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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在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方法中采用遗传模糊犆均值（ＦＣＭ）进行样本预

选取的方法，旨在保留最优分类超平面附近的样本点，去除远处样本点，使训练样本集减小，消除冗余，从而减

小所需内存。并以航空影像中的居民地为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按比例减少样本集后的分割结果与用原样

本集的基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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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上正在广泛开展对ＳＶＭ 方法的

研究，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对提高训练和测

试速度的研究［１～７］。

ＳＶＭ分类只与训练样本中的支持向量（ＳＶ）

有关，ＳＶ最终决定了决策函数。按照ＳＶＭ
［８］理

论，ＳＶ集合包含了所有解决分类问题的信息，并

且ＳＶ位于离超平面较近的位置。一般情况下，

ＳＶ只是训练集中的一部分，然而在优化学习过

程中，将大量时间花费在了非ＳＶ的优化上，这就

有必要对样本进行必要的预处理，即减小样本集。

通过减小样本集，使ＳＶ所占比例提高，也使优化

学习过程更有效地集中在ＳＶ的优化上。同时，

减小了样本集，也减少了内存的开销。本文提出

采用遗传模糊犆均值进行样本预选取的方法。

１　犉犆犕样本预选取方法

ＦＣＭ 聚类算法由 Ｄｕｎｅ导出
［９～１２］，后 经

Ｂｅｚｄｅｋ归纳并推广完善
［１３，１４］。ＦＣＭ 目标函数的

形式为：

ｍｉｎ犑犿（犝，犞）＝∑
犾

犽＝１
∑
犖

犻＝１

（狌犻犽）
犿（犱犻犽）

２ （１）

式中，犝 是图像的模糊划分，即隶属度矩阵；犞 是

犖 个聚类中心（作矢量处理）组成的集合；狌犻犽为第

犽个像素相对于第犻个聚类中心的隶属度，即犝

的犻行犽列；犾为像素的个数；犱犻犽为任何一种形式

的内积（即第犽个像素相对于第犻个聚类中心犞犻

的内积）。选择犝、犞，使犑犿 达到最小。目标函数

的值是样本数据到犖 个聚类中心的平方距离的

加权累计和，权由犿（加权指数）和模糊隶属度函

数值共同确定，犿＝１时，为硬分类，犿 增大，聚类

的模糊性随之增强，即犿的不同取值将决定聚类

的模糊程度。犑犿 的值反映在某种差异性定义下

的聚类紧致度，犑犿 越小，聚类越紧致。

ＦＣＭ算法受初始值的影响，聚类结果往往只

能为局部最优，若只是简单地对不同初始值多次

执行该方法，然后选择其中的最优结果，其运算量

很大。若将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能力的遗传算法

和ＦＣＭ 结合，通过遗传算法可以使群体中的个

体一代代地得以优化，并逐步逼近最优解，比单纯

地多次执行聚类算法要快速、有效。

遗传ＦＣＭ样本预选取方法是对类别中心进

行编码，把样本影像的聚类中心直接作为待定的

聚类中心，而不是简单地利用算术平均值作为聚

类中心，选取两类中间的样本进行样本的预选取。

由于影像地物要素复杂，为了简化分割，本文以居

民地为例，验证遗传ＦＣＭ样本预选取方法。

遗传ＦＣＭ样本预选取的步骤如下。

１）根据样本影像的类别确定类别数犖（取为

４），并对每一类样本作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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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实数直接编码的方式，将每一样本的１７

维特征值组成一个实数码串。实变量本身就是编

码，其解码与编码一样，这种编码主要用于包含对

多个分量的解向量的形式。本文样本是１７维的

特征，其编码形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实数直接编码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Ｃｏｄｉｎｇ

３）计算每一类样本的均值，将其作为初始聚

类中心犞０。

４）按照式（１）计算每一样本的适应度函数值

（犿＝２），在每一类样本中选取狆个距离犞０ 最近

的样本作为父代。

适应度函数是判断一个优化问题质量好坏的

量化判据。不同的优化问题，适应度函数有不同

的表达形式。依题意，个体至群体中心的距离越

小越好。

５）在每一类中复制２个最好的样本，淘汰２

个最差的样本，形成新的群体。

按式（１）计算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函数值，按优

胜劣汰的原则将适应度小（犑犿 值大）的个体删去。

为保证每代群体大小固定不变，将适应度高（犑犿

值小）的个体进行复制，复制个数与删去个数相

同，从而产生一个新群体。

６）按照交叉率等于３０％和变异率等于５％

的方式进行单点式的交叉（如图２所示）和均匀性

变异，形成新的群体，计算新的犞０。

图２　单点交叉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设犆＝（狓１，狓２，…，狓１７）是父代，犆′＝（狕１，狕２，

…，狕１７）是变异产生的后代。均匀性变异则是先

在父代向量中随机地选择一个分量，假设是第犽

个，在其定义区间中均匀随机地取一个数犵代替

狓犽，以得到犆′，即

狕犻＝
狓犻，犻≠犽

犵，犻＝｛ 犽

　　图３中，取犽＝２，则狕２＝ｒａｎｄｏｍ（０，１）×（０．５

－０．１）＋０．１＝０．４８００５００。

图３　均匀性变异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７）检查停机准则。迭代次数大于等于５００，

或两次求得的聚类中心的距离小于等于０．００１，

如满足，即停止；否则，转向第４）步。

８）将最后一代群体中适应度最大的个体作

为遗传算法所寻求的最优结果，即此类的聚类中

心犞０。

９）计算每一样本到本类中心的距离，并按从

大到小排序，记入数组犃；再计算每一样本到另一

类中心的距离，并按从小到大排序，记入数组犅。

将犃 和犅 中前犖 个共同的样本作为选择的样

本，这犖 个样本是距离本类中心最远，同时离另

一类中心最近的样本。保留这犖 个样本，舍弃其

他样本，执行样本的预选取。

２　试验与分析

试验选取了武汉地区的一组２３ｃｍ×２３ｃｍ

的黑白航空影像，摄影比例尺为１∶３５０００，影像

的扫描分辨率为５０８ｄｐｉ。选择的训练样本集中

的样本数为６３１（居民地样本数为１５８，非居民地

样本数为４７３），对每一个样本计算了它的１７个

纹理特征值：方差、扭曲、突出度、能量、绝对值和

１２个纹理能量特征
［１５］。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一般性，试验从不同航片

上截取了多幅含有居民地的影像，对样本集进行

了样本预选取试验。试验表明，先用样本预选取

方法消除样本集冗余，然后用ＳＶＭ 训练样本集，

影像分割的结果是可行的。几幅影像的结论相

似，限于篇幅，文中只列出了其中一幅，见图４。

图４（ｂ）为用原样本集进行ＳＶＭ 分割的结果，根

据遗传ＦＣＭ 样本预选取步骤，对样本集进行了

样本预选取，构成新样本集，这些新样本集与原样

本集相比，每一类都是按比例减少的，新样本集占

原样本集的９０％～３０％。图４（ｃ）～４（ｉ）表明，按

比例减小样本集，直到样本集的４０％都是可行

的，分割结果与用原样本集的基本一样。

　　表１是图４的居民地识别结果统计。从表１

２２９



　第３０卷第１０期 徐　芳等：支持向量机中遗传模糊Ｃ均值的样本预选取方法

图４　不同样本集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ｅｔｓ

可知，影像在原样本集减少至４０％时，分割结果

与用原样本集相比，最大差为６．７３１％，因而，按

比例缩小样本集是可行的。样本集减小至原样本

集的９０％～４０％，其迭代次数和ＳＶ个数变化不

大，样本集减少后的分割结果与用原样本集的分

割结果也相差不大；当样本集减少至原样本集的

３０％，其迭代次数和ＳＶ个数变化较大，分割结果

不好。

表１　 图４的居民地识别结果统计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ｉｇ．４

所用样本集
所用样本集的

识别面积（像素个数）
不同的像素个数 相同的比率／％ 迭代次数 ＳＶ个数

　　原样本集 ５６６５ ２０３ １０９

９０％原样本集 ５６７０ ５９ ９８．９５９ １９１ １０９

８０％原样本集 ５６７０ ５９ ９８．９５９ ２００ １０９

７０％原样本集 ５６４６ ７７ ９８．６４１ １９８ １１１

６０％原样本集 ５７３５ １４２ ９７．４９３ １７４ １０８

５０％原样本集 ５６０２ １４１ ９７．５１１ １６８ １０６

４０％原样本集 ５５２０ ２１３ ９６．２４０ １５２ １０５

３０％原样本集 ３９５０ １７１７ ６９．６９１ １２４ ９８

３　结　语

遗传模糊犆均值进行样本预选取的方法，旨

在保留最优分类超平面附近的样本点，去除远处

样本点，使训练样本集减小，消除冗余。从试验结

果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的样本集，样本集减小比例

略有不同，但样本集都是可以减小的，只要减小后

的样本集进行ＳＶＭ 训练的迭代次数和ＳＶ个数

变化不大，决策函数就变化不大。通过减小样本

集，使ＳＶ所占比例提高，也就使优化学习过程更

有效地集中在ＳＶ的优化上，同时，减小了样本

集，也减少了内存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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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５年《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英文版）》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为我国惟一的英文版测绘专业学术期刊。其宗旨是：立足国

内，面向国际，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绘理论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

流。本刊内容包括综述和展望、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本领域重大科技新闻等，涉及测绘研

究的主要方面，尤其是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及其集成等。收

录本刊的数据库包括ＣＡＳ、Ｐ等，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４８，国外代号：ＱＲ１５５６。Ａ４开本，８０

面，定价１０元／册，逢季末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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