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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运用支持向量机进行目标检测的方法。通过对航空影像中的军事目标和自然背景两类样本进

行学习 ,支持向量机检测方法建立了针对目标和非目标有效区分的识别模型 , 该模型能够对航空影像中所有

的区域进行快速的检测和识别 ,检测到所有感兴趣的人造军事目标。试验表明 ,该方法快速 、高效且具备一定

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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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航天遥感和卫星侦察技术的发展 ,多光

谱 、高分辨率的航天影像的获取周期越来越短。

这些数据能够被迅速地应用于军事侦察领域 ,从

而对感兴趣的区域和目标进行实时监测 ,极大地

提高了国防战略预警系统的作战效能。

支持向量机方法(support vector machines ,

SVMs)是 Vapnik 等人在统计学习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一套机器学习方法
[ 1]
。不同于以前的

非线性学习方法(如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有坚

实的统计学习理论作为指导 ,从而在小样本 、非线

性和复杂的高维识别问题中显示出独特的优

势[ 2] 。基于这一方法 ,本文对高分辨率航天影像

中的特定目标———军事飞机的检测识别取得了满

意的效果 。

1　目标检测的基本策略

航天遥感影像主要由自然背景和人造目标组

成。军事目标的检测实际上是从背景图像中有效

提取人造目标的过程 。由于影像的复杂性和随意

性 ,一般无法准确获得背景和人造目标的先验知

识 ,从而给目标的检测带来一定困难。尽管如此 ,

从图像学的角度来讲 ,自然景观和人造物体本身

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从频域观察 ,背景由于本

身的随意性较大 ,表现为色阶上变化剧烈 ,纹理信

息丰富 ,因此通常处于较高频段;相对而言 ,人造

目标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 ,色阶变化缓慢 ,因此处

于信号的低频段。这些差异性都可以作为从背景

中提取人造目标的基本依据。

目标检测的步骤实际上就是对影像中相关区

域进行模式判决的过程 ,通常的策略是依次提取

影像中相应大小的子区域 ,对该区域内的内容信

息进行比照识别 ,判断其中是否存在感兴趣的目

标物体 。通过对影像中所有的相关区域进行判

别 ,从而得到影像中感兴趣的目标 。当然 ,通常的

判决都是在基于已知样本的前提下进行的 ,即首

先要得到感兴趣目标和背景的部分样本 ,建立相

应的识别模型 ,再进行相关区域的判别 。

常用的模式判决方式有两类 ,一类是基于像

素的相似性判别算法 ,另一类是在基于特征提取

的前提下 ,使用分类器对未知的模式进行判决。

本文中提及的支持向量机分类器 ,不仅能依

靠一些复杂的特征 ,如纹理 、几何特征进行准确分

类 ,而且适用于某些特征向量维数较高的情况 ,这

表明了在某些条件下 ,可以在基于像素级特征的

基础上进行目标的检测和识别 。

2　支持向量机方法的理论基础

支持向量机分类方法的原理可以从线性条件

下最优分类平面加以推广说明[ 3] 。考虑最简单

的两类线性分类问题 ,设有线性可分的 n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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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 y i),其中 i =1 ,2 , … , n , x ∈R
d , y ∈{-1 ,1}

是类别标号 。图 1中 , ★和2分别表示两类可分

的训练样本。可以看出 ,要使分类面正确区分两

类样本并且具备最好的推广性 ,最优分类面 H 应

位于两类样本边界 H 1和 H 2的正中间 ,即两类样

本边界 H 1和 H 2上的样本向量共同支撑了最优分

类面 ,这些向量称为支持向量(support vector)。

图 1　最优分类平面和支持向量

Fig.1　Optimal Separating Hyperplane

and Suppor t Vectors

　　在支持向量机方法中 ,求解最优分类平面的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二次规划问题 ,其目的在于寻

找一个最优的分类函数:

f(x)=sgn(∑
n

i =0
yiα

0
i(x ·x i)-b0) (1)

式中 , b0是一个实常数 ,表示最优分类平面的位

移;α0 ={α01 , α
0
2 , … , α0n}是二次规划过程中求得

的最优系数向量 ,其中 α
0
i ≠0对应的向量就是支

持向量[ 1 ,3] 。因此 ,所求的最优分类平面实际上

是由两类样本边界上的支持向量决定的 ,而与其

他样本无关。通常 ,分类问题中的支持向量只占

样本总数的一小部分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运

算量 ,提高了分类的效率 。

一般情况下 ,分类问题在原始特征空间中不

一定线性可分 ,这里可以将前面的解决思路加以

推广 。考虑通过一个非线性映射 Υ将特征 x 映

射到高维线性特征空间F 中:

Υ:R
N
※F

x ※ Υ(x)
(2)

然后在高维线性空间中解决问题。

由式(1)可以看出 ,对一个待预测的样本作分

类识别时 ,分类函数只是将该样本与支持向量作

内积 ,因此 ,在通过非线性映射 Υ后的高维线性

空间中 ,最优分类函数具有与式(1)相同的形式:

f(x)=sgn(∑
n

i =0
y iα

0
i [ Υ(x)· Υ(x i)] -b0)(3)

高维空间中的内积可定义为:

K (x i , x j)∶= Υ(x i)· Υ(x j) (4)

K (x i , x j)称为核函数 ,它的选择需要满足 Mercer

条件
[ 4]

。在核函数理论下 ,式(3)可表示为:

f(x)= sgn(∑
n

i =0
yiα

0
iK (x , xi)-b0) (5)

　　以上支持向量机方法的思路可用图 2表示。

图 2　支持向量机方法的框架

Fig.2　Diagram of Suppo rt Vecto r Machines Method

支持向量机方法中引入核函数的优势在于求

解高维空间中内积时 ,没有必要知道映射 Υ的具

体形式 ,而只需通过式(4)计算即可 。这样即使特

征空间变换后的维数较高 ,计算的复杂度也不会

增加很多 ,适合于原始特征维数较高的识别问题。

不同的内积核函数 K 将导致不同的支持向

量机算法 ,常见的核函数包括多项式内积函数 、径

向基函数 、S型内积函数等[ 3] 。

目前 ,支持向量机方法在影像的分类识别[ 5] 、生

物医学诊断[ 6]等应用领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　支持向量机方法在特定目标检测
中的应用

3.1　试验背景及准备

本文将支持向量机方法应用于航天遥感影像

中军事目标的检测 ,并对一类特定的目标———某

型号的军事飞机进行识别检测 。

试验采用的数据是美国 QuickBird 卫星影

像 ,分辨率为 0.6m ,原始数据为 24bit 真彩色影

像。由于本试验主要是基于影像灰度信息进行目

标检测 ,对颜色信息的利用不是很高 ,本文仅采用

了灰度影像数据进行识别 。

试验的目的在于通过有针对性地提取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中特定目标的基本特征 ,应用支持向

量机分类器进行目标检测 。试验探讨了该方法作

为目标检测基本手段的可行性 、可靠性和优越性。

通过与其他方法对比目标的检测率 、虚警率和检

测时间等指标 ,反映了支持向量机方法在影像目

标检测中的实用性。

在目标的检测质量方面 ,检测率 η表示为影
像中被正确识别的目标数目 nd 与实际存在的目

标数 nobj的比值;检测的虚警率 ηe表示为错误检

测的目标数 ne 与实际检测区域数的比值 ,或者错

误检测的目标数与影像中存在的目标数 nobj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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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本文采用后一种指标 。

3.2　基于支持向量机方法的检测步骤和结果

试验通过支持向量机分类器对目标和非目标

两类样本进行学习 ,建立最优的分类模型 ,然后对

待侦察影像中的子区域进行逐一验证 ,从而检测

出所有的特定目标。目标检测试验的步骤如下。

1)样本的选择和特征提取。本文感兴趣的

军事目标是某型号运输机 ,由于光照 、位置的不同

和隐蔽的需要 , 在影像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图 3)。对应 的非 目标实 体包 括自然 景观

(图 4(a)、4(b)、4(c))和不感兴趣的人造目标

(图 4(d))。基于影像的高分辨率 ,目标在影像中

约为 50像素×50 像素大小 。试验中 ,分别从原

始影像中选取了 20 例特定目标和非目标影像作

为支持向量机分类器的训练样本。由于目标影像

和非目标影像的灰度信息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布 ,

试验将样本影像的灰度值序列作为支持向量机的

输入向量 ,将其作为检测目标的基本特征。

图 3　目标影像

Fig.3　Object Images

图 4　非目标影像

Fig.4　Non-object Images

2)支持向量机模型的训练 。本文的分类器训

练程序采用的是 LIBSVM 开发函数库[ 7] ,使用的

核函数为径向基函数。试验表明 ,该核函数的分

类效果略优于其他核函数 ,得到的最优分类器的

支持向量数目为 15。

3)利用训练得到的分类器对影像中区域进行

逐步扫描 ,可以比较准确地检测出感兴趣的军事

目标 ,如图 5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背景的复杂性 ,初始的非

目标样本并不能代表全部的背景信息 ,因此可能

会将某些区域误判为目标 。从图 5中可以看出 ,

除了有感兴趣的目标飞机被检测到以外 ,还有一

些非预期的区域被检测为目标 ,如图 5 中白色箭

头所指 ,这样增大了检测的虚警率 。因此 ,将这些

误检的区域作为非目标样本反馈到分类器的学习

过程中 ,能在检测过程中有效地控制虚警的出现 ,

图 5　基于支持向量机方法的目标检测结果

Fig.5　Detecting Result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Me thod

这在后续试验中得到了验证。

表 1列出了支持向量机检测方法和两类传统

的模板匹配算法对同一幅影像检测的结果对比。

试验表明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检测方法检测时间

短 、识别率高 ,虚警率也比较低 。而某些模板匹配

的算法虽然识别率和虚警率上能够满足要求 ,但

是运行的效率显然达不到实时检测的需要。同

时 ,模板匹配方法还存在识别参数选择困难等未

解决的问题。

表 1　支持向量机方法和模板匹配算法的结果对比

Tab.1　Comparison Betw een Detecting Results Based on

SVMs and Template Ma tching

检测方法 检测率/ % 虚警率/ % 检测时间/ s

支持向量机 90.7 24.1 9

模板匹配(比值法) 88.9 0 100

模板匹配(差值法) 63.0 42.6 176

3.3　方法的改进及其检测结果

从以上试验结果看出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检

测方法能在影像中有效地检测到感兴趣的目标。

但是基于上述特征的方法在目标物体位置发生旋

转时 ,检测效果不是很理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可以适当加大训练样本数量 ,使训练集尽量包括

所有旋转角度上的样本 ,但同时也增加了分类器

训练阶段的复杂度。另外还可以提取一些旋转不

变的特征进行识别 ,例如目标的几何 、统计特征。

根据问题的复杂度 ,特征的获取和选择本身就是

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 ,也增加了图像预处理阶段

的工作量 。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目标局部像素的识别方

法。图 6中 ,选取感兴趣目标中心位置的像素作

为识别特征 ,可以观察到 ,无论目标如何旋转 ,中

心位置的像素具有类似的灰度特性 。

采用相同的分类器 ,根据中心像素特征进行

914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4 年



图 6　局部像素特征的相似性

Fig.6　Local Pixel Features and Similarity

训练和识别 ,得到支持向量为 8的最优分类器 ,对

旋转后的影像检测结果是非常理想的 , 见图 7。

为适应篇幅 ,对原图进行了裁剪和缩小 。

图 7　利用改进的特征对旋转影像的检测结果

Fig.7　Detecting Result fo r Rotated Image

Using Improved Features

3.4　结果讨论

以上试验表明 ,基于支持向量机方法的目标

检测思路是可行的 ,特别是针对像素级这一类高

维特征 ,识别效率和准确程度都非常理想 。试验

过程中还发现 ,分类器能够在偏移目标几个像素

的范围内对目标进行准确的识别 ,说明该方法在

检测时还具备一定鲁棒性。在检测过程中 ,没有

必要进行逐像素的检验 ,可以以一个较大的尺度

进行“跳跃”性搜索 ,这也提高了检测的速度。

试验还表明 ,为了减小检验的虚警率 ,支持向

量机方法还能对不同的人造目标进行有效的区分

判别。因此 ,该方法未来也可以应用于影像中特

定目标的分类和检索 ,这也是目前支持向量机方

法应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

　　需要指出的是 ,支撑向量机本身就是一个十

分优秀的分类器 ,在某种程度上 ,基于SVMs的分

类结果较常用的分类器(如神经网络分类器)要优

秀一些 ,因此 ,可以在充分利用研究对象的基本特

征(如影像的纹理 、颜色 、几何特征等)的基础上 ,

用 SVM s分类器解决模式识别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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