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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应用神经网络对 NOAA卫星图像进行分类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并进行了实例分析 , 结果表明

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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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AA 卫星资料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通常 ,

通过人工识别可以粗略地将一幅 NOAA 卫星图

像上的信息划分为以下几种目标类型 ,如云 、陆

地 、水体 、高山积雪等。在实际应用时 ,往往要对

这些信息分门别类 ,如洪水监测时先要进行水体

识别和云的检测;计算植被指数时只关心陆地而

要抛弃水体和云 ,等等。因此 ,如何快速准确地对

NOAA卫星图像上的信息进行分类以达到各取

所需的目的 ,是应用 NOAA卫星资料的前提 。目

视解译法是最为准确的办法 ,但在信息分布状态

的描述和时效上存在问题 。实际处理时多用阈值

法[ 1 ,2] ,但阈值法往往只注意某目标类型在某些

波段的光谱特征而忽略其他波段 ,实际上该类型

在所有的波段上都有一定的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光

谱特征 。另外 ,将众多阈值同时调整到一个恰当

点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由于这些原因 ,阈值法

的分类精度无法得到更大的提高 。可以预见 ,如

果将来增加卫星探测仪的通道 ,阈值法的不足之

处将会更加明显 。

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人工神经网络理论

(简称神经网络)为上述问题带来一定程度的改

善。神经网络是模拟生物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技

术 ,现有的研究成果已显示神经网络具有人脑的

基本特征 ,如学习 、记忆和归纳等[ 3] 。它最大的

特征是大规模并行处理 、信息的分布式存储 、连续

时间的非线性动力学 、全局集体作用 、高度的容错

性和稳健性 、自组织 、自学习和实时处理 。神经网

络为完成某一特定的任务 ,通常采用“训练”的办

法。这种“训练”实质上是网络的学习过程 ,一般

根据事先定义好的“学习规则” ,按照提供的特定

作业的学习实例 ,调节网络系统各节点之间相互

连接的权值大小 ,从而达到记忆 、联想 、归纳等目

的。到目前为止 ,已经出现了多种神经网络模型

及相应的学习方法 ,其中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模型

(简称 BP 模型)是应用较广泛的一种 ,它已广泛

应用于模式识别 、信号处理和自动控制以及遥感

图像的分类[ 4 ～ 6] 。本文探讨了利用 BP 神经网络

对 NOAA卫星图像进行分类的方法。

1　基本原理和技术实现

1.1　BP 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 7]

80年代 ,Rumelhart和Webb等建立了 BP 反

向学 习算法 (back propagation learning algo-

rithm)。该算法针对前馈型神经网络 ,其典型代

表是多层感知机 。常用的 BP 模型由 3个神经网

络元层组成 ,其最下层为输入层 ,中间层为隐含

层 ,最上层为输出层 ,相邻层次的神经元之间用连

接权系数相互连接 ,而各层内的神经元之间没有

连接 ,如图 1所示。

　　BP 神经网络的数学模型为:

 C = f( w B + θ1),  B = f( v A + θ2)

式中 ,  A 、 B 、 C 分别为输入层 、隐含层和输出层矢

量(节点向量); v 、 θ1 和  w 、 θ2 分别表示隐含层与

输出层 、输入层与隐含层之间的连接权和阈

值;f(x)为网络激活函数 ,这里采用 S型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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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f(x)=1/(1+e
-x
)。

　　通过对样本的学习和训练 ,不断调整各节点

的连接权和阈值 ,进而得到样本的输入输出的非

线性关系。在 BP 神经网络中 ,引入代价函数(也

称能量函数)E =
1
2
∑( C- C0)

2
,其中 ,  C0 是期

望输出矢量 。BP 神经网络通过代价函数的最小

化过程来完成输入到输出的映射。它的基本思想

是:如果利用已有权重和阈值正向传播得不到期

望的输出 ,则反向传播 ,反复修改(迭代)各节点的

权重和阈值 ,逐步减少代价函数 ,直到达到预先设

定的要求 。一般以代价函数小于某一相当小的正

数或迭代时不再减少 ,而是反复振荡为止 ,此时完

成 BP 网络的训练 、输入与输出映射的确立。

图 1　BP 网络的拓扑结构

Fig.1　The Topology of BP Model

　　若 BP 网络中隐含节点可根据需要自由设

定 ,那么 3 层 BP 神经网络可实现任意连续函数

的任意精度逼近[ 7] 。

1.2　BP 神经网络的算法实现
[ 7]

1)随机给出输入层单元到隐含层单元的连接

权 v hi(h =1 ,2 , … , n;i =1 , 2 , … , p),隐含层单

元到输出层单元的连接权 w ij(i=1 ,2 , … , p;j=

1 ,2 , … , q)及隐含层单元的阈值 θi 、输出层单元

的阈值 rj ,一般赋予(-1 , +1)内的随机数。

2)对于样本模式对(Ak , Ck)(k=1 ,2 , …, m)

进行下列操作:

①将 Ak 的值送到输入层单元 ,通过连接权

矩阵 v 送到隐含层单元新的激活值

　　　bi=f ∑
n

h=1
vhiah +θi , i=1 , 2 , … , p

式中 , f 为上文所表达的S 型函数 。

②计算输出层单元的激活值

　　　cj=f ∑
p

i=1
w ijbj+rj , j=1 ,2 , … , q

　　③计算输出层单元和一般化误差

　　　d j=cj(1-cj)(c
k
j -cj), j=1 ,2 , …, q

式中 , ckj 为输出层单元 j 的希望输出。

④计算隐含层单元对于每个 d j 的误差

　　　ei=b i(1-b i)∑
q

j =1
w ijd j , i=1 ,2 , … , p

上式相当于将输出层单元误差反向传播到隐含

层。

⑤调整隐含层到输出层的连接权

Δw ij =λbid j

式中 , i=1 , 2 , …, p ;j=1 ,2 , … , q;λ为学习率 ,

0<λ<1 。

⑥调整输入层到隐含层的连接权

Δvhi =βahei

式中 , h =1 ,2 , … , n;i=1 , 2 , …, p;β为学习率 ,

0<β <1。

⑦调整输出层到隐含层的阈值

Δrj =λd j , j =1 , 2 , …, q

　　⑧调整隐含层单元的阈值

Δθi =βei , i =1 ,2 , … , p

　　3)重复步骤 2),直到对于 k =1 , 2 , …, m 的

误差d j(j=1 ,2 , … , q)足够小或为零时停止。

1.3　BP 模型用于 NOAA卫星图像分类的步骤

NOAA卫星图像的 BP 神经网络分类方法

是:①将各波段数据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②将目

标类型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出;③选择样本来训练

网络;④用训练好的网络进行图像分类 ,从而获得

各类目标的信息分布特征 。具体步骤如下:

1)NOAA/AVHRR各波段数据的归一化处

理。为了加快收敛 ,需要对各波段数据进行归一

化处理
[ 7]
,表达式如下:

S =(X -X min)/(X max -X min)

式中 , X max 、X min分别是原像元的灰度最大值和最

小值;X 是原像元的灰度值;S 是归一化后像元

的灰度值 。

2)BP 模型的设计 。按照 BP 网络设计方

法[ 7] ,输入层神经元数目应与 NOAA/AVHRR的

波段数一致。为了简单起见 ,只设一个隐含层 ,其

神经元数目应略大于输入层神经元个数;输出层

的神经元个数与目标类型个数一致 ,目标类型可

根据 NOAA 影像特征和实际应用需要确定 。

3)BP 模型的训练 。在假彩色合成图上 ,利用

目视解译法对每一种目标类型选取一些像元样本

作为网络的学习模式 ,提取各像元样本在各个波

段的值(已归一化),以这些值作为网络的输入模

式 ,并以像元对应的目标类型作为输出模式 ,这样

就建立了网络学习模式对 。按照 BP 神经网络的

算法对网络进行反复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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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像的分类。利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 ,将

图像所有像元在各个波段的值输入到网络中 ,根

据网络的输出值确定每个像元所属的目标类型 ,

完成 NOAA 图像的分类。

2　应用实例

2.1　试验情况

利用 1998 年 8 月 4 日接收到的 NOAA/

AVHRR数据 ,对其进行投影变换 、几何校正后 ,

生成了 4个波段数据集(AVHRR有 5个波段 ,这

里只用了 4 个波段)。选取 220 像元×300像元

的子区间作为研究对象 ,该区间所包括的地理范

围是洞庭湖以及湖北省东南地区。

　　根据此次影像的特征 ,将目标类型分为水体 、

云和陆地 ,各类型的输出模式分别为(1 ,0 ,0)、

(0 ,1 ,0)和(0 ,0 ,1)。BP 模型的拓扑结构设计为

(4 ,5 ,3),即输入层 、隐含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个数

分别为 4 、5 、3。选取水体样本78个 ,云样本65个 ,

陆地样本 49个 。训练时选取学习率λ=β=0.1。

随着训练的进行 ,迭代时代价函数稳定减少 ,当迭

代 1 072次以后 ,代价函数已稳定 ,训练结束。表 1

给出了 21个训练样本的希望输出模式与网络稳定

后的实际输出模式。由表1可见 ,经训练后的网络

已经记忆了各目标类型在不同波段的光谱特性 ,具

备了对 NOAA卫星图像进行分类的能力。

表 1　训练样本的特性输出表
Tab.1　The Output Characters of T rained Samples

　样本号 实际输出值 希望输出值 类型 结果

1 0.999 741 0.067 564 0.000 020 1　0　0 水体 正确

2 0.873 077 0.014 705 0.005 632 1　0　0 水体 正确

3 0.002 465 0.000 039 0.996 213 1　0　0 水体 错误

4 0.840 815 0.013 687 0.007 162 1　0　0 水体 正确

5 0.999 880 0.013 027 0.000 058 1　0　0 水体 正确

6 0.998 411 0.004 207 0.000 919 1　0　0 水体 正确

7 0.999 923 0.008 444 0.000 065 1　0　0 水体 正确

8 0.000 107 0.995 645 0.001 156 0　1　0 云 正确

9 0.000 049 0.986 826 0.005 426 0　1　0 云 正确

10 0.000 109 0.636 219 0.093 418 0　1　0 云 正确

11 0.007 960 0.890 034 0.001 461 0　1　0 云 正确

12 0.000 004 0.888 170 0.190 603 0　1　0 云 正确

13 0.000 007 0.927 215 0.095 880 0　1　0 云 正确

14 0.000 045 0.989 560 0.004 626 0　1　0 云 正确

15 0.000 163 0.000 071 0.998 896 0　0　1 陆地 正确

16 0.783 107 0.000 414 0.289 052 0　0　1 陆地 错误

17 0.021 817 0.000 000 0.999 834 0　0　1 陆地 正确

18 0.000 424 0.000 033 0.998 976 0　0　1 陆地 正确

19 0.000 000 0.006 537 0.999 844 0　0　1 陆地 正确

20 0.243 031 0.000 312 0.604 744 0　0　1 陆地 正确

21 0.134 737 0.000 083 0.893 713 0　0　1 陆地 正确

2.2　试验结果

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进行图像分类 ,结果见

图2 ,其中图2(a)为1998年8月 4日NOAA 卫星

3通道(CH4 、CH2 、CH1)假彩色合成图;图 2(b)

为经神经网络分类后的各目标类型分布图。

2.3　精度分析

为了检验图像分类的精度 ,就每一目标类型

各随机选取 200 个样点(共 600 个样点)进行分

析 ,得到如表 2 所示的分类结果的混淆矩阵 。表

中第一列表示用目视解译法所判定的类型;第一

行表示用神经网络技术所判定的类型。由表 2可

算出水体精度(算法为判定正确的样点数除以该

类型的总样点数)为 96%,云精度为 92%,陆地精

度为 87.5%,平均精度达 91.8%。

3　结　论

上述研究表明 ,神经网络可用于 NOAA卫星

图像的分类 ,并能得到较高的精度 。因此 ,在应用

NOAA卫星资料之前 ,可先用神经网络技术进行

图像分类 ,获得图像的信息分布特征 ,再根据具体

情况提取所需要的信息。

　　神经网络在对 NOAA卫星图像进行分类时 ,

既借鉴了人工经验 ,又充分考虑到不同信息在所

有波段的光谱特征 ,其结果更为合理 、准确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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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处理前 3通道(1 , 2 , 4)合成图　　　　　　　　　　(b)处理后信息分布图

图 2　分类前后的 NOAA 卫星图像

Fig.2　The NOAA Satellite Images before and after Classification

表 2　图像分类结果的混淆矩阵表

Tab.2　The Confounding Matrix of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类型 水体 云 陆地

水体 192 2 6

云 3 184 13

陆地 11 14 175

网络将是处理 NOAA卫星资料 ,提取各类信息的

一个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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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fication of NOAA satelli te image refers to partitioning the informat ion of NOAA

satellite images into different types of targets fo r this informat ion to be ex t racted easily , which is

the basis of using NOAA satellite data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of classification are visual inte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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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ation and threshold method.In the visual interpretation , experienced interpretation is needed

and there is alw ays unfavo rableness in the description of information dist ribution and the improve-

ment of efficiency .The threshold method only pays at tention to the spect rum of one type of target

at some channels and igno res i t at other channels.Actually the character of the spect rum of this

type is dif ferent f rom other types.In addition , it is difficult that many thresholds are adjusted at

the same time to appropriate value.Due to these accounts , the precision of the threshold method

can not be improved , and i t can not be used becomingly because the channel numbers of the detec-

tor of satellite will be increased in the future.The art if icial neural netw ork technique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provides a new means for ameliorating this problem.Neural netwo rk has

the basic characters of human brains , such as learning , recollection and generalizing .The peculiari-

ty of neural netw ork is massive parallel computing ,dist ributing memory of info rmation , nonlinear

dynamics of consecut ive time , global behaviour , g reat fault_tolerance and robust , self_organization ,

self_learning and real time processing.

In this paper ,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 of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 rk technique to auto-

matically classify NOAA satellite image are discussed and the analysis of NOAA/AVHRR data on

August 4 ,1998 is presented.The method can be briefly described as follow s:①Classify the infor-

mation of the images into three types of targets:water body , cloud and land.②Normalize the data

of all channels of NOAA satelli te.③Create a neural netwo rk of BP model having input layer ,hid-

den layer and output layer w ith neuron numbers of 4 ,5 and 3.④Pick up a few image elemen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argets as t rained samples by the visual interpretat ion.In this paper , the sample

numbers of water body , cloud and land are 78 ,65 and 49 respectively .⑤Regard real type of the

samples as the output of the netwo rk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nnels data as the input , train the

netwo rk until it s cost function are steady by adjusting the w eights and thresholds between inter-

connecting neurons.⑥Input the channel data of NOAA satellite into the disciplined netw ork and

judge the type of target of all image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output of netw ork.The result of ap-

plication show s that the disciplined netw ork has recollected the characters of spect rum of all types

of targets at all channels.The netwo rk is provided w ith the power to classify NOAA satellite im-

ages and the precisions of w ater body , cloud and land are 96%,92% and 87.5% respectively and

the average precision is 91.8%.

In this paper , tw o conclusions are draw n , one is that neural netwo rk can be used for classifica-

tio n of NOAA satellite images and better precision is obtained , the other is that neural netwo rk us-

es the experience of visual interpretation for reference , as well as pay s adequately at tention to the

spectrum of one type of target at all channels , so it' s an impo rtant approach of classification of

NOAA satelli te images.

Key words　image classification;neural netw ork;BP model;NOAA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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