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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遥感影像核变化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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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遥感影像核变化检测方法。该方法是将原始空间不同时相的输入矢量通过核函数非

线性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然后在高维特征空间中通过传统变化检测方法处理得到新的输入矢量，最后通过

半监督的单类支持向量机算法对新的输入矢量构造变化区域与非变化区域的最优分割超平面。试验证实，本

文的核变化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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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不同时间获取的同一地区的遥感影像进

行地表变化检测的应用一直是遥感应用研究的热

点［１３］。多年来，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遥感影像变

化检测技术，如分类比较法、代数法、匹配法等，这

些方法大多选择一个距离测度和一个阈值，在输

入空间中计算两个时相相应输入矢量的距离或相

似度，输入矢量可以是像素、提取的特征矢量或者

目标的描述值。距离超过给定阈值的像素或区域

被认为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距离小于阈值的没

有发生变化。事实上，在两个时相的较高维数的

输入矢量中，距离等于阈值时的方程将构成一个

超曲面（如果距离度量为线性，将构成超平面），超

曲面将变化区域与非变化区域分开。在输入空

间，变化区域与非变化区域的可分性仅由输入矢

量和距离测度度量，输入矢量维数过高和距离测

度复杂度增加都会显著地影响算法的性能，降低

变化检测的效率。本文引入核函数思想［４，５］，将

两个时相的输入矢量非线性映射到高维特征空

间，这样一般会增加变化区域与非变化区域的线

性可分性［６］。

１　核变化检测算法

差值法和比值法操作简单，应用最为广

泛［７，８］。这两种算法是在原始输入空间中构造变

化区域与非变化区域的分割超曲面，但分割能力

有限，一般只适合单波段图像。本文提出的核变

化检测算法将原始空间不同时相的输入矢量通过

核函数非线性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在高维特征

空间中利用传统变化检测方法处理得到新的输入

向量，然后通过半监督的单类支持向量机算法构

造变化区域与非变化区域的最优分类超平面。核

函数的利用使得大量的内积运算在输入空间而不

是在高维特征空间中进行，间接地构造了原始空

间更加复杂的非线性分割超曲面，增强了变化检

测性能，而几乎没有增加计算负担。

核变化检测算法原理如下：假设一个时相的

样本为狆＝｛狆１，…，狆犾｝，另一个时相的样本为狇＝

｛狇１，…，狇犾｝，犾是样本的数目。第犻个样本的特征

狆犻＝｛狆犻，１，…，狆犻，犿｝，狇犻＝｛狇犻，１，…，狇犻，犿｝，犿 是特征

的维数。

用线性学习器学习非线性问题一般分两

步［９］。

１）将两个时相的数据集非线性映射到高维

特征空间，特征空间的维数设为犖 维，则

Φ（狆）＝ ｛１（狆），２（狆），…｝

Φ（狇）＝ ｛１（狇），２（狇），…｝

　　在特征空间里取两个时相的样本差值作为新

的输入样本，新样本的数量仍然是犾个，但每个新

样本的维数变为犖 维：

Φ（狓）＝ ｛１（狓），２（狓），…｝＝Φ（狆）－Φ（狇）＝

｛１（狆）－１（狇），２（狆）－２（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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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犻个样本变为Φ（狓犻）＝Φ（狆犻）－Φ（狇犻）或犻（狓）

＝犻（狆）－犻（狇）。

２）在特征空间里使用线性学习器分类，表示

成：

犳（狓）＝∑
犖

犻＝１

狑犻犻（狓）＋犫＝∑
犖

犻＝１

狑犻（犻（狆）－

犻（狇））＋犫 （１）

线性学习器可以表达为对偶形式，即决策规则可

以在对偶空间中用测试点和训练点的内积表

示［１０］：犳（狓）＝∑
犾

犻＝１

α犻（Φ（狓犻）·Φ（狓））＋犫。

使用核函数可以直接在特征空间中计算内

积，从而可以将上面两个步骤统一起来，将数据隐

式地表达为特征空间，越过本来需要的计算特征

映射的问题。

Φ（狓）·Φ（狓′）＝Φ（狆）·Φ（狆′）－Φ（狆）·Φ（狇′）－

　Φ（狇）·Φ（狆′）＋Φ（狇）·Φ（狇′）＝犓（狆，狆′）－

　犓（狆，狇′）－犓（狇，狆′）＋犓（狇，狇′）＝Κ（狓，狓′）

（２）

组合核函数：

Κ（狓，狓′）＝Κ（狆，狇，狆′，狇′）＝犓（狆，狆′）－

犓（狆，狇′）－犓（狇，狆′）＋犓（狇，狇′） （３）

则决策函数为：

犳（狓）＝∑
犾

犻＝１

α犻（Φ（狓犻）·Φ（狓））＋犫＝

∑
犾

犻＝１

α犻Κ（狓犻，狓）＋犫 （４）

　　考虑到变化区域与非变化区域样本的严重不

对称性和变化区域样本不易获取及非变化区域样

本也无法穷举的事实，本文采用单类支持向量机

算法构造最优分类超平面。单类支持向量机超平

面法由Ｓｃｈｏｌｋｏｐｆ等人于１９９９年提出，方法是在

特征空间中计算一个超平面，使之与原点的距离

尽量大，且使尽可能多的训练样本位于超平面的

另一侧，变化区域作为正样本，没有变化的区域作

为原点而不必选取。

其原始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狑，ξ，ρ
－
１

２
‖狑‖

２
－
１

狏犾∑
犾

犻＝１
ξ犻＋ρ

ｓ．ｔ．（狑·（狓犻））≥ρ－ξ犻，ξ犻≥０，ρ≥０，狏∈（０，１］

（５）

最终的决策函数为犳（狓）＝ｓｇｎ｛（狑·Φ（狓））－ρ｝，

其中，ｓｇｎ表示符号函数。

为解最优化问题，引入Ｌａｇｒａｎｇｅ系数α犻≥０，

β犻≥０，犻＝１，…，犾，对应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为：

犔犘（狑，ξ，ρ；α，β）＝
１

２
‖狑‖

２
－
１

狏犾∑
犾

犻＝１
ξ犻－

ρ－∑
犾

犻＝１

α犻（（狑·Φ（狓））－ρ＋ξ犻）－∑
犾

犻＝１
β犻ξ犻（６）

对狑、ξ、ρ求偏导并令其等于零，得：

狑＝∑
犾

犻＝１

α犻Φ（狓犻），α犻 ＝
１

狏犾
－β犻≤

１

狏犾
，∑
犾

犻＝１

α犻 ＝１

代入决策函数，得：

犳（狓）＝ｓｇｎ｛∑
犾

犻＝１

α犻Κ（狓犻，狓）－ρ｝＝

ｓｇｎ｛∑
犾

犻＝１

α犻Κ（狆犻，狇犻，狆，狇）－ρ｝ （７）

代入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得到优化问题的对偶形式：

ｍｉｎ
α

１

２∑
犾

犻，犼＝１

α犻α犼Κ（狓犻，狓犼）

ｓ．ｔ．　０≤α犻≤１／狏犾，∑
犾

犻＝１

α犻 ＝１ （８）

　　求解该 ＱＰ问题可以得到α的值，不为零的

α犻所对应的样本称为支持向量，根据任一支持向

量都可以得出：

ρ＝ （狑·Φ（狓犻））＝∑
犾

犼＝１

α犻Κ（狓犼，狓犻）＝

∑
犾

犼＝１

α犻Κ（狆犼，狇犼，狆犻，狇犻） （９）

　　根据ρ和α及支持向量即可进行决策判断。

要测试一个新的样本狕＝｛狆，狇｝是否是变化区域，

根据决策规则，如果犳（狓）≥０，则为变化区域；否

则，为非变化区域。

２　试验与分析

试验图像如图１所示，图像大小为４９０像素

×４１０像素，拍摄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０日

和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 。试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Ｃ＋＋、Ｐｅｎｔｉｕｍ２．８ＧＨｚ、５１２Ｍ 内存。具体步骤

如下。

图１　遭破坏前后的影像和样本

Ｆｉｇ．１　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１）训练样本选取。采用半自动人机交互方

式提取变化区域，如图１中数字１标识的区域，训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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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样本共３２１个，每个样本的元素取两个时相的

犚、犌、犅分量，共６维。

２）测试样本选取。取其他变化区域为测试

样本的正样本，如图１中数字２标识的区域，正样

本共６９２个，再取某处没有显著变化的区域为负

样本，如数字３标识的区域，负样本共２８４个，测

试样本合计９７６个。测试样本的元素取值同训练

样本，并对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分别进行尺度变

化，使每个元素的值落在［－１，１］区间中。

３）模型选择与训练。模型选择包括支持向

量机的选择、核函数的选择和相关参数的选择。

本文采用单类支持向量机进行训练，取ＲＢＦ为单

个的核函数，其组合核函数为：

Κ（狓，狓′）＝Κ（狆，狇，狆′，狇′）＝ｅｘｐ｛－γ狘狆－狆′狘
２｝

－ｅｘｐ｛－γ狘狆－狇′狘
２｝－ｅｘｐ｛－γ狘狆′－狇狘

２｝

＋ｅｘｐ｛－γ狘狇－狇′狘
２｝ （１０）

　　相关的参数涉及狏和γ，由于狏是间隔错误

样本点个数所占总样本点个数份额的上界，也是

支持向量个数所占总样本点个数份额的下界，而

且训练样本是经过确认的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区

域，可信度较高，故此处取狏＝０．０１，保证９９％的

样本决策正确。对参数γ的选择一般有三个可以

参考的标准：最少的支持向量、最大化分类间隔、

最大检测精度。本试验中，三者随参数γ的变化

趋势如图２、图３和图４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支持向量个数随γ的增大而逐渐增多，分类间隔

随γ的增大而逐渐减小。根据这两个标准，似乎

选择的γ越小越好，但测试数据的检度精度曲线

却出现了一个峰值（图４），在γ＝０．０６２５处具有

最大的检测精度９６．８％。这是因为在狏相对确

定的情况下，γ决定特征空间中决策平面的收缩

程度，γ越小，决策平面越宽松，正的测试样本检

测率越高，但负测试样本由于含有较多非显著的

变化区域，所以会出现较多误检。随着γ的增大，

决策平面逐渐向样本点收缩，负测试样本的检测

精度提高，但同时使得检测算法的推广性能变差，

正测试样本的检测率逐渐下降，总体测试样本的

检测精度随γ呈非单调变化。

图２　支持向量随γ变化的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ｓ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γ

　 　
图３　分类间隔随γ变化的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Ｍａｒｇ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

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γ

　 　
图４　检测精度随γ变化的曲线图

Ｆｉｇ．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γ

　　４）变化检测。根据选取的狏和最优的γ，对待

检测区域的每个像素进行预测，对变化的像素进行

标记。如图５所示，采用传统的差值法和比值法变

化检测方法得到的差异影像结果如图６、图７所示。

图５　核变化检测结果标识

Ｆｉｇ．５　Ｋｅｒｎｅｌ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６　差值变化检测差异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７　比值变化检测差异图

Ｆｉｇ．７　Ｒａｔｉｏ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比较图６和图７可以发现，差值法和比值法

均显著地增强毁伤变化和阴影变化，比值法在更

好地突出毁伤变化的同时，也增强了树木阴影等

许多微弱变化。传统的变化检测方法需要人工确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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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阈值才能得到变化的二值影像图，本文方法是

根据样本中获取的参数和模型直接得到变化的检

测结果。从图５可以看出，核变化检测可以很好

地检测出显著的毁伤变化，对树木的阴影等非显

著的弱小变化具有很好的抵抗作用，但对建筑物

阴影变化也都检测出来了，这是因为本文的方法

依赖图像的高精度配准，基于像素的变化检测方

法对投影差非常敏感，这是本文方法的不足之处。

不过相对于毁伤变化，阴影变化一般更加具有规

则的几何形状和狭长的结构，据此可以去除这些

不感兴趣的显著变化，得到最终的变化检测结果。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德仁．利用遥感影像进行变化检测［Ｊ］．武汉大

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８（３）：７１２

［２］　廖明生，朱攀，龚健雅．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多元变

化检测［Ｊ］．遥感学报，２０００，４（３）：１９７２０１

［３］　方针，张剑清，张祖勋．基于城区航空影像的变化检

测［Ｊ］．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２２：２４０２４４

［４］　ＢｕｒｇｅｓＣＪ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

ｃｈｉｎｅｓｆｏ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１９９８，２（２）：１２１１６７

［５］　邓乃扬，田英杰．数据挖掘的新方法———支持向量

机［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Ｓ，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Ｍ，ＣｈｒｉｓＪＣＢ，ｅｔａｌ．Ｉｎｐｕｔ

ＳｐａｃｅＶｅｒｓｕ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ｉｎＫｅｒｎｅｌ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

ｏｄ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１９９９，１０（５）：１０００１０１７

［７］　范海生，马蔼乃，李京．采用图像差值法提取土地利

用变化信息方法———以攀枝花仁和区为例［Ｊ］．遥感

学报，２００１，５（１）：７５８０

［８］　冯德俊，李永树，邓芳．基于小波系数差值法的变化

信息自动发现［Ｊ］．遥感信息，２００４（２）：１３１５

［９］　ＮｅｌｌｏＣ，ＪｏｈｎＳＴ．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Ｋｅｒｎｅｌ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１０］ＪｏｈｎＳＴ，ＮｅｌｌｏＣ．Ｋｅｒｎｅ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第一作者简介：马国锐，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信号处理、遥感影

像特定目标检测与识别。

Ｅｍａｉｌ：ｍａｇｕｏｒｕｉ＿ｒ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犃犓犲狉狀犲犾犆犺犪狀犵犲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犻狀犚犲犿狅狋犲犛犲狀狊犻狀犵犐犿犪犵犲

犕犃犌狌狅狉狌犻１　犛犝犐犎犪犻犵犪狀犵
１
　犔犐犘犻狀犵狓犻犪狀犵

１
　犙犐犖犙犻犪狀狇犻狀犵

１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ｒ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ｋｅｒｎ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ＫＣ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ｖｅｃｔｏｒｓｆｒｏｍ

ｔｗｏ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ａｒｅｍａｐｐｅｄｉｎｔ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ｏｆ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ｖｉａ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ｕｓｕａｌ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ｎｏ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ｎ，ａｓｉ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ｉｓｄｅ

ｆｉｎｅｄ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ｐａｃ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ｎ

ｉｎｐｕｔｓｐａ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ｄｏｔｉ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ｒ

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ｄｏ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ｉｎｉｎｐｕｔｓｐａｃｅｎｏｔ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ｌａｃｅ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ｋｅｒｎｅｌｔａｃｔｉｃ，ｗｈｉｃｈａｖｏｉｄ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ｄｅｎｉｎ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ｓｏｆｔｍａｒｇ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ｃｌａｓ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ｉｓｔａｋｅｎ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ｈｙ

ｐｅｒｐｌａｎ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ＫＣＤｈａ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ｃｌａｓ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ＭＡＧｕｏｒｕ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ｍａｇｕｏｒｕｉ＿ｒ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０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