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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最小支持向量机ＬＳＳＶＭ用于航空影像的分割，讨论了不同核函数对分割结果的影响和稀疏化处

理对决策函数的影响。试验表明了ＬＳＳＶＭ方法用于航空影像分割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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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ＳＳＶＭ）是 支 持 向 量 机

（ＳＶＭ）
［１］引入了最小二乘的思想，它们的主要思

想都是构造一个能够使间隔最大的超平面，即使

各类中离分类线最近的样本之间的距离最大。

ＬＳＳＶＭ的优化函数只需解线性等式方程组，计

算量较小，最重要的是避免了ＳＶＭ 中惩罚因子

（常数）犆值的选择问题。

本文将ＬＳＳＶＭ用于航空影像的分割，讨论

了采用不同核函数对分割结果的影响和稀疏化处

理对决策函数的影响，并进行了试验验证。

１　犔犛犛犞犕的基本原理

１．１　犔犛犛犞犕的基本原理

ＬＳＳＶＭ
［２］与经典ＳＶＭ 不同的只是优化函

数（前者只有等式约束，而无不等式约束），从而推

出一系列不同的等式约束，它不是二次规划问题。

设给定的训练集为｛（狓１，狔１），（狓２，狔２），…，

（狓犾，狔犾）｝，狓∈犚
狀，狔∈｛＋１，－１｝，其中，狓是输入

向量；犾是样本数；狀为输入向量的维数，狔是输入

向量所属的类别。在影像分割中，狓是影像中的

一个像素（或区域）的纹理特征值，狀为纹理特征

个数，狔是像素的类别。

ＬＳＳＶＭ与经典ＳＶＭ 的基本思想是一样

的，都是在可分离超平面中，找最小‖狑‖的超平

面。但是，ＬＳＳＶＭ对每一个数据点都加入了一

个改正量犲犻，因而，求优化超平面的问题就变为求

凸优化问题的解：

ｍｉｎ犑犔犛（狑，犫，犲）＝
１

２
狑Ｔ狑＋γ

１

２∑
犾

犻＝１

犲２犻 （１）

ｓ．ｔ．狔犻（狑
Ｔ

φ（狓犻）＋犫）＝１－犲犻，犻＝１，…，犾 （２）

用拉格朗日法求解上述优化问题，转化为求解线

性方程：

０ －犢
Ｔ

犢 犣犣Ｔ＋γ
－１［ ］
犐
［］犫
犪
＝
０

→［］
１

（３）

其中，犪犻 为Ｌａｇｒａｎｇｅ乘子，犣＝［φ（狓１）
Ｔ
狔１，…，φ

（狓犾）
Ｔ
狔犾］，犢＝［狔１，…，狔犾］，

→
１＝［１，…，１］，犪＝［犪１，

…，犪犾］。

在ＬＳＳＶＭ 中，支持值犪犻 与数据点误差犲犻

成比例，γ一般可取１。求出犪和犫，就可得到与

经典ＳＶＭ一样的决策函数式：犳（狓）＝ｓｉｇｎ（狑０·

狓＋犫０）＝ｓｉｇｎ ∑
犾

犻＝１

犪犻狔犻犓（狓犻·狓）犫（ ）０ 。再将每一

个检验样本狓犻代入犳（狓），得到检验样本的类别。

１．２　犔犛犛犞犕的稀疏化处理

在经典ＳＶＭ 中，大部分犪犻 为零，但在 ＬＳ

ＳＶＭ中，由于每一个样本都有一个犪犻（正比于样

本的误差），因而缺少了稀疏性。从ＬＳＳＶＭ 中

的｜犪犻｜值来看，｜犪犻｜越大，对决策函数犳（狓）的影

响越大。如果逐渐删去最小｜犪犻｜值所对应的样

本，再重新训练减少了的样本集，生成新的决策函

数，并使新的决策函数与原决策函数相比保持基

本不变，就使ＬＳＳＶＭ具有了物理意义上的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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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疏性，也使分割影像的结果变化不大。

ＬＳＳＶＭ的稀疏化处理过程如下。

１）在原有样本集（犾个样本）上训练 ＬＳ

ＳＶＭ；

２）删除一部分小的｜犪犻｜值所对应的样本（如

样本集的５％）；

３）在减少了的样本集上重新训练；

４）转到２），直到定义的终止条件。

２　犔犛犛犞犕用于航空影像分割

２．１　犔犛犛犞犕用于影像分割

１）计算训练样本集中每一个样本的１７维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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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由于纹理特征值受窗口大小

的限制，窗口越大，地物边界处的纹理特征值越受

周围地物的影响，进而影响地物边界的准确性，因

而，待分割影像的试验窗口大小为１５×１５。

２）根据训练样本的特征（狓犻∈犚
犱）及样本类

别计算犪和犫０。本试验中γ取值的大小对犪和犫０

没有影响。

３）根据犪和犫０ 得决策函数犳（狓）。

４）计算待处理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的１７个纹

理特征，将每一个像素的特征狓犻代入犳（狓），得到

正值或负值，由此判断像素的类别。

５）用与原图同样大小的二值图表示分割结

果，见图１。

２．２　试验结果

ＬＳＳＶＭ是一种两类分类器，本文以分割航

空影像中的居民地为例，说明ＬＳＳＶＭ 方法在航

空影像分割中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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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以集团居民地为例，用ＬＳＳＶＭ方法分割

航空影像的结果见图１。图１大小为１６１像素×

１３８像素，采用线性核函数，识别的居民地为

５４３８个像素，实际居民地面积为５０４９个像素，

错分为７５３个像素，识别率为８５．１％。从图１可

以看出，将部分田地误分为居民地，这部分田地较

破碎，其纹理特征值接近居民地的纹理特征值，因

而产生了错分情况。

２）ＬＳＳＶＭ 方法选用不同的核函数，航空

影像的分割结果不同。

图２（ｂ）与图１（ｂ）相同；图２（ｃ）核函数为多

项式核函数（犱＝３），识别的居民地为６８５５个像

素，实际居民地面积为５０４９个像素，错分１９８２

个像素，识别率为６０．７５％。

从图２（ｂ）和图２（ｃ）的识别率可以看出，在

ＬＳＳＶＭ中，不同的核函数对分割结果影响很大。

３）ＬＳＳＶＭ 稀疏化可用于航空影像分割，使

决策函数简化，提高测试速度，见图３（采用图１

的原始影像）。

图１　航空影像分割

Ｆｉｇ．１　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２　不同核函数对分割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ｅｒｎｅｌｆｏ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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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试验中原样本集取６３１个样本，尽量选

取各种表现形式的集团居民地。为保证样本的纯

度，样本大小不一致。决策函数犳（狓）＝ｓｉｇｎ

∑
犾

犻＝１

犪犻狔犻犓（狓犻·狓）＋犫（ ）０ 取原样本集时，犾＝６３１，

需计算６３１次乘积，求６３２项的和。稀疏化后，当

保留１８９个样本时，犾＝１８９，只需计算１８９次乘

积，求１９０项的和。分割时通过减小计算量，提高

测试速度。

图３（ａ）～图３（ｆ）与用原样本集的ＬＳＳＶＭ

分割结果的比较见表１。表１中数字为用减少的

样本集进行ＬＳＳＶＭ 分割的结果与用原样本集

的分割结果相同的部分占后者的百分比。

表２中数据是原样本集和ＬＳＳＶＭ 稀疏化

后的新样本集进行ＬＳＳＶＭ 分割的正确识别率。

表２中数据显示，用稀疏化的新样本集分割得到

的结果，与用原样本集相差不是很多。总之，保留

原样本集２／３以上时，结果与用原样本集的结果

相差不大。但从表２可以看出，当保留的样本是

原样本集的４０％时，居民地的变化不大，误分区

域减少。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用ＬＳＳＶＭ 的稀疏

化使决策函数简化，保留的样本可以是原样本集

的１／３，从而缩短分类时间。对于不同的训练样

本集，用ＬＳＳＶＭ 稀疏化来简化决策函数式，其

减少样本的比例与本例会略有不同。

４）利用样本到超平面的距离进行样本预选

取，ＬＳＳＶＭ方法不可行。

由于大的｜犪犻｜对应的样本位于离超平面最近

和最远的位置，本试验试图从此入手，利用样本与

超平面的距离进行样本的预选取。

本试验用原样本集进行ＬＳＳＶＭ 训练，计算

了每一样本到超平面的距离，见图４（以保留２３９

个样本为例，其他类似），图中纵轴是样本到超平

面的距离，横轴是样本数。小的｜犪犻｜对应的样本

与超平面的距离在某一范围内，且多数在远离超

平面的位置。因而，样本预选取的方法是：对原样

本集按比例保留距离超平面近的样本，保留的样

本集是逐渐减少的样本集，样本预选取后的分割

结果见图５。

图３　ＬＳＳＶＭ稀疏化对分割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ａｒｓｅｆｏ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表１　ＬＳＳＶＭ稀疏化后分割占原样本集分割的百分比

Ｔａｂ．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ＳｅｔｏｆＳｐａｒｓｅ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ｅｔ

样本集 ４４３个样本 ３０５个样本 ２７０个样本 ２３９个样本 １８９个样本 １４９个样本

分割结果 图３（ａ） 图３（ｂ） 图３（ｃ） 图３（ｄ） 图３（ｅ） 图３（ｆ）

ＬＳＳＶＭ稀疏化后分割占原

样本集分割的百分比／％
９９．４６ ９６．５２ ９３．８１ ９０．７６ ８１．９６ ７７．１１

表２　ＬＳＳＶＭ稀疏化后分割的正确率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ｃｉｓｅｏｆＳｐａｒｓｅｎｅｓｓＳｅｔ

样本集 原样本集 ４４３个样本 ３０５个样本 ２７０个样本 ２３９个样本 １８９个样本 １４９个样本

分割结果 图１ 图３（ａ） 图３（ｂ） 图３（ｃ） 图３（ｄ） 图３（ｅ） 图３（ｆ）

ＬＳＳＶＭ稀疏化后

分割的正确率／％
８５．０９ ８５．１５ ８５．２９ ８５．２９ ８４．０４ ７９．８８ ７６．４１

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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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样本到超平面的距离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ｎｅ

图５　样本预选取后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ｆｔｅｒＰ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

　　从直观上可以看出，图５的结果不好，主要原

因是在用ＬＳＳＶＭ 方法之前，不知道小的｜犪犻｜对

应的样本与超平面的具体距离，选择（保留）的样

本不完全对应大的｜犪犻｜。因而，ＬＳＳＶＭ 中的样

本预选取方法还需进一步研究。

３　结　语

本文试验以居民地为例，将ＬＳＳＶＭ 方法用

于航空影像分割，试验结果表明是可行的。本文

讨论了不同核函数对分割结果的影响和稀疏化处

理对决策函数的影响。

１）ＬＳＳＶＭ方法用于航空影像分割是可行

的，但需面临核函数的选择问题。

２）ＬＳＳＶＭ方法可用删除小的｜犪犻｜对应的

样本，使矩阵产生稀疏性，删除少量小的｜犪犻｜对应

的样本而产生的稀疏性，对影像的分割结果影响

不大。当样本数是原样本集的２／３时，分割结果

与未作稀疏化处理的分割结果相差较小；当样本

数是原样本集的１／３时，分割结果与正确分割结

果相差较小。因而，可采用ＬＳＳＶＭ 的稀疏性简

化决策函数，进而达到提高测试速度的目的。

３）ＬＳＳＶＭ方法的稀疏化可用于航空影像

分割，然而稀疏化所保留样本数还需进一步试验。

４）对用ＬＳＳＶＭ 方法进行样本预选取的方

法还需进一步研究，如大、小｜犪犻｜对应的样本与

ＬＳＳＶＭ超平面的分布规律。

参　考　文　献

１　ＣｏｒｔｅｓＣ，ＶａｐｎｉｋＶ．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ａ

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１９９５，２０（３）：２７３～２９７

２　ＳｕｙｋｅｎｓＪＡＫ，ＶａｎｄｅｗａｌｌｅＪ．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Ｎｅｕ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ｔ

ｔｅｒｓ，１９９９，９（３）：２９３～３００

３　徐　芳．航空影像分割的支持向量机方法：［博士论

文］．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徐芳，讲师，博士。现主要从事图像解译、支持向

量机和近景摄影测量研究。

Ｅｍａｉｌ：ｆｘｕ＠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７９６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８月

犔犲犪狊狋犛狇狌犪狉犲狊犛狌狆狆狅狉狋犞犲犮狋狅狉犕犪犮犺犻狀犲狊犳狅狉犃犲狉犻犪犾犐犿犪犵犲狊犛犲犵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犡犝犉犪狀犵
１
　犕犈犐犠犲狀狊犺犲狀犵

１
　犣犎犃犖犌犣犺犻犺狌犪

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Ｑｉｎｇｄａ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２ＲｅｎｍｉｎＲｏａｄ，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ＳＶＭｈａｓ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ｅｎｉｆｗｉｔｈｆｅｗ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ＬＳＳＶＭ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ＶＭｂｙ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ｓＬＳＳＶＭｔｏ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ｅｒｎｅｌａｎｄｓｐａｒｓｅｏｆＬＳＳＶＭ．Ｔｈｅｋｅｒｎｅ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ｂｒｉｅｆｎｅｓｓ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ＳＳＶＭｓｐａｒｓ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ＳＳＶＭａｒｅｂｅｔｔｅ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ＬＳＳＶＭ）；

ＬＳＳＶＭｓｐａｒｓｅｎｅｓ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ＸＵＦａｎｇ，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Ｐｈ．Ｄ．Ｈｅｒｍａｊ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ｒｅｉｍ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Ｅｍａｉｌ：ｆｘｕ＠ｓｇｇ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上接第６８４页）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ｅｃｉ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ｐｏｕｎｄ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ａｉｒ

ｐｏｒ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ｕｓｉｏｎ，ｎａｍｅｌｙ，ｓｈａｐ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ａｎ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ｃｅ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ｕｎｉｔ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ｏｆ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ｉｔ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ｃｏｍｂｉｎｅｔｈｅｓ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ｓｕｃｈａｓ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ｒｒｏｒ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ｆｕｓｅ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Ｔｗｏｒｅｖｉｓ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Ｂ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ｓｕｓ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ｐｅ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ＲｅａｌＴＭｉｍａｇ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ｏｕ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ｉｒｐｏｒ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ｈａｐ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ＭＡＨｏｎｇｃｈａｏ，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ａｉｌ：ｈｃｈｍａ＠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８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