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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谱变换与融合的犐犓犗犖犗犛多光谱影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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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多种光谱线性变换及其融合的方法，减少波段间的信息冗余，提高光谱特征的可分性，并用实验

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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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低分辨率影像相比，高分辨率影像同一地

物内部丰富的细节信息得到表征，地物的尺寸、形

状及相邻地物的关系得到更好的反映。但高分辨

率影像的光谱统计特征不如低分辨率影像稳定，

同类地物内部光谱差异变大，类间光谱差异减少，

不同物体的光谱信息相互重叠，这种特性使传统

光谱分类方法很难获得好的效果［１］。

１　光谱线性分析

１．１　主成分分析（犘犆犃）

ＰＣＡ是一种基于均方误差（ＭＳＥ）最小化的

线性特征变换，它能尽可能地保持原光谱信息的

同时减少波段数，但 ＭＳＥ逼近并不能保证在低

维子空间内取得最大的类可分离性。一般采用特

征值指标来确定主成分的维数：

犕 ＝∑
犱

犻＝１

λ犻／∑
狀

犻＝１

λ犻 （１）

式中，λ犻是变换矩阵按由大到小顺序排列的特征

值；犱为保留的主成分数；狀为光谱波段总数。

１．２　独立分量分析（犐犆犃）

ＩＣＡ是ＰＣＡ的非线性推广，ＰＣＡ是基于二

阶统计量的协方差矩阵，ＩＣＡ则是基于高阶统计

量，不但能实现ＰＣＡ的去相关性，而且能获得分

量之间相互独立的特性［２］。

ＩＣＡ的基本原则是：给定一个特征向量集狓，

算法的任务就是确定一个犖×犖 的可逆阵犠，对

该向量集合进行线性变换：

狔＝犠狓 （２）

使结果向量狔（犻），犻＝１，２，３，…，犖 是相互独立

的。实现ＩＣＡ已有多种方法，但用不同算法求得

的分离矩阵犠 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了不同的ＩＣＡ

算法得到的源信号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高分辨

率影像的波段数通常较少，所以用不同算法求取

的源信号差异变得更加明显。针对这一特点，本

文用多种算法提取ＩＫＯＮＯＳ影像的独立光谱成

分，然后利用相似性指数在求取的源信号中选择，

把更适合分类的源信号输入神经网络进行融合和

分类。本文选取ＩＣＡ算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

算法：信息最大化（ＩＭＩＣＡ）算法
［３］和ＦａｓｔＩＣＡ

算法［４］。ＩＭＩＣＡ求取分离矩阵犠 是基于信号间

的互信息最小，而ＦａｓｔＩＣＡ是基于信号间非高斯

性最大，两者的出发点不同，所以求出的源信号不

同，它们求取的独立分量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本文在处理ＩＣＡ的迭代学习时，采用如下方

法使计算更稳定、更容易收敛。

１）初始化分离矩阵犠（０）犖×犖。如果令其矩

阵元素为区间［０，１］内均匀分布的随机数，这可能

使算法收敛需要较长时间，而且随机性可能导致

投影寻踪过程收敛于同一极值点。为了避免上述

缺点，本文在犠（０）犖×犖设置上采用去相关原则，

设犠１，犠２，…，犠犖 是其犖 个行向量，首先，随机

初始 化犠（０）犖×犖，然 后 去 相 关：犠
ｎｅｗ
狆＋１ ＝犠

ｏｌｄ
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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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狆

犼＝１

犠狆＋１犠
Ｔ
犼犠犼，其中，狆＝２，３，…，犖。

２）学习率μ（狋）根据迭代次数调整。前５００

次迭代为μ（狋）＝μ（狋－１）－δ／１０．０，初始值μ（０）

＝０．８，δ＝０．００５；５００次迭代后，μ（狋）＝μ（狋－１）－

δ，μ（狋）如果减少到０．０１，则不再下降。

２　波段的选择和融合

　　不同的线性变换求取分离矩阵的出发点不

同，变换后的光谱特征也不一样。ＰＣＡ集中了原

始波段绝大部分的光谱信息，ＩＭＩＣＡ 和 Ｆａｓｔ

ＩＣＡ从不同角度分离了相互混合的地物光谱，这

些经光谱变换后的波段会增加高分辨率影像的信

息量和可分性。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信息的冗

余和重叠，所以在分类器融合之前，有必要对其进

行特征选择。

２．１　波段选择

本文采用变量间的特征相似性来筛选变换后

的光谱波段。设狆为特征选择前的信号维数，狇

是特征选择后的信号维数，算法的任务就是从特

征集中删除（狆－狇）维信号。算法采用最大信息

压缩指数［５］（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ＭＩＣＩ）对狆维特征进行排除：

ＭＩＣＩ（狓，狔）＝ｖａｒ（狓）＋ｖａｒ（狔）－

（ｖａｒ（狓）＋ｖａｒ（狔））
２
－４ｖａｒ（狓）ｖａｒ（狔）（１－ρ（狓，狔）

２
槡 ）

（３）

ρ（狓，狔）＝ｃｏｖ（狓，狔） ｖａｒ（狓）ｖａｒ（狔槡 ） （４）

当 ＭＩＣＩ（狓，狔）为０时，表示两个特征线性相关，

此时特征选择的误差为０；当 ＭＩＣＩ增大时，两个

特征的相关性降低，特征选择的误差增大。ＭＩＣＩ

（狓，狔）是两个特征对（狓，狔）在其主成分方向上投

影的特征值［５］，表示特征压缩的误差。本文的特

征选择算法如下。

１）把ＰＣＡ、ＭＥＩＣＡ和ＦａｓｔＩＣＡ求得的狆

维变换光谱波段归一化至［０，１］。

２）用式（３）、式（４）逐一计算每对特征的压缩

指数，并求出最大的 ＭＩＣＩ，设其对应于波段犪、犫。

３）计算犛犪＝∑
狇

犻＝１

ＭＩＣＩ（犪，犻）和犛犫＝∑
狇

犻＝１

ＭＩＣＩ

（犫，犻），比较犛犪 和犛犫 的大小，若犛犪＞犛犫，则波段犪

删除；反之则波段犫删除。

４）令狆＝狆－１，若狆＝狇，则算法终止；若否，

则转入步骤２）继续执行。

２．２　基于神经网络的特征融合

经过了光谱变换和特征选择后，原始影像的

光谱特性得到增强，此时存在分类器的选择问题。

传统的极大似然法（ＭＬＣ）需要输入向量的高斯

分布假设，但经ＩＣＡ分离后的波段具有明显的高

阶特性，尤其是ＦａｓｔＩＣＡ算法是以波段间的非高

斯测度作为代价函数的优化结果，所以 ＭＬＣ不

是最好的选择。本文用学习矢量量化算法［６］

（ＬＶＱ）作为分类器，对变换后的光谱特征进行分

类。ＬＶＱ是一个两层网络，第一层为竞争层，第

二层为线性层。竞争层通过对输出层神经元施加

一个侧反馈邻域约束，使输入的多维数据中的拓

扑性质可以聚类到输出层神经元上。通过网络的

训练后可以对ＩＫＯＮＯＳ数据进行分类。本文的

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光谱变换的分类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　实　验

实验采用北京地区ＩＫＯＮＯＳ影像的４个多

光谱波段，分别是波段１：０．４５～０．５３μｍ，波段

２：０．５２～０．６１μｍ，波段３：０．６４～０．７２μｍ，波段

４：０．７７～０．８８μｍ，空间分辨率４ｍ。为了说明算

法的适用性，本文采用两个实验影像，如图２（ａ）

和图２（ｅ），大小分别为３４１像素×３８４像素和

５０１像素×４２９像素。

３．１　实验１

本实验对ＩＫＯＮＯＳ影像进行光谱变换，并把

原始影像、ＰＣＡ影像、ＩＭＩＣＡ和ＦａｓｔＩＣＡ波段

分别进行分类，比较经过光谱线性变换后的类别

可分性。根据式（１）确定取前３个主成分，同时对

ＩＣＡ变换也取３个独立成分。变换后的光谱图像

如图２所示。

分别把以上８幅影像输入ＬＶＱ网络进行分

类，每组特征影像采用相同的训练样本和测试样

本，用混淆矩阵的两个统计量 Ｋａｐｐａ系数和

Ｏｖｅｒａｌｌ精度（ＯＡ）进行精度评定的结果如图３，图

３（ａ）为图２（ａ）～２（ｄ）的分类统计结果，图３（ｂ）为

图２（ｅ）～２（ｈ）的统计结果。

从图２可知，不同的线性变换算法得到的光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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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波段差异很大，这是由变换矩阵求解的出发点

不同造成的。ＰＣＡ 是原始波段最小的 ＭＳＥ逼

近，ＦａｓｔＩＣＡ最大化波段间的非高斯特性，ＭＥ

ＩＣＡ最小化波段之间的互信息，有好的去相关性。

对它们的分类结果（图３）表明不同的变换有不同

的分类性能。ＰＣＡ的分类结果略好于原始光谱，

而两种ＩＣＡ变换对特征空间的可分性能力有明

显提高。

　　　　　　　
图２　ＩＫＯＮＯＳ影像光谱变换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ｏｆ

ＩＫＯＮＯＳＩｍａｇｅ

图３　光谱变换分类

的精度评定

Ｆｉｇ．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２　实验２

原始波段加上变换后的光谱特征数据共有

１３维，ＰＣＡ、ＦａｓｔＩＣＡ和ＩＭＩＣＡ增强了原始光

谱的特征，提高了可分性，但由于它们都是线性变

换，所以它们的特征波段间可能线性相关，需要从

中筛选有利于分类的特征组合，删除相关的波段。

因此，本实验对线性变换后的特征进行选择。按

照§２．１的步骤，狆＝１３，取狇从２到１０，以观察特

征选择对线性变换波段组合的影响，狇和 Ｋａｐｐａ

系数的关系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以下两个结论。

１）特征空间的维数并非越大越好，线性变换

后，某些特征波段之间存在相关性，表现为特征空

间的冗余和重叠，需要进行特征选择。

２）本文提出的基于 ＭＩＣＩ的特征选择算法

能有效筛选出利于分类的特征波段，在两个实验

中当狇＝４时获得最高分类精度，结果如图５所

示。图５（ａ）、５（ｃ）是用原始ＩＫＯＮＯＳ４个多光谱

波段分类的结果，图５（ｂ）、图５（ｄ）是光谱变换融

合方法的结果。图５（ａ）～（ｄ）的Ｋａｐｐａ系数分别

为０．７９５、０．８５９、０．８０８和０．８７２，提出的算法对

ＩＫＯＮＯＳ光谱分类的精度提高比较明显。

　
图４　特征选择与分类精度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

　　　　　　
图５　不同特征组合的分类图

Ｆｉｇ．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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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一种新的网目印刷光谱预测模型　　　　　　　　　　　　　朱元泓

 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的语义与计算 舒　红，等

 黄河口水体光谱特性及悬沙浓度遥感估测 樊　辉，等

 ＧＩＳ空间目标的广义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模型 邓　敏，等

 基于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二类水体叶绿素反演算法理论与实现 万幼川，等

 基于ＨＭＲＦ先验模型的ＨＢＥ卫星遥感图像超分辨率重建 张　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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