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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独立分量分析的高光谱影像小目标提取研究

路　威１　余旭初１　刘德刚１

（１　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郑州市陇海中路６６号，４５００５２）

摘　要：借助快速独立分量分析（ＦＩＣＡ）将高维数据中隐藏的目标信息集中投影到低维特征影像中，然后以峰

度为特征度量指标选择特征影像，最后用以偏斜为指标的直方图分割方法提取小目标。实验证明，此算法精

度较高，适用于对高光谱影像中的小目标进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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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提取与变换是高光谱影像目标检测中的

关键环节，其目的是通过特征提取的方法将高维

影像序列变换为低维影像序列，并同时最大程度

地突出目标的信息结构。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是高光谱影像特征提

取中常用的方法，它以特征影像的总信息量（二阶

统计量）为度量指标，能在消除影像序列间相关性

的同时将所有地物的特征信息集中投影到少数几

维特征影像中，减少数据分析的数据量；但高光谱

影像中的小目标信息属于信息分布中的次要信

息，其对影像总信息量的“贡献”较小；因此，用

ＰＣＡ方法不能有效地分离出影像中的小目标和

背景地物，需要设计一类适用于高光谱影像小目

标和背景分离的特征提取算法。在此方面，人们

曾提出用投影寻踪和几何分布异常模型的方法来

分离高光谱影像内的小目标和背景信息［１，２，３］。

这两类方法虽能够在无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自动完

成小目标检测，但目标信息在高维特征空间中的

分布非常复杂，仅用数值统计和线性几何的方法

很难完善地刻画出目标的分布特性。

１　基于犉犐犆犃的小目标提取

本文提出的一种高光谱遥感影像小目标自动

提取算法主要包含以下３个部分（图１）：① 利用

快速独立分量分析（ｆａｓ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ＩＣＡ）分解高光谱影像中的不同地物成

分，按互信息最小的优化标准形成特征影像，使分

解后的每个特征影像中仅突出一种地物成份信

息；② 计算每幅特征影像的峰度（ｋｕｒｔｏｓｉｓ），并按

峰度由大到小的顺序对特征影像排序，选择用于

目标提取的特征影像；③ 借助以偏斜为标识的直

方图分割算法，对第二部分产生的特征影像进行

目标分割，确定目标在影像中的位置。

图１　高光谱遥感影像目标检测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ｙ

１．１　高光谱影像犐犆犃分析

独立分量分析（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ＩＣＡ）是 Ｈｅｒａｕｌｔ和Ｊｕｔｔｅｎ于１９８５年提出的

一种非常有效的盲源分离技术，因此也称为 ＨＪ

算法［４］。ＩＣＡ在遥感影像分析中的应用主要集中

于地物分类［５，６］和混合像元分解［７］方面，但传统高

阶矩（偏斜和峰度）近似负熵的方法在高维数据空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间中收敛速度慢、稳定性差，因此，为了提高ＩＣＡ

算法 的 稳 定 性 和 便 于 对 高 维 数 据 分 析，

Ｈｙｖｒｉｎｅｎ
［８，９］提出了稳健的固定点快速ＩＣＡ算

法（ＦＩＣＡ）。

１．２　特征影像选择

对本文的小目标提取研究来说，希望选择的

特征影像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 最大程度地分离

小目标和背景信息；② 包含最少的噪声信息。

研究表明［１０］，仅包含小目标和分布均匀背景

地物的影像峰度值将明显高于含有噪声的影像，

而且仅包含均匀分布背景地物的影像峰度值将均

小于前两种影像。因此，为了选择便于提取小目

标的特征影像，本文选用峰度（Ｋｕｒｔｏｓｉｓ）作为特

征度量指标。

其具体处理过程为：计算ＦＩＣＡ生成的每幅

特征影像的峰度值，然后按峰度值由大到小的顺

序对特征影像进行排序，最后选择峰度值较大的

前若干幅特征影像进行小目标提取。

１．３　特征影像目标分割

独立分量分析生成的特征影像中的背景属于

主要地物，而兴趣小目标零星地以点或小区域形

状分布于影像中，因此，在特征影像的直方图中，

主体是背景的分布信息，小目标信息位于直方图

分布的尾部，称为直方图的边缘分布，只要找到直

方图主体分布和次要分布的交界点，即可确定分

割阈值。但直方图的边缘分布位于主体分布的左

右两边，分别由小目标和噪声信息引起，如果分别

在两个方向寻找分割阈值，可能会使分割的结果

受噪声干扰，因此，需要确定直方图分割的阈值搜

索方向。

具体确定分割阈值的方法如图２所示。由直

方图概率分布最高点所在的灰度级处，按灰度级

增大或减小的方向寻找第一个概率分布为零的位

置，这个位置对应的灰度级即为特征影像分割的

阈值，其分割出来的直方图的边缘分布即是影像

中的兴趣小目标信息。

图２　偏斜为正时直方图目标分割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Ｔａｒｇｅｔ’ｓ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ＶＣ＋＋６．０语言开发了此算法的实

验程序，选用一景ＡＶＩＲＩＳ传感器获取的高光谱

数据进行了小目标自动检测实验，数据由 ＮＡＳＡ

提供，辐射率数据经过ＡＴＲＥＭ 大气校正算法得

到反射率数据。数据的相关信息如下：成像时间

为１９９６０７０５；光谱分辨率约１０ｎｍ；波段数为

２２４；光谱覆盖范围为３６９．８５～２５０６．８１ｎｍ；影

像大小为２００像素×２００像素。

由于大气吸收的原因，原始数据中的大气吸

收和噪声干扰波段被剔除，其余的１７２个波段数

据组成本文的实验数据。图３是实验数据中第

７、５２、１１０波段的假彩色合成影像，图中包括长条

形独立房（两种材质）、点状独立房；其中有些点状

独立房较小，用人工判读的方法不易发现。

图３　原始数据假彩色合成影像

Ｆｉｇ．３　Ｆａｌｓｅ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

２．１　数据中心化

ＰＣＡ变换的特征影像蕴含的地物信息与波

段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成正比，并且在某一序列

之后的特征影像的信噪比非常低。因此，为了减

少ＦＩＣＡ的计算量，可以依据波段协方差矩阵的特

征值，选择信息含量较大的ＰＣＡ特征影像进行

ＦＩＣＡ分解。

本文从第一幅特征影像开始依次判断，选用

特征值比例之和等于９９．９％的前若干幅特征影

像作为ＦＩＣＡ的分析数据（本实验为５幅）。图４

是实验数据的波段协方差矩阵特征值随波段分布

图４　协方差矩阵特征值随波段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ｖｓ．ＩｍａｇｅＦｒａｍｅｓＧｒａｐｈ

２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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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４（ａ）为整体分布图，图４（ｂ）为第５个特征

位置的放大图。可以看出，从第５幅特征影像开

始，影像中包含的地物信息量可忽略不计。

２．２　犉犐犆犃分量分解及特征影像选择

利用ＦＩＣＡ原理对白化后的数据进行独立分

量分解，并从分解的特征影像中选择用于小目标

提取的特征影像。图５是实验数据ＦＩＣＡ变换矩

阵的收敛曲线。可以看出，在高维数据空间中，

ＦＩＣＡ仅需要很少的迭代次数（一般１０～３０次）

便能达到稳定状态，其收敛速度明显高于传统

ＩＣＡ方法
［１１］。另外，如果高维数据满足混合模型

假设，ＦＩＣＡ方法能绝对保证收敛，而传统ＩＣＡ方

法则不能。

图６是利用实验数据分解的独立分量特征影

像（已按峰度排序）。图７是峰度排序前后每幅特

征影像的峰度值随特征序列变化曲线，图７（ｂ）显

示出，排序后特征影像的峰度值从第三幅影像开

图５　变换矩阵收敛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Ｍａｔｒｉｘ

始变化趋于平缓，第４幅和第５幅影像的峰度值

已很小，并无明显变化。因此，只需对前３幅特征

影像进行目标分割即可。图８是对前３幅特征影

像分割的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特征影像提取了

不同成分的小目标。

图６　峰度排序后的独立分量特征影像

Ｆｉｇ．６　ＫｕｒｔｏｓｉｓＲａｎｋ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ｒａｍ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ＦＩＣＡ

图７　排序前后特征影像峰度值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ＫｕｒｔｏｓｉｓｆｏｒｂｅＲａｎｋｅｄ

图８　特征影像分割结果

Ｆｉｇ．８　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ａｍｇｅ

　　图９是将图８中的３幅分割影像合并后的结

果。可以看出，数据中的各种兴趣小目标均很好

地被检测发现，影像的中部有几处“虚警”目标点，

这主要是由此处草地中的独立树木引起，影像中

分布的其他植被、道路等主要地物均作为背景信

息被很好地滤除。算法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利用

独立分量分析的方法将不同性质的地物信息分

离。从实验可以看出，这种特征投影方法可以仅

用少数几幅特征影像，便能准确地集中数据中的

小目标信息，突出高维数据空间内隐藏的小目标

结构信息，这非常有利于对高光谱遥感影像中隐

藏的目标信息进行挖掘。

图９　前三幅峰度最大的特征影像分割合并结果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ｍｅｒ３Ｆｒａｍｅｓ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ｍａｇｅ

３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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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独立分量分析的高光谱

遥感影像小目标自动检测方法。该算法用快速独

立分量分析的方法有效地将高维数据中隐藏的地

物结构信息集中投影到低维特征空间中，并通过

特征选择和直方图分割的方法有效地提取了特征

影像中的小目标。但该算法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

解决：① 独立分量分析有多种判据和解答方法，

本文使用的互信息和快速算法仅是其中之一，其

他方法在高光谱数据分析中的有效性需进一步验

证；② 本算法是一种非监督特征投影方法，它只

能发现和突出数据中目标的特征，并不能识别目

标的属性，研究需要极少量训练样本的确定性特

征提取方法，是目标检测的进一步工作；③ 本算

法主要适用于提取相对均匀分布背景下的小目标

信息，例如，大面积植被、水域或土壤分布下的独

立建筑物、车辆、船只等目标单元，复杂背景中小

目标信息的提取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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