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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多时相多通道遥感影像的变化检测问题 ,引入了多元统计中的典型相关分析方法 , 对遥感影像进

行典型变换 ,并采用最小噪声比率变换对典型变换结果作后处理 ,得到差异影像 , 初步解决了将变化信息集中

到少数分量中的问题。实验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并与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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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检测就是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中提取

和分析变化信息的技术。近年来 ,变化检测已成为

多时相遥感影像分析的热点课题 ,研究人员提出了

许多检测方法[ 1] 。这些方法通常可分为分类后比

较方法和像元光谱直接比较方法 。前者是将多时

相遥感影像分别分类后比较分类结果 ,得到变化信

息;后者一般首先对获取的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作

某种变换 ,得到差异影像 ,然后对差异影像进行分

析以确定发生变化的区域或特征 ,最后利用分类技

术提取变化类型信息
[ 2]
。研究表明 ,各种变化检测

方法都有其优势和缺陷 ,目前尚没有一种方法最

优 ,并适合于所有情况
[ 3]
。

多通道获取地物信息已成为现代遥感技术发

展的主流方向之一。在光学遥感方面 ,光谱波段数

目从几个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在雷达遥感中 ,新

型传感器的发展趋势是具有多波段 、全极化成像的

能力。相对于单通道的遥感数据(如航空影像),多

时相获取的多通道遥感影像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

的变化信息 ,但这些信息通道间通常存在着一定的

相关性 ,造成了数据的冗余和信息的分散 ,因此需

要消除冗余 ,集中有用信息 ,以利于对信息的判读 、

解译和可视化。传统的基于单通道遥感影像的变

化检测技术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因而需要寻求新的

方法来解决变化信息集中的问题。

针对多通道遥感影像变化检测的特点和要

求 ,本文引入了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典型相关分析

方法(canonical co rrelation analy sis , CCA)。本文

方法属于多元统计中的正交变换方法。

1　主成分分析变化检测

主成分变换的基本问题是准确估计多元随机

变量的分布矩阵 ,求解分布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 ,以特征向量作为变换矩阵对原始数据作线

性变换 ,得到方差依序递减的相互正交的一系列

信息分量 。主成分变换对信息的集中程度可用对

应于最大特征值的前几个分量的方差之和占所有

分量方差之和的比例来描述。主成分变换对信息

的集中能力使得它可用于多时相遥感影像的变化

检测。Fung 和 Gong 等先后将主成分变换应用

到变化检测中[ 4 ,5] ,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和

有效性。

基于主成分变换的变化检测方法存在着两个

缺陷:①主成分变换依赖于各个随机变量的测量

尺度 ,因而对测量设备的增益变化和测量数据的线

性辐射畸变(可等效为线性变换)敏感 ,当待检测的

多时相遥感影像在这些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时 ,检

测结果会出现较大偏差;②应用于遥感影像变化

检测时 ,主成分变换只考虑了随机变量在特征空间

的分布 ,而未考虑它们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特性 ,

这样就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噪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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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变化检测的典型相关分析方法

　　Nielsen等提出了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多元

变化检测方法(multivariate alteration detection ,

MAD),应用于多时相 、多光谱的 NOAA/AVHRR

和 Landsat MSS遥感影像的变化检测 ,取得了令

人满意的结果[ 6] 。廖明生等将这种方法应用于

多时相 AVHRR影像的洪水灾害变化监测 ,得到

的洪水淹没分布与真实值很接近
[ 7]
,说明了该方

法的应用潜力。

MAD变化检测方法可表述为:

X

Y
※M

M =αTX -βT Y

式中 , X 和 Y 分别代表两时相多通道遥感影像的

多元随机变量;α和 β 为线性变换系数向量。此

变换在满足归一化约束条件 var{αT X}=var

{βT Y}=1的前提下 ,使得 var{M}最大化。 αT X

和 β
T
Y 分别称为两时相的典型变量(canonical

v ariate , CV),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称为典型相

关系数 ,而 M 称为状态变化的 MAD变元 。变换

的关键在于找出满足约束条件的变换系数向量 α

和 β ,使 αTX 与 βT Y 相关性最小 ,而这可以借助

于多元统计中的典型相关分析[ 6]来求解。

可以证明 , MAD变元具有如下重要特性
[ 7]
。

1)各分量信息量依序递减;

2)不同的 MAD变元分量相互正交 ,反映不同

的变化信息;

3)与PCA中的主成分不同 ,MAD变元是线性

变换的不变量 ,这意味着它对诸如测量设备的增

益 、线性辐射畸变等不敏感 ,因而可适用于成像条

件存在差异的多时相多通道遥感影像的变化检测 。

可以看出 ,MAD变换实质上是把影像 X 与 Y

之间的差异总信息分配到互不相关的 k 个变量 Mi

(i=1 ,2 , … , k)上 ,以达到在最大限度保持这一差

异的总信息量不改变的情况下 ,检测出 X 与 Y 的

差异 ,即状态从时间 t 1经历到 t2所发生的变化
[ 7] 。

3　检测结果的 MNF后处理

从理论上来说 ,基于 MAD变换的多元变化

检测过程得到的结果分量中 ,第一分量应包含了

最大的变化信息 ,其余分量所含的变化信息依序

递减 。但实际上 ,遥感影像往往含有噪声 ,通常假

设噪声为与信号不相关的随机变量 ,在作 MAD

变换时 ,不相关的噪声会向对应于较低相关系数

的MAD分量集中 ,对这些本应包含大部分变化

信息的分量造成污染 ,使得变化信息的分布偏离

理论模型 ,影响变化检测结果的正确解译。

为解决上述问题 ,引入了另一种统计正交变换

———MNF 变换(minimum noise f raction),对 MAD

变换得到的结果进行后处理 ,以最大限度地分离噪

声和信号 ,集中突出变化信息 ,便于解译分析。

MNF变换与 MAD一样 ,是线性变换的不变量 。

MNF 变换最早由Green等提出[ 8] ,它与主成

分变换类似 ,都是针对一组多元随机变量构造线

性变换 ,使得变换后的各分量互不相关 ,不同之处

在于 ,MNF 各分量的信噪比而不是方差依次递

减。这里将信噪比作为衡量影像质量的量化指

标 ,其定义如下:假设 p 维影像数据Z(x)(x 为

观测位置变量)由互不相关的信号 S(x)和随机噪

声 N(x)两部分组成 ,不妨假定为加性噪声 , 即

Z(x)=S(x)+N(x)。实际上 ,如果为乘性噪声

(如雷达影像中的斑点噪声),可取对数转化为加性

噪声。影像第 i(i=1 ,2 , …, p)个通道的信噪比定

义为:

RSNR
i
=
var(S i(x))
var(N i(x))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讨论的噪声不包括周期

噪声 ,如条带噪声 ,此类噪声通常可通过傅立叶变

换加以去除。

MNF 变换就是要找出线性变换的系数向量

αi ,使得变换后的分量 α
T
iZ(x)满足:

cov(αTiZ(x), α
T
jZ(x))=0 , i ≠ j

R SN R
1
≥R SNR

2
≥… ≥R SN R

p

R SN R
1
=
var(αTiS(x))
var(αTiN(x))

　　设定约束条件 var(α
T
i)N(x))=1 ,则可用拉

格朗日乘数法转化为广义特征值求解 αi =

λiNαi(i =1 , 2 , … , p),其中 , 和 N 分别为

Z(x)和 N(x)的协方差矩阵;αi 为特征向量 ,即

所求的线性变换系数向量;λi 为特征值 ,即变换

所得的第 i 分量的信噪比 。

4　实验结果与讨论

4.1　实验数据及预处理

本文选取覆盖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两景

Landsat5 TM 影像作为实验数据 ,轨道号/景号为

121/034 ,成像时间分别为 1996 年 9 月 20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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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6月 25日 。通过选取同名点将两幅影像

几何配准到±0.5 像元后 ,剪裁成如图 1所示的

256像素×256像素大小的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

位于山东省东营市 ,主要地表覆盖类型包括城市 、

郊区 、农田 、植被和水体等 , 实验选取 TM 1-5 和

TM7波段 ,空间分辨率为 28.5m 。没有对两时相

影像作辐射归一化处理 ,而是直接使用原始影像

数据作为实验对象。

图 1　研究区域原始影像

Fig.1　Original Imageries of the Study A rea

4.2　结果与讨论

本实验的目的是检验基于典型相关的 MAD

变化检测及 MNF 后处理方法的有效性 ,并与

PCA方法作初步的比较 ,这里采用的是差值主成

分分析(DPCA)方法。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实

验没有实现完整的变化检测流程 ,而只是生成了

差异影像 ,并对差异影像进行了初步的定性和定

量评价。

图 2给出了各种变换的结果影像 ,第 1列和

第 2 列分别为典型相关分析得到的 1996 年和

1999 年的 CV s(典型变量), 从上到下依次为

CV1 、CV2 、…、CV6 ,两时相 CV 之间的相关性依

次递减;第 3 列为 MAD 变量 ,从上到下依次为

MAD1 、MAD2 、…、MAD6 , 由两时相 CV 分别逆

序排列后依次相减所得;第 4列为对 MAD变量

作 MNF 后处理的结果 ,从上到下依次为 MNF/

MAD1 、MNF/MAD2 、 …、MNF/MAD6 , 对应的

信噪比依序递减;第5列为DPCA结果 ,从上到

图 2　变换结果影像

F ig.2　Imageries T ransformation Results

下依次为 DPC1 、DPC2 、…、DPC6 ,对应的方差依

次递减 。差异影像的像元值为有符号浮点数 ,值

越接近于零 ,对应地点未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大;

反之 ,则很有可能是发生了变化的区域 。为了更

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以 MNF/MAD1分量为例 ,对

像元取绝对值 ,得到图 3(a)所示的图像 。图像中

白色表示可能发生了变化的区域 ,而黑色表示未

发生变化或变化很小的区域 ,其中标号 A 和B 分

别指向一条新修的公路(胜利路)和一片新建的建

筑区(东城商贸城),这从 2000年东营地图对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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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影像中可以看出 ,在东营年鉴中也可找到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实验选取的两幅影像存在长

达三个月的季相差异 ,由此引起的伪变化 ,即地表

覆盖类型未变而光谱反射特性发生变化的情形 ,

在图 3(b)中也被高亮地显示了出来 ,如 C 、D 、E

区域 。实际上 ,在两个时相都是农田时 ,这种伪变

化需借助辅助数据才能加以鉴别。

图 3　变化信息示意图

Fig.3　Illustration of Change Information

　　结合两时相的原始影像进行目视解译和对比

分析可看出 ,单独的 MAD 并没有像理论分析那

样将主要的变化信息集中到前几个分量 , 而

DPCA 和 MNF/MAD对变化信息的集中程度较

高 ,前三个分量集中了绝大部分变化信息 。图 4

描述了各种变换对变化信息集中程度的定量评价

指标 ———累积分量方差百分比 。可以看出 , MAD

变换对方差的集中程度不高 ,前三个分量只占方

差总量的 65%。结合图 2判断 ,造成这一问题的

原因主要是影像中含有与信号不相关的噪声 ,

MAD变换时 ,噪声向对应较低典型相关系数的典

型分量集中 ,淹没了真正的变化信息 。而 DPCA

和 MNF/MAD的方差集中程度较高 ,前三个分量

分别共占到 98%和 83%,而且反映了大部分时相

间的差异 ,对变化检测而言是有效的。

表1 给出了 MNF/MAD和 DPCA 各结果分

量与两时相原始影像各波段之间的相关系数 。

图 4　三种变换结果累计分量方差分布

Fig.4　Cumulative Component Variance Distribution of Three T ransformation Results

根据 Landsat5 TM 各波段所反映的物理意义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 MNF/MAD1 分量与 1996 年的

TM1 、TM3波段正相关 ,而与 1999年的 TM1 、TM3

波段负相关 ,主要反映了人工地物类型特别是建筑

物的变化 ,这也是该地区在 1996年 ～ 1999年间发

生的主要地表覆盖变化;MNF/MAD2分量与 1996

年的 TM2波段正相关 ,与 1999年的 TM2波段负

相关 ,主要反映了农田 、水体等的变化;MNF/

MAD3分量与1996年的 TM3波段正相关 ,与TM4

波段负相关 ,而与 1999年的 TM3波段负相关 ,与

TM4波段正相关 ,应该主要反映了植被的变化;

MNF/MAD4分量与 1996年的 TM7波段正相关 ,

与1999年的 TM7波段负相关 ,反映了部分人工地

物的变化;最后两个分量包含了大量的噪声成分 ,

反映地物类型变化不明显。DPC1与 1999 年的

TM2波段正相关;DPC2与 1996年的 TM1波段正

相关;DPC3 与 1996 年的 TM3 波段负相关 ,与

TM4波段正相关 ,而与 1999年的 TM4 、TM5波段

负相关 ,说明这些分量所反映的地物类型变化都不

明显 。后三个分量所含的方差很小 ,多为噪声成

分 ,所反映的变化信息较少 。

由以上实验结果和讨论可以初步得出:①由

于不相关的噪声影响 ,单独的 MAD 变换难以有

效分离出变化信息并集中到少数分量中 ,而经过

MNF 变换后处理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②在信

息集中程度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从统计学意义上

看 ,MNF/MAD的前几个分量通常具有较明显的

物理意义 ,能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反映不同地物类

型的变化 ,而 DPCA 不具有这一特性。

本文介绍的几种基于正交变换的多元遥感影

像变化检测方法 ,基本上解决了变化信息集中的

问题。而对其他类型遥感数据的适用性和有效

性 、变化区域的提取(确定变化阈值)、变化类型的

判断 、检测精度的评价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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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换结果与原始影像波段间相关系数

Tab.1　Correlations Between T ransformation Results and O riginal Imagery Bands

相关系数
1996各波段原始数据 1999各波段原始数据

TM1 TM2 TM 3 TM4 TM5 TM7 TM1 TM2 TM 3 TM4 TM5 TM7

变

换

结

果

分

量

MNF/MAD1 0.329 0.155 0.256 0.056 -0.080 0.098 -0.315 -0.185 -0.256 -0.056 0.080 -0.098

MNF/MAD2 -0.127 0.392 -0.122 0.077 -0.040 -0.035 0.161 -0.378 0.123 -0.078 0.040 0.035

MNF/MAD3 -0.133 0.049 0.398-0.345 0.054 -0.211 0.137 -0.036-0.398 0.345-0.053 0.210

MNF/MAD4 -0.136 0.003 0.198 0.148 0.200 0.527 0.136 0.010-0.199 -0.147-0.201 -0.529

MNF/MAD5 0.101 0.058 -0.213-0.458 0.282 0.204-0.095 -0.066 0.213 0.456-0.282 -0.203

MNF/MAD6 -0.052-0.017 -0.022-0.218 -0.556 0.260 0.051 0.022 0.022 0.217 0.556 -0.260

DPC 1 -0.182 0.013 0.140-0.171 0.064 -0.222 0.250 0.552 0.302 0.177-0.143 0.011

DPC 2 0.591-0.143 0.196 0.034 -0.055 -0.078 0.031 0.291-0.122 -0.031-0.123 -0.220

DPC 3 0.063 0.044 -0.481 0.308 -0.020 0.268 0.053 0.159 0.268 -0.420-0.305 -0.122

DPC 4 -0.267-0.386 0.095-0.116 -0.123 0.502-0.002 -0.161-0.280 -0.126 0.049 -0.485

DPC 5 0.154-0.034 0.136 0.017 0.606 0.143 0.186 -0.221-0.013 0.240-0.556 -0.104

DPC 6 -0.005 0.174 0.305 0.468 -0.102 -0.005 0.241 0.174-0.333 -0.315-0.186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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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approach based on canonical co rrelation analysis in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is

int roduced to change detection of multi-tempo ral/multi-channel remo te sensing imagery.The

basic idea is to take multichannel remo te sensing imageries acquired at different times as g roups of

random multivariates , then const ruct linear combinations to explor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m ,

thus finding out biggest dif ferences over the time span.

In our approach , MAD transfo rmation is f irstly conducted on orig inal imageries to produce a

difference image , then MNF transformation is utilized as a postprocessing step to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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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处理 7种模式的快速运动估计算法 ,极大地减

少了编码器耗费在运动估计中的计算量 ,使 H.264

成为一个实用的视频编码技术提供了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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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fast algori thm (PFS) applicable to H.264 is proposed:utilizing one dimension

pro jection to eliminate unw anted positions.The algo rithm can make 7 modes of motion estimation

perform almost simultaneously.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 rithm is up to

6 times faster than the exhaustive search algorithm , with almost identical perfo 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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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te noise f rom signal in difference images , and change inform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concentrated into a few components of the final result.Another chang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PCA is also described brief ly fo r comparison.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a case study using Landsat5 TM imageries are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the ef fectiveness of our method.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relation betw een results

and original imagerie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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