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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光谱和高光谱影像的纹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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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纹理概念 , 指出纹理是地物目标光谱空间到二维投影空间的映射模式 , 以表述多波段

影像或高光谱影像的纹理 ,并蕴含了单波段或黑白影像纹理概念。同时 , 提出了实现空间映射的几种编码方

式 ,即基于光谱相似性分析的编码 、基于光谱空间密度分析的编码 、以影像主成份分析为基础的编码 、空间相

关性的编码等五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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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纹理是影像的一个重要属性 ,在影像分

析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对于目标特征的提取

和各类目标的识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纹理

的概念和纹理分析的方法 ,人们已进行了相当深

入的研究 ,在相关的教科书和文献中 ,已作了十分

充分的总结。当人们只是面对黑白影像或者单波

段影像以及彩色影像时 ,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清楚 ,

可以采用许多方法进行纹理分析 ,只不过对彩色

影像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它包含三个彩色分量 ,要

用矢量分析的方法。如果面对具有更多的波段甚

至超多波段的遥感影像 ,怎样进行纹理分析是一

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随着遥感科学与技术的发

展 ,人们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多光谱影像数据和

高光谱影像数据 ,纹理的概念问题和分析方法问

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

1　纹理的概念

以往纹理的概念是建立在黑白影像或单波段

影像基础上的 。人们认为 ,纹理是一种微观上无

序而宏观上有序的 ,是灰度变化或排列的某一方

式或模式 ,是灰度变化频率的一种表现 。虽然目

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但概念描述基本上一致。

对于彩色影像的纹理也基本上延续黑白影像纹理

的描述方法 ,只是将灰度改为色彩而已 。但是 ,对

于四个波段以上的影像 ,特别是几十个 、上百个波

段的高光谱影像 ,怎样描述影像的纹理和进行纹

理分析 ,就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 。

笔者曾于 1998年[ 1]阐述了多光谱影像纹理

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认为纹理可以作为光谱影像

空间中地物光谱特征分布的一种描述 ,试图将单

一波段和多波段的纹理概念统一起来 ,并引申到

高光谱影像。现在看来 ,当时的提法还不够全面 ,

或不够清楚。多光谱 、高光谱影像是地物光谱信

息的表达 ,影像上每一像元的几个波段或超多波

段的灰度数据是地物反射或辐射光谱信息数据的

集合或光谱矢量 ,单波段影像数据则可以认为是

这一光谱矢量的特殊表现 ,即分量个数为 1时次

的光谱矢量。每个光谱矢量在光谱空间中都有一

个特定位置 ,可以认为是其中的一点 ,不同地物的

光谱矢量在光谱空间中的位置是不同的 ,即位置

分布不同 ,但某些情况下会比较接近 。相同类型

地物的光谱矢量在光谱空间中位置相同或者十分

接近 ,也有位置差异较大的情况。在考虑影像纹

理时 ,人们是在二维空间上看影像的灰度或色彩

元素排列 、分布情况 ,这个二维空间是由一张像片

或计算机显示屏幕上的影像所形成的 ,是各种像

元分布的二维平面。几乎所有的纹理概念和纹理

分析的方法都出于这样一个二维平面。既然在这

个平面上 ,所有像元的信息都是地物(或其他目

标)光谱信息 ,或光谱矢量的表现形式 ,那么 ,所谓

纹理就是光谱空间中地物目标光谱矢量在另一个

DOI :10.13203/j.whugis2004.04.003



二维空间上的重新排列 ,或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分

布。所谓另一个二维空间就是地物平面 ,这里暂

且把它称为地物分布二维空间 。这样 ,纹理就是

地物光谱空间中的点到地物分布二维空间的一种

“映射模式” 。不同的映射模式就是不同的纹理。

文献[ 1]仅仅提到了光谱空间中地物光谱特征分

布的一种描述 ,是比较含糊的 ,主要是分布并没有

明确界定是在光谱空间中 ,还是在地物分布的二

维空间中。如果是指前者 ,那仅仅是光谱空间中

的地物光谱矢量分布 ,反映的是不同类型地物的

光谱属性 ,并不是纹理概念所体现的“分布” ,只有

后者才是比较准确的 。

进一步考虑地物分布的二维空间 ,还应作具

体的说明。应当指出 ,这个二维空间一般是指具

体的影像所反映的实际地物(或其他目标)及其所

处的环境(或背景)的二维空间 ,是一个局部的地

物空间。但进行纹理分析所面对的二维空间并非

实际的地物空间 ,而是这个二维空间的投影 ,或称

实际地物二维分布的投影空间 。至于具体的投影

方式 ,由影像获取的方式决定 ,这里不加考虑 。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得到纹理概念 ,也可以说

是它的定义。影像纹理是地物(或其他目标)在光

谱空间中的表征点到地物(或其他目标)分布二维

投影空间的映射模式 ,或映射表达方式 。这种映

射是多对多的复杂映射。在光谱空间中 ,地物(或

其他目标)的表征点一般都是多个点 ,其中每一个

点在地物目标二维分布投影空间中都有许多点与

之对应。这里提到其他目标是因为要考虑除遥感

影像外的其他影像 ,如医学影像 、工业影像等 。

在一些有关的文献中 ,曾经将影像分为纹理

影像和非纹理影像两类 ,认为以纹理为特征的影

像才是纹理影像 ,那些不具有丰富纹理 ,即不以纹

理为特征的影像或没有多少纹理特征的影像就是

非纹理影像。这种看法固然有一定道理 ,但笔者

认为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划分。有些影像十分简

单 ,不需考虑纹理即可顺利进行影像分析 。但是

在这种影像中 ,纹理依然存在 ,只不过其纹理所反

映的映射模式比较简单 ,如十分清楚的一幅目标

及其背景的影像 ,影像分析或目标识别过程中只

需考虑其亮度或色彩即可 ,于是人们就将它称之

为非纹理影像 。对于遥感影像来说 ,也可能存在

这种现象 ,如大面积冰雪的影像 ,但对于大多数陆

地影像来说 ,其纹理是非常丰富的 。

2　空间映射编码

既然影像纹理是地物目标在光谱空间中的表

征点到它们的二维投影空间的映射模式 ,那么 ,只

要设法解决其映射方式问题 ,后续的问题就比较

简单了。

设地物目标光谱空间中的点集为 S ,地物目

标二维投影空间为 P 。 S 中的每一个点是地物辐

射(包括反射和发射)量测值矢量 ,通常也可以用

地物光谱响应数值(影像灰度)矢量表示 。地物目

标为 O(X , Y , Z , A),其中(X , Y , Z)是其空间坐

标 ,如某一大地坐标系内的坐标 , A 是其主要属

性 ,那么 , S 到P 的映射关系可以表示为:

P =f(S)={o(i , j)|o(i , j)∈ P ,

o(i , j)=g(l), l = m(s),

s =b(O(X , Y , Z , A)), s ∈ S } (1)

式中 , m 表示成像关系 ,是地物目标光谱矢量 s

到影像像元灰度矢量 l 的表达;s 是地物目标光

谱特征的某种组合方式 ,可能是同一类型的地物

目标光谱特征的组合 ,也可能是不同地物目标光

谱特征的组合;g(l)是将地物光谱响应矢量编码

的结果。很明显 , o(i , j)是二维投影空间中的

点 ,如果能够确定映射关系 f ,即

o(i , j)=g(l) (2)

的表达方式 ,得到二维投影空间 P 中每一元素所

对应地物的光谱响应矢量的代码 ,则这个代码是

对地面上每一地物或地物组合(由像素分辨率所

确定的地块内的各地物)在某一特定时间(影像获

取时间)辐射特性的表示 。这样一来 ,可以用代码

的组合模式表示纹理 ,复杂的多光谱和高光谱影

像纹理分析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现提出如下几

种映射表达方式。

2.1　基于光谱相似性分析的编码

对于多光谱或高光谱影像中每一像元的光谱

响应数值矢量 ,即灰度矢量 ,根据矢量相关性分

析 ,将相关性很强 、差异很小的灰度矢量赋予同一

代码;相关性小 、差异很大的灰度矢量的代码各不

相同 ,由此得到一代码文件。很明显 ,其代码一般

为区间[ 0 ,255]内的数值 。

2.2　以影像主成份分析(主分量变换)为基础的

编码

影像主成份分析在遥感影像分析中具有重要

的价值 ,它是一种正交变换 ,对于数据压缩 、增强

数据的可分性 、提高分析效果是非常有益的 ,可以

在变换之后 ,选其前 3 个或前 N 个(N >3 , N 远

小于波段数 ,由变换后信息量确定)主成份数据作

为纹理分析的基础数据。一般前 3个主成份数据

已包含原数据所有波段信息的 95%～ 99%,甚至

第一主成份数据就具备原始数据 95%以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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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所以仅取第一主成份就基本可以作为原始数

据的“代表” ,直接以它作为“映射”编码的结果。

对于多个主成份数据 ,可以按第一种方式进行分

析 ,也可以按某种简单的矢量分析方法进行纹理

分析 ,如文献[ 2]中所采取的方法。

2.3　以某一分析对象为主的基于某种变换的编

码

对于某些地物目标 ,并非要考虑所有的波段 ,

而只需考虑其中某几个波段 ,因为这些波段是反

映地物目标特征的主要波段 ,如反映植被状况的

近红外波段和红光波段 ,反映不同岩石类型光谱

特征的中红外波段等。以这几个波段进行变换 ,

如植被指数变换 ,其结果可以作为反映地物目标

空间映射的编码 。又如 ,数个中红外波段可按第

一种方式进行 ,也可以作主分量变换 ,取第一主分

量数据作为编码数据 。

2.4　基于光谱空间密度分析的编码

在确定光谱空间密度分析统计单元的基础

上 ,进行局部地物目标光谱空间密度统计分析 ,即

研究对象区域的地物光谱空间密度分析 ,然后确

定编码方案 ,完成空间映射工作。具体的光谱密

度分析方法可参见文献[ 3] 。

2.5　考虑空间相关性的编码方法

以每一像元光谱响应矢量为基础 ,加上邻域

光谱响应矢量相关性或差异性指数进行编码。

图 1为采取这种编码进行纹理分类的结果 ,表明

了方法的可行性 。具体的编码方法将另文介绍。

3　结　语

以上编码方法是目前进行地物光谱空间到地

物分布二维投影空间映射的主要方案 ,有的已作

了初步尝试。在编码的基础上 ,以不同的编码组

合代表不同的纹理 ,即对二维投影空间进行分析。

图 1　采取空间相关性编码进行纹理分类的结果

Fig.1　Classifica tion Result of Tex ture

Coding for Space Correlations

这时可以将许多原有的纹理分析方法引入 ,如灰

度共生矩阵 、纹理能量分析等 ,但数据对象已不是

灰度 ,而是反映地物光谱空间中地物光谱特征的

代码 ,由此得到的纹理特征数据必将为地物目标

类别分析和识别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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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xture of Multi-spectral and Super-dimensional Images

SHU 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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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Luoyu Road, Wuhan 430079 ,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concept of remote sensed image ,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mapping mode of the spect ral space for ground features to the project ive space that is two-

dimensional imaging space.This concept can express w ell the texture info rmation in multi-

spectral and super-dimensional images , as w ell as that in single band image o r black-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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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In o rder to analyze the texture information in multi-spect ral and super-dimensional

images , a necessary w ay is the coding for spect ral vector of every pixel w ith all the spect ral

information.The texture of multi-spect ral and super-dimensional images is based upon that kind

of coding.Several approaches have been proposed fo r the coding of spect ral vector:the coding

based on the spectral similari ty , the coding based on the density analy sis of spectral space , the

coding based on the image analy sis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 etc.The result of tex ture

classif ications based on one way of coding has been given out to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multi-spect ral images;super-dimensional images;space mapping;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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