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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口遥感图像光谱混合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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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用逻辑斯蒂法进行光谱混合分解的新技术 , 采用黄河口 TM 图像进行了分析。 结果证明 , 它

不仅能给出分类结果图像 ,而且能产生组成像元各地类的丰度图像 ,说明分类图像是在某种置信度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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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图像中像元很少是由单一均匀的地表覆

盖类组成的 ,一般都是几种地物的混合体 ,因此图

像中像元的光谱特征并不是单一地物的光谱特

征 ,而是几种地物光谱特征的混合反映 。大多数

遥感图像分类算法并不考虑这一现象 ,只是利用

像元光谱间的统计特征进行像元分类。光谱混合

分解技术考虑了这一现象 ,不仅能给出组成像元

各地表覆盖类的丰度 ,而且能给出分类的图像。

有关光谱混合分解技术的论述[ 1 ,2] 及成功应

用[ 3 ,4]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文所用图像为 1999

年 6月25日黄河口 TM 图像(由于第 6波段分辨

率较低 ,未利用),该地区地物类型复杂 ,主要为林

地 、荒草地 、水体 、农田 、芦苇地 、城镇 、滩涂。

1　图像光谱混合分解法

1.1　大气纠正

大气纠正的方法很多
[ 2]

,精确的纠正往往需

要提供各种参数 。由于缺乏大气纠正所需参数 ,

本文利用一种不需外部输入的简单方法 ———内部

平均相对反射率(IARR)法进行图像大气纠正。

该方法就是将图像各波段的每个像元除以该波段

整个图像的平均值 ,得到整个图像像元的相对反

射率 ,这样就消除了程辐射和部分地形的影响 ,便

于端员训练和光谱混合分解。

1.2　端员训练像元的选择

本文目的是详细区分林地 、芦苇 、荒草地 、农

田 、城镇 ,因此选择它们作为端员组分 ,同时选择了

占图像很大部分的水体与滩涂作为端员 ,共选择端

员8个。选择端员时 ,根据野外实际观察 ,并结合

已有的土地利用图 ,尽可能选择正确纯正的像元作

为端员的训练像元 ,同时考虑到图像地物的均一性

及算法计算消耗 ,设定选择窗口大小为 3×3。

1.3　光谱混合分解

利用逻辑斯蒂法进行光谱混合分解 。逻辑斯

蒂法是一种非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许多人曾利用

它进行过地物的分类[ 5 ,6] ,但未见有用于遥感图

像光谱混合分解。其基本数学模型如下:

 θir =
e yir

1+∑
k-1

l=1
e y il

(1)

式中 , e 为指数函数; yir =β0r +β1rX i 1 +…+

βprX ip ; θir为第 i个像元属于第 r 类的概率 , r =1 ,

2 , … , k;X i1 , …, X ip为第 i 个像元 p 个波段的灰

度值 。

 θi1 + θi 2 +…+ θik =1 (2)

式(2)表明 ,第 i 个像元属于各类的概率和为 1 。

将 8个端员各 9个像元的数据按顺序排列作

为训练数据 ,根据式(1)和式(2),利用极大似然法

估计式(1)中的回归系数 β0r , β1r , …, βpr 。得到

一组回归系数后带入式(1),同时将图像的相对反

射率数据代入 ,即可求出图像中任一像元分别属

于 8个端员的概率值 。

1.4　各端员丰度图像和分类结果图像

由§1.3 得出图像中每个像元属于 8 个端

员的概率 ,然后利用伪密度分割将像元归属概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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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0个段 ,见表 1 ,这样就得到图像每个像元属

于各端员的丰度图像(图 1)。灰度值越大 ,表明

该端员丰度越大 。

表 1　伪密度分割赋值表

Tab.1　The Evaluated Table of False

Density Segmentation

归属概率/ % 伪密度分割赋值

(0 , 10) 0

(10 , 20) 20

(20 , 30) 40

(30 , 40) 60

(40 , 50) 80

(50 , 60) 100

(60 , 70) 120

(70 , 80) 140

(80 , 90) 160

(90 , 100) 180

　　根据像元属于各端员的概率 ,将其中有概率

大于 60%的像元进行分类 ,并赋予不同的伪密度

分割值(表 2),否则该像元不分类 ,这样就得到了

整个图像的分类结果(图 2)。

表 2　像元分类伪密度分割赋值表

Tab.2　The Evaluated Table of False Density

Segmentation of Pixel Classification

归属概率/ % 类别 伪密度分割赋值

<60 未分类 20

>60 农田 40

>60 水体 60

>60 林地 80

>60 城镇 100

>60 麦田 120

>60 滩涂 140

>60 芦苇 160

>60 荒草地 180

(a)　林地　　　　　　　　　　　　　　　　　(b)　芦苇

(c)　荒草地　　　　　　　　　　　　　　　(d)　水体

图 1　端员组分伪密度分割图

Fig.1　The False Density Segmentation Image of the Endmembers

2　结论与讨论

与用相同位置的 8个端员训练像元的最大似

然法和光谱角度填图法结果相比 , 60%归属概率

下的逻辑斯蒂法 、最大似然法和 5°下的光谱角度

填图法的最终分类效果接近 ,本文成功地分类了

林地 、芦苇 、城镇和水体。但用逻辑斯蒂法进行遥

感图像光谱混合分解更得到了附加结果 ———各像

元属于各端员地表覆盖类的丰度图像 ,这对需要

丰度信息的详细土地利用规划及植被群落划分研

究非常有用。另外 ,与最大似然法和光谱角度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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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法相比 ,逻辑斯蒂法清楚地知道划分某一像元

为某一类时的误差概率(本文为 60%)。由于最

大似然法和光谱角度填图法是用商用软件 PCI

所做 ,而逻辑斯蒂法为自编程序 ,运行环境不同 ,

所以没有比较它们在分类速度 、占用内存等方面

的优劣。

图 2　逻辑斯蒂分类结果图

F ig.2　The Classification Image from the Logistic Model

　　尽管笔者利用了 TM1 ～ TM 5波段和 TM7

波段进行了分析 ,但有些地物分类效果并不太好。

像很多分类方法一样 ,逻辑斯蒂法没有定量的分

类精度评价指标 ,但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 ,影响分

类精度的主要因素有 3个:①TM 本身数据的区

别能力 ,单纯的光谱信息不足以有效区分各地类。

②端员组分训练像元的选取 ,像元不纯 ,分类的效

果必然不理想。训练像元多 ,回归效果好 ,但同时

也增加了计算消耗。 ③逻辑斯蒂法应用本身的问

题 ,如逻辑斯蒂模型求解回归系数是利用迭代法 ,

选择不同的收敛水平 ,所求回归系数必然不同 ,进

而影响到各像元属于各类的概率 ,这大概可从对

训练端员像元属于各地类的归属概率上得出 。理

论上端员训练像元属于该端员的归属概率应为

100%,而实际上大多都小于 100%(表 3)。一般

地 ,迭代的终止 ,一是预先设定收敛水平为很小的

值 ,二是交互地设定迭代次数 ,主要考虑最终的分

类结果 ,本文为后者 。逻辑斯蒂法的另一误差就

是选定某一概率(本文为 60%)带来的 。

对于训练像元的选取 、窗口大小 、迭代终止判

断等与逻辑斯蒂法最终分类效果的定量关系等问

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表 3　8 个端员训练像元的归属概率

Tab.3　The Attachment P robabilities of the T raining Pixels of the Eight Endmembers

训练像元位置 农田 水体 林地 城镇 麦田 滩涂 芦苇 荒草地

[ 579 , 640] 农田 99.987 8 0.000 0 0.000 0 0.000 00 0.000 10 0.000 00 0.000 00 0.012 10

[ 113 , 652] 水体 0.000 00 99.953 0.000 0 0.047 00 0.000 00 0.000 00 0.000 00 0.000 00

[ 34 , 30] 林地 0.000 00 0.000 0 100.00 0.000 00 0.000 00 0.000 00 0.000 00 0.000 00

[ 324 , 386] 城镇 0.000 00 0.010 8 0.021 0 99.968 2 0.000 00 0.000 00 0.000 00 0.000 00

[ 92 , 479] 麦田 0.000 00 0.000 0 0.000 0 0.000 00 86.655 1 0.000 00 0.000 00 13.344 9

[ 1 103 , 880] 滩涂 0.000 00 0.025 3 0.000 0 0.000 00 0.000 10 99.974 0 0.000 00 0.000 60

[ 501 , 376] 芦苇 0.000 60 0.000 0 0.000 0 0.000 00 0.000 00 0.000 00 99.999 4 0.000 00

[ 270 , 28] 荒草地 0.000 00 0.000 0 0.000 0 0.014 00 75.510 8 0.001 30 0.003 70 24.47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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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pect ral signature of a pixel in remotely sensed image in most cases is the result of

the ref lecting spect ral properties of mixed land cover types consti tut ing the area of a pixel.Howev-

er ,despite this phenomenon most remotely sensed image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aim at sorting a

pixel acco rding to the spectral statistic features of a pixel.Spect ral unmixing can not only give the

abundance images of surface cover types constituting the area of a pixel ,but also get the classifica-

tio n image.In this paper , we process and analyze the TM image of the Yellow River Mouth re-

ceived on June 25 ,1999 as the following :(1)Atmospheric calibrat ion of the image data by the in-

ternal average relative reflection ,(2)Selection of the t raining pixels of the endmembers ,(3)Spec-

tral unmixing of the image data by the logistic model ,(4)Get ting the abundance image of every

endmembers const ituting the area of a pixel , and giving the classif ication image.In the end , the f i-

nal image result ing from logistic model is compared qualitatively w ith similar products derived

from 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 ier and spect ral angle mapping technique.Then the factors ef-

fecting the classif ication product of logistic model are discussed.Moreover , some research aspects

for the future are suggested.

Key words:the Yellow River M outh;spect ral unmixing;logi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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