ∈四＋为平滑参数，Ｋ（ｚ）是核函数。采用高斯核时，

难。Ｎｉｃｏｌａｓ和Ｔｉｓｏｎ等人引入ｍｅＩｌｉｎ变换和第二类统计量估计

毛＝ｌｏｇ（∥）＋（ｙ（三）一ｌｏｇ（三））一（弘，（＾，）一ｌｏｇ（＾彳））

基于非参数的密度估计方法

数Ｋ（ｚ）的选取。关于平滑参数日的选取Ｓｉｌｖｅｎｌｌａｎ【１４】，Ｊｏｎｅｓ【１５】
等做了讨论。通过大量试验，本文认为日与数据的点数和分

一￡，２＾卢３
一￡＝４＾仁５

一Ｌ－＝６ｊ泸７

布情况有关，它应该是样本点数ＪⅣ和数据频率厂（ｘ）的函数，
取：

Ｈ＝ｆ如ｅｘｐ＠／Ⅳ一厂（ｘ）·励

（６）

这里口，∥和风均为经验参数。
核函数Ｋ０）的选取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应用最广的是
图ｌ

Ｆｉｓｈｅｒ分布曲线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Ｖｅ ｏｆｆｉｓｈ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万方数据

高斯核函数，一般用它就可以取得很好的估计效果。图２是
采用高斯核函数的估计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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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参数假设的限制，这些基于参数的纯数学模型也很

蓉
窨
名

难准确估计真实ＳＡＲ图像各种类别表面的密度分布。而本

宝
童
星

文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方法从非参数的观点出发，能够更精
确地估计所有的密度分布，特别适合小样本的数据。

４基于Ｍａｒｋｏｖ上下文的图像分割
建立有效的统计模型后，我们就能估计出精确的概率密

ＨｉｓｔｇｒⅢＯｆｄａｌａ

—Ｋｅｍｅｌ ｄｅｎｓｉＩ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度函数来描述各种类别。本文利用Ｂａｙｅｓｅ分类框架下的统计
信息，并且用Ｍａｒｋｏ框架下的空间联系作为先验知识进行分

图２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密度估计结果
（Ⅳ＝Ⅳｏ

ｅｘｐ（口／Ⅳ一厂（ｘ）·∥），口＝４０００，∥＝ｌＯ和风＝３）

（ａ）小数据点估计结果（４０００点）（ｂ）大数据点估计结果（４００００点）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ｎｓｉ哆

类。首先详细介绍了ＭＲＦ模型，然后解释了方法的具体步
骤。
４．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 Ｋｅｍｅｌ如ｎｃｔｉｏｎ

假设像素ｓ的值为以（儿∈劈＋），ｙ是随机场，乓是像

（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Ｉ ｄａｔａ ｓｅｔ（４０００ｐｏｉｎｔＳ）
（ｂ）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ｄａｔａ ｓｃｔ（４００００ｐｏｉｎ哟

ＭＲＦ模型

素ｓ的标号，ｘ。的集合是标号随机场ｘ的一个未知实现。
假设像素与像素之间以及像素与标号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则

３．２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方法的有效性
本节主要将基于参数的统计模型（Ｇａｍｍａ分布和Ｆｉｓｈｅｒ

】，出现条件下标号场ｘ出现的条件概率可以用马尔可夫随

分布）和基于非参数的密度估计方法作一个比较，说明基于非

机场（ＭＲＦ）建模。根据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ＣＩｉ仃ｏｒｄ定理，运用Ｇｉｂｂｓ

参数的方法用于估计ｓＡＲ数据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随机场将条件概率写为：

图３是分别运用Ｇａｍｍａ分布、Ｆｉｓｈｅｒ分布和基于核函数
Ｐ（ｘ＝ｘＩ Ｊ，＝Ｊ，）＝圭ｅｘｐ（一ｕ（ｘｌｙ））

的非参数方法估计的ｓＡＲ图像的不同区域的密度分布的结
果。可以看出，Ｇａｍｍａ分布在为湖面区域和山地区域这些同

其中ｚ是归一化系数，ｕ为能量函数。

质区域数据建模时误差较小，但是对城区区域数据估计估计
误差较大；Ｆｉｓｈｅｒ分布能获得较小误差的估计结果，在城区

能量函数ｃ厂为两项之和，第１项是似然能量，度量数据
估计的逼真度；第２项是先验能量（调整项）。即

区域数据上估计效果更好。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方法能够对

ｕｏＩｙ）＝一∑Ｉｎｐ（儿Ｉｔ）＋∑Ｋ（ｘ）

所有数据都获得误差较小的估计，并且其估计误差比Ｆｉｓｈｅｒ
分布的要小。

（８）

其中ｑ是选定邻域的集团的集合，砭是标号结构的势能。

Ｇａｍｍａ分布从反射回波的物理规律出发给出ＳＡＲ图像
数据的统计模型，能准确地描述自然同质区域场景。Ｆｉｓｈｅｒ

我们关注的是其第ｌ项。第２项一般采用ＭＬＬ模型【１６】描
述，它可以写为：

分布纯粹从数学分布出发为ｓＡＲ数据建模，可以完美地反

协㈣《≥鬟，蹦∈ｃ，

映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人工区域场景的重尾分布特点。但是

∽

ＭＲＦ分割的结果就是使得概率Ｐ最大或能量ｕ最大的

茸
兽
等

０

鲁

Ｏ

磊

Ｏ

星

０

古ｌｓｕＤ口扫甚ＤＢｑ２∞

标号场，一般将其描述为一个最大后验概率（ＭＡＰ）问题：
ｘ＝ａ唱ｍ弘（Ｐ（Ｊ，ｌⅣ）Ｐ（Ⅳ））或

Ⅲ瞄嘶叫耋｜

２ａ唱？≯【。ｘｐｌ一享ｕ（ｔ Ｉ虬’｝Ｊ
舅‘＝ａ唱峄（ｅｘｐ｛一亭ｕｃｔ
Ｉ虬，）］

ｏ

Ｏ

ｘ

ｃ·。，
‘１０）

５

文中采用模拟退火算法实现【，的最小化，求取ＭＡＰ问

２
Ｏ

５

Ｏ

舵∞川∞ｍ ５
０

……Ｈｉｓｔｇｍｍ ｏｆｄａｌａ
ｄｅｎｓ时ｅ ｓｆｊｍａｌｅ

题。

…－Ｆｉｓｈｅｒ

４．２分割算法步骤

—Ｋｅｍｅｌ

…·Ｇａｍｍ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

扫一ｓＬＩ等占兰Ｄ皇２厶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本文主要研究临督分割算法，其具体步骤如下：
８０

１６０

（１）监督学习

Ｇｒａｖ ｌｅｖｅｌ

首先在选定的训练区域学习得到各个类

别的势能函数（本文用于训练分类的像素少于通道总像素的
图３各类别的３种方法估计结果比较
（ａ）湖区类别（ｂ）城区类别（ｃ）山区类别
Ｆｉｇ．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ｕｌｔ ０ｆｅａｃｈ ｃｌａＳｓ ｂｙ ｔｈｅ ｄｉ仃ｃｒｅｎｔ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Ｌａｋｅ ｃｌａｓｓ

万方数据

（ｂ）Ｕｒｂａｎ

ｃｌａｓｓ

（ｃ）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ｌ％），由预分类像素的值算得分布模型的参数或者密度估计。
即先计算Ｇａｍｍａ分布模型参数，然后由式（１）一式（３）计算
Ｆｉｓｈｅｒ分布模型参数，由式（４）一式（６）计算非参数方法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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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２

度估计。进而确定似然能量∑ｌｎｐ（儿Ｉ
（２）分类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样本和分割参数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ｔ）。

当势能函数确定之后，就是使势能函数最小的

过程。Ｇｉｂｂｓ采样通过不断降低温度实现了这个模拟退火过
程。本文采用指数降温策略丁（七）＝口“丁（Ｏ），口＝０．９５，初温
７１（０）＝２０，终止温度Ｉ。ｄ＝０．０ｌ，保证迭代次数在２００次左
右。

基于Ｇａｍｍａ分布的ＭＲＦ分割结果总错误分类概率为
２８．３０％，基于Ｆｉｓｈｅｒ分布的ＭＲＦ分割结果总错误分类概率
为１８．２３％，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ＭＲＦ分割结果总错误分类
概率为１４．０８％，显然后者的分类总的性能较好。这是由于
Ｇａｍｍａ分布虽然能准确地描述自然同质区域场景（如湖区和
山区），但是不能精确地为城区这些人工建筑比较多的场景建

５试验结果及评价

模；Ｆｉｓｈｅｒ分布纯粹从数学分布出发，可以较好地描述ＳＡＲ

图４（ａ）是一幅４１４×１４４的３视机载ｓＡＲ幅度图像，它显

图像各个场景（包括人工区域场景），但是由于受到参数假设

示的是瑞士的一个湖畔，图中有湖泊、山地和城区。采用相

的限制，它也很难准确估计真实ＳＡＲ图像各种类别表面的

同的样本集，相同的ＭＲＦ参数和相同的ＳＡ退火策略，分别

密度分布。而本文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方法从非参数的观点

采用基于参数Ｇａｍｍａ分布，Ｆｉｓｈｅｒ分布和基于核函数非参数

出发，能够更精确地估计所有的密度分布，提供一个更好的

的监督ＭＲＦ分割算法分别得到图４（ｃ），４（ｅ），４（ｇ）的结果，

分割结果。

和专家分割结果图４（ｂ）比较得到各自的分割错误像素图（图

图５（ａ）对是一幅２５６×２５４的５视数真实ＥＲＳ．１ＳＡＲ强度

４（ｄ），４（ｆ），４（ｈ））。并且对两种方法的错误分类概率和分类性

图像的分割结果。同样可以看到，本文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

能作了计算和比较（如表１所示）。

方法能够比Ｇ锄ｍａ分布和Ｆｉｓｈｅｒ分布更精确地估计所有的
密度分布，为ＳＡＲ图像提供一个更好的分割结果。

（ａ）

（ｃ）

图５
（ｈ）

（ｇ）

图４

３视真实ｓＡＲ图像ＭＲＦ分割结果

（ａ）５视真实ＥＲＳ．１ＳＡＲ图像（ｂ）图（ａ）基于Ｇａｍｍａ分布分割结果
（ｃ）图（ａ）基于Ｆｉｓｈｅｒ分布分割结果（ｄ）图（ａ）基于Ｋｅｍｅｌ非参数法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ａｌ ＳＡＲ

（ａ）３视真实Ｘ．ＳＡＲ图像（ｂ）图（ａ）的专家分割结果（ｃ）基于Ｇａｍｍａ分
布的ＭＲＦ分割结果（ｄ）图（ｃ）的错误分类的像素（黑色）

（ａ）ＥＲＳ—ｌ ＳＡＲ ｉｍａｇｅ ｏｆ５ Ｉｏｏｋｓ

（ｅ）Ｆｉｓｈｅｒ分布的ＭＲＦ分割结果（Ｄ图（ｅ）的错误分类的像素（黑色）
（ｇ）基于核函数非参数法的ＭＲＦ分割结果

（ｂ）Ｅｘｐｅｒ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
（ｃ）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ｂｙ ＭＲＦ ｗｉｔｈ Ｇａｍｍ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ＦａＩ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ｉｘｅＩｓ ｏｆ（ｃ）（ｂｌａｃｋ） （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ｂｙ
ＭＲＦ ｗｉｔｈ Ｆｉｓｈ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Ｆａｌ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ｉｘｅｌｓ ｏｆ（ｅ）
（ｂｌａｃｋ）（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ｂｙ ＭＲＦ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ｅｍ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万方数据

（ｂ）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ｂｙ Ｍ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Ｆｉｓｈ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ｂｙ ＭＲＦ
（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ｏｎ ｏｆ（ａ）ｂｙ Ｍ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ｅｍ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ｍａｇｅ（３ Ｉｏｏｋｓ）ｂｙ Ｍ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ａ）Ｘ－ＳＡＲ ｉｍａｇｅ ｏｆ３ ｌｏｏｋｓ

（ｈ）Ｆａｌｓｅ

ｉｍａｇｅ（５ Ｉｏｏｋｓ）ｂｙ ＭＲＦ ｍｏｄｅＩ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Ｇａｍｍ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图（ｇ）的错误分类的像素（黑色）
Ｆｉｇ．４ Ｓｃ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ａｌ ＳＡＲ

（ｄ）

５视ＥＲＳ一１ ＳＡＲ图像ＭＲＦ分割结果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ｉｘｅｌｓ

ｏｆ（ｇ）（ｂｌａｃｋ）

６

结束语
ＳＡＲ图像是一种乘性相干斑图像，信噪比极低，在目前

的ＳＡＲ图像处理中一般采用统计分布模型为图像建模。随着
图像分辨率的提高，电磁波的散射变得更加复杂，很难再从
物理上找到一个惟一的统计模型为图像的所有表面建模；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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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桂松等：一种基于非参数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上下文的ＳＡＲ图像分割算法
表Ｉ

２２１３

真实３视ＳＡＲ图像的ＭＲＦ错误分类概率

类别ｌ

类别２

类别３

分类概率（％）
Ｇａｍｍａ

Ｆｉｓｈｅｒ

Ｎｏｎ．Ｐ

Ｇａｍｍａ

Ｆｉｓｈｅｒ

Ｎｏｎ．Ｐ

Ｇａｍｍａ

Ｆｉｓｈｅｒ

Ｎｏｎ．Ｐ

类别ｌ

９８．９３

９９．５７

９８．９８

１．０ｌ

０．３３

Ｏ．９４

Ｏ．０６

Ｏ．１１

０．０８

类别２

４．５２

５．６０

１．８８

８８．８２

８６．０３

７７．０９

６．６６

８．３７

２１．０３

类别３

１．８０

２．０８

１．６８

４４．６７

２３．５３

１０．１０

５３．５３

７４．３９

８８．２２

类分率

１．０７

０．４３

１．０２

１１．１８

１３．９７

２２．９１

４６．４７

２５．６ｌ

１１．７８

●

ＡＳＳＰ－３６（１０）：１６２８一１６４１．

然纯粹的基于参数的数学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
题，但是由于受到一些数学假设的限制，它们也很难准确估

【９】

Ｋｉｍ

Ｙ＇

Ｉ

Ｓ．

Ｈ

Ｙａｎｇ

Ａｎ

计真实ＳＡＲ图像各种类别表面的密度分布。本文基于核函数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的非参数密度估计方法，由样本数据集直接估计数据的密

Ｕ１．ｎｉＥＥ

【１０】

Ｔｕｐｉｎ

ｃｌａｓｓｍ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ｊ，ｄｎｓ．０ｎ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Ｉ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１２】

Ｄｅｌｉｇｎｏｎ

Ｙ，

Ｍａｒｚｏｕｋ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ｎｄ Ｒｅｍｏｌｅ

Ｄｅｌｉｇｎ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Ｒ

Ｐｉｅｃｚｙｎｓ“

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ｗ．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ｎｏｎ·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ｉｍａｇｅｓ【Ｊ】．腰ＥＥ ｎ’ｄ＂量Ｄ盯ＧｅＤｓｃ把门ｃＰ口”ｄ

Ｇｉｒｏｌａｍｉ

Ｍ，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１ ５】

Ｊｏｎｅｓ Ｍ Ｃ，Ｓｉｇｎｏｒｉｎｉ

［Ｊ】Ｃｈａｐｍａｎ＆Ｈａ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 ９８６：８４—８７．
Ｆ．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ｂｉａｓ

爿耶Ｄｃ胁ｆｊＤ疗，ｌ ９９７，９２（４３９）：１ ０６３一ｌ ０７３．

［１６］

Ｓｔａｎ

夏桂松

ｓａｍｐｌｅｓ【Ｊ】．脚Ｅ

Ｈ，Ｈａｒｔｔ

Ｓｐｅｃｋｌｅｄ ｊｍａｇ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Ｚ

Ｌ Ｍａｒｋｏｖ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ｍｏｄｅＩｉｎｇ ｉｎ

ｉｍａｇｅ ａＩｌａｌｙｓｉｓ．

ａ

７）‘口＂ｓ．Ｄ疗尸口ｆ据，‘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Ｉ

何楚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９稿，

ｍｏｄｅＩ［Ｊ】．

男，１９７４年生，讲师，在职博士生，研究兴趣为图像分
析和图像融合．

０）：１２５３一１２６４．

ｒａｎｄｏｍ

男，１９８３年生，博士生，研究兴趣为基于Ⅶ婶的图像分割
与分类、图像融合．

ｆｒｏｍ

Ｋ 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ｅｇｍｅ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ＥＥＥ ＴｒｎＨｓ．Ａｃｏｔ拈ｔ．．Ｓｐｅｅｃｈ，Ｓｉｇｎｎｌ

万方数据

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Ｊ】．Ｊｂ“ｒ”口，矿爿川Ｐｒｆｃｄ盯＆口ｆ括ｒｆ∞，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Ｃｈａｏ．ＰｒｏｂａｂｉＩ时ｄｅｎｓ时ｅｓｔｉｍａｌｉｏｎ

爿门口６幅曲口—ｄ。＾ｄａｃ向加Ｐ＾憎ｆ“，枷ＨｃＰ，２００３，２５（１
ＫｅｌＩｙ Ｐ Ａ。Ｄｅｒ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ｉｎｇｅ卜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５：１７－２６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ｙ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ｄａｔａ

［８】

ｏｎ

ｗ．Ｄｅｎｓ时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ｉＩｖｅｒｍａｎ

４３５．

ｈｔｃｐ：／／、Ⅳｗｗ－ｄＯ．ｆｈａｌ．ｇｏＶ／＿ｓｍｊｔ／ｄｕｒｈａｍ／ｐｄｅ．ｐｓ
［７】

Ｂ

【１４】

Ｋｅｍ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厄髓Ｓ劬ａ，尸ｒＤｃ船ｓ垤坳孵加Ｐ，

Ｓ．Ｋｅｍｅｌ

Ｍｏｄｅｌ【Ｊ】．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ｗｅｂｂ ＡＲ著，王萍等译．统计模式识别（第二版）［Ｍ】．北京：电

ｓｐｅｃｋｌｅ

２００４，２ｌ（３）：５７“５．
Ｔｏｗｅｒｓ

Ｙ，Ｃａｏ 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Ｓｕｎ Ｈｏｎｇ．Ｓｅｇｅｍ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Ｒ ｉｍａｇｅｒｙ

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５—８９．

Ｐ亡ｒｅｚ．Ｃｍｚａｎｄ Ｆ，Ｂｏｕｓｑｕｅｔ ０．ＫｅｍｅＩ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ｕｓｅ

【６】

【１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硎Ｄ胞＆舢ｆ％２００２，４０（６）：１ ４３０—１
【５】

Ｙ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４，Ｖｂｌ．３：１９７７—１９８０．

Ａ，

Ｙ，Ｐｉｅｃｚｙｎｓｋｉ

Ｒｅ，＂ｏ即

ａｐｐｍａｃｈ【Ｊ】．脚７砌舢．

ｏｆ ＩＥＥ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色ｒｅｎｃ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Ｊ】厄髓’７砌月ｓ．Ｄ”砌昭Ｐ Ｊｐｒｏｃ８骝以ｇ，１９９７，６（１０）：１３６４一１３７５．
【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 Ｋ，Ｓｈａｒｍａ Ｋ Ｍ Ｓ．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ｉｂｂｓｉａｎ Ｍａｒｋｏｖ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ＡＲ

ａｒｅａｓ

２００４，４２（１０）：２０４６．２０５６．
【３］

ｔｏｗａｒｄ

Ｄ”肺昭ｅ Ｐｒｏｃｇｓｓｆ％２０００，９（５）：８叭一８１２．

Ｔｉｓｏｎ Ｃ，Ｎｉｃｏｌａｓ Ｊ Ｍ，Ｔｕｐｉｎ Ｆ，ｅｆ口，～Ａ

Ｕ、．ｆｉｉＥＥ

ｓｔｅｐ

３２７一ｌ ３４２．

Ｍ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６７一１０３．

ｌｍａ￡乒ｓ

ｎ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Ｊ】．，ＥＥＥ ７）啦以ｓ．Ｄ＂ＧＰＤｓｃ把门ｃＰⅡ＂ｄ

Ｓａｒｋａｒ Ａ，Ｂｉｓｗａｓ

Ｈ，孙洪等译．合成孔径雷达图像处理［Ｍ］．北京：电子

Ｍａｒｋｏｖｉａｎ

Ｉ，Ｍａｉｔｒｅ Ｈ．Ａ

＆肿ｆ，强ｌ ９９９，３７（３）：１

参考文献

【２】

Ｐｎｎｅｒｎ ＡｎＱｌｙＳｉｓ ｎｎｄ ＭＱ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ｍ．

Ｔｒｎｎｓ．ｏｎ

Ｆ，Ｂｌｏｃ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好的分割结果。

Ｍａｉｔｒｅ

ｉｍａｇｅ

ＭａｒｋＯｖ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ｊｅ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方法与Ｍａｒｋｏｖ上下文方法结合用于ＳＡＲ图像分割，得到了较

【ｌ】

ｏｎ

ｆｂｒ

１９９６，１ ８（１）：６９—７３．

度，用估计的密度函数来描述图像，能更精确地对图像纹理
中的所有的表面建模。本文将基于核函数的非参数密度估计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ｎｔｅｇｍｔｉｏｎ

孙洪：

女，１９５４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通信工程
系主任，中国信号处理学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
信号处理理论与通信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