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 第５期

２００８年５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３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３１７。

项目来源：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重点资助项目（２００５ＤＦＡ２０４２０）；福州大学引进人才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８）０５０４５７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端元光谱自动提取的总体最小二乘迭代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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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总体最小二乘（ｔｏｔ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ＴＬＳ）模型理论，提出了一种影像端元光谱可受噪声污染的混

合光谱线性扩展模型，并实现了该模型的端元光谱自动迭代提取以及混合像元的限定性分解。实验结果表

明，扩展的混合像元分解模型明显优于传统的最小二乘分解模型，总体精度大约提高了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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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像元自动分解通常借助于最小二乘算法

迭代获取端元光谱和求解端元的组分比［１］。由于

端元光谱值的微小变动可能造成组分比估计的巨

大偏差［２］，因而传统的端元光谱自动选取及其分

解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此，国内外研究人

员提出利用总体最小二乘算法来处理这个问

题［３，４］，取得了比传统方法更好的效果。但以前

的研究都是基于模拟数据，采用矩阵分解的方法

实现混合像元分解的，并且没有涉及到端元光谱

提取的问题。本文从端元光谱自动提取的角度提

出了基于总体最小二乘（ＴＬＳ）迭代算法的端元光

谱自动提取的混合像元分解。

１　犜犔犛线性混合光谱模型的迭代算

法

　　设狉是大小为犿×１的像元光谱矢量，犛＝

［狊１，狊２，…，狊犽］是大小为犿×犽的端元光谱矩阵，α

＝［α１，α２，…，α犽］
Ｔ是犽维矢量，其各分量元素为对

应像元的组分，狀为犿 维随机噪声，则线性混合像

元模型为：

狉＝犛α＋狀 （１）

　　如果端元光谱矩阵犛已知，则混合像元的最

小二乘估计是在噪声能量狀为最小条件下得出α

的最优估计：

ｍｉｎ‖狀‖
２
犉 ＝ ‖犛α－狉‖

２
犉 ＝ （犛α－狉）

Ｔ（犛α－狉）

（２）

　　由于线性混合像元模型需要假设误差仅在像

元光谱矢量狉中存在，而端元光谱矩阵犛是完全

准确的，且影像端元光谱也是像元光谱矢量，因

此，假设端元光谱没有随机误差是不符合实际情

况的。所以，传统的线性光谱混合模型及其最小

二乘方法分解算法都只是一种近似的处理方法。

如果能够在混合光谱模型内刻画出端元光谱伴有

随机误差，必将改善传统的光谱混合模型。

１．１　总体最小二乘混合光谱模型

如果端元光谱存在随机误差Δ犛的影响，这

等价于端元光谱犛存在偏差Δ犛，此时，线性混合

模型可以扩展为：

（犛＋Δ犛）α＝狉＋狀 （３）

　　上面的模型本质是总体最小二乘（ＴＬＳ）问

题：给定矩阵犛∈犚
犿×犽及犛 的微小变化 Δ犛∈

犚犿×犽，狉∈犚
犿×１，求解未知变量α和［Δ犛｜狀］，使得：

ｍｉｎ‖Δ犛狘，狀］‖
２
犉 （４）

其中，［Δ犛｜狀］表示由矩阵Δ犛和矢量狀组合成的

扩展矩阵。如果能够找到最小化的［Δ犛０｜狀０］，那

么任何一个满足（犛＋Δ犛）α＝狉＋狀的α称为ＴＬＳ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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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总体最小二乘模型理论上比传统最小二

乘模型对输入输出数据的拟合具有更小的残差，

因而扩展模型对混合光谱分解更具优势，即

‖狉－犛αＬＳ‖
２
犉 ≥ ‖狉－珘犛αＴＬＳ‖

２
犉 （５）

其中，αＬＳ和αＴＬＳ分别为最小二乘和总体最小二乘

估计出的组分比；珘犛为犛的总体最小二乘估计。

事实上，由于αＴＬＳ是使‖［犛｜狉］－［珘犛｜珓狉］‖最

小而得出狉ＴＬＳ，如果αＬＳ加上约束条件珘犛＝犛后，再

取最小就得出最小二乘解狉ＴＬＳ。由于约束化不能

比无约束化取得更小的极值，因此，

‖［犛狘狉］－［珘犛狘狉ＴＬＳ］‖
２
犉 ≤ ‖［犛狘狉］－

［犛狘狉ＬＳ］‖
２
犉 ＝ ‖狉－犛αＬＳ‖

２
犉 （６）

另一方面，

‖［犛狘狉］－［犛狘狉ＴＬＳ］‖
２
犉 ＝ ‖狉－珘犛αＴＬＳ‖

２
犉 ≤

‖［犛狘狉］－［珘犛狘狉ＴＬＳ］‖
２
犉 （７）

　　结合式（６）、式（７）即得出式（５），这说明利用

总体最小二乘混合光谱模型能够更好地获取地物

的组分信息。

１．２　限定性总体最小二乘（犆犜犔犛）迭代算法

尽管求解ＴＬＳ问题的奇异值分解（ＳＶＤ）算

法早在１９８０年就被提出
［５］，然而就混合像元分解

而言，该算法的解算不能满足混合像元组分的限

制条件（１≥α犻≥０）。由于混合像元的限定性分解

结果明显优于非限定性解算结果［６］，因此，需要研

究在总体最小二乘混合光谱模型中考虑限定性的

算法，即满足端元组分丰度不小于零及总和为１

的物理意义，因而需要在满足式（８）的限制性条件

下最小化式（４）：

（犛＋Δ犛）α＝狉＋狀

∑
犽

犻＝１

α犻 ＝１，α犻≥
烅

烄

烆 ０

（８）

　　由于ＣＴＬＳ没有解析算法，所以通常利用迭

代的方式来获得最优的数值解。直接计算式（４）

是非常困难的，可以针对混合像元分解的特殊问

题进行简化。由于犛和狉均是影像的像元矢量，

因此可以认为每一光谱附加的噪声是相关的，由

此可以得出［Δ犛｜狀］的秩为１，因而［Δ犛｜狀］可以由

一个单位方向矢量狌来描述，即

［Δ犛狘狀］＝狌［ε１，ε２，…，ε犽，狀］ （９）

这将大大简化计算模型。

因此，对于优化后的α和狉，有犛α＝狌（狀－

ε
Ｔ
α），如果取定单位矢量狌＝犛α／‖犛α‖，则（狀－

ε
Ｔ
α）＝‖犛α‖，这意味着对优化的α和狀，ε

Ｔ
α＝犆

为一常数，因此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ｍｉｎ犑＝∑
犽

犻＝１

ε
２
犻 ＋λ（ε

Ｔ
α－犆） （１０）

对式（１０）中ε和λ求导，并结合∑
犽

犻＝１

α犻 ＝１，可以

导出α＝ε／∑
犽

犻＝１

ε犻。

［Δ犛狘狀］＝狌［ε１，ε２，…，ε犽，－∑
犽

犻＝１

ε犻］＝

狌［α
Ｔ，１］／∑

犽

犻＝１

ε犻 （１１）

由式（３）可得：

（犛－狌α
Ｔ）α＝狉＋狀 （１２）

狀＝
（犛α－狉）

Ｔ（犛α－狉）

１＋α
Ｔ
α

（１３）

因此有：

ｍｉｎ‖［Δ犛狘狀］‖
２
犉 ＝狀

Ｔ狀（１＋α
Ｔ
α）＝

（犛α－狉）
Ｔ（犛α－狉）

１＋α
Ｔ
α

（１４）

　　因此，混合像元分解只需在满足式（８）的条件

下最小化式（１４）。比较式（１４）和式（２）发现，ＴＬＳ

方法只比ＬＳ模型多出了一个分母项１＋α
Ｔ
α，因

此也能够利用文献［１］的方法来计算端元组

分α。

１．３　总体最小二乘端元光谱迭代获取

基于分解误差获取端元光谱的方法是：首先

选取一个影像矢量最大的光谱作为初始端元光谱

犛＝犛１
［６］，利用犛分解影像，并在分解误差影像中

找出一个最大的误差位置，从而获得第二个端元

光谱犛２，再利用犛＝［犛１，犛２］分解影像，从误差影

像中找出最大误差，得到第三个端元光谱犛３。如

此反复迭代，直至能够找出所有的端元光谱。

对每个混合像元，由于最小二乘的误差计算

公式是狀＝狉－犛α，这与总体最小二乘的误差计算

式（１３）不同，因此，这两者计算出的误差影像可能

会有所差异。由于本文的端元光谱选择的迭代算

法是利用误差影像的最大值来获取的，那么误差

影像的差异有可能影响到端元光谱的选取。

２　实验分析

本文利用模拟数据和真实数据来验证总体最

小二乘分解模型。采用模拟数据的优点是完全知

道构成混合光谱的组分比例，因而计算的结果能

够直接反映算法本身的优劣。真实数据能够更好

地反映算法在实际影像处理的有效性，但获取真

实数据的组分通常比较困难，一般采用光谱反演

误差来间接评价混合像元的分解精度。

２．１　模拟数据

首先利用模拟数据验证ＴＬＳ模型的分解效

８５４



　第３３卷第５期 吴　波等：端元光谱自动提取的总体最小二乘迭代分解

果，采用平均平方根误差（ＲＭＳＥ）来评价端元组

分的真实值与估计值之间的差别。

图１是从推扫式机载成像光谱ＰＨＩ影像中

选取的８０波段的四种端元光谱，分别为道路、水

体、水稻和菜地。每种地物都选择了１５条光谱曲

线，模拟数据合成的方法是：从每种地物光谱中随

机选择一条光谱为端元狊犻，再产生一组［０，１］内的

随机数τ＝［τ１，τ２，τ３，τ４］
Ｔ，并且使得τ１＋τ２＋τ３

＋τ４＝１，则混合光谱为ρ＝狊１·τ１＋狊２·τ２＋狊３·

τ３＋狊４·τ４，最后在混合光谱ρ上附加２０∶１的噪

声，形成最终混合光谱。这样，混合光谱中的端元

光谱存在一定偏差。本实验一共生成了２０００个

混合光谱，用非限定最小二乘算法（ＵＬＳ）、限定最

小二乘算法（ＣＬＳ）和ＣＴＬＳ分别估计混合光谱的

组分，并采用均方根误差定量比较这三种方法的

分解效果，表１为模拟数据的分解误差对照表。

图１　模拟数据光谱

Ｆｉｇ．１　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ｓｅｔ

　　从表１可以得出，限定性方法的分解精度较

非限定性方法的精度要高很多，地物分解精度要

提高近一倍，这与前人研究的结论一致［６］。表１

还表明，在所有地物组分的分解结果中，ＣＴＬＳ方

法的精度最高，其道路、水体、水稻和菜地的估计

值与真实值的 ＲＭＳＥ分别为０．０１２６、０．０５８３、

０．１０１０、０．０６５１。对比ＣＴＬＳ与ＣＬＳ方法可以

看出，ＣＴＬＳ模型较 ＣＬＳ的分解精度提高大约

１０％～２０％，因此，本实验证实，混合像元的

ＣＴＬＳ模型能够较大地提高混合像元分解的精

度。

表１　模拟数据的分解误差

Ｔａｂ．１　Ｕｎｍｉｘ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使用方法 道路 水体 水稻 菜地

ＵＬＳ ０．０３７１ ０．１０１７ ０．２０５２ ０．１９５０

ＣＬＳ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６６４ ０．１１４３ ０．０７２１

ＣＴＬＳ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５８３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６５１

２．２　真实数据

实验所用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为武汉大学地面接

收站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接收的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数

据，接收时间为上午１１：１８。根据研究目的，选择

了ＭＯＤＩＳ１～７个波段的太阳反射波谱数据，１～

２波段的空间分辨率为２５０ｍ，３～７波段的空间

分辨率为５００ｍ，数据等级为ＬＩＢ，数据格式为

ＨＤＦ格式。由于该数据成像时，云遮盖比较严

重，为避免云遮盖对地物反射的影响，截取了一幅

成像区域较好、大小为１４５×１６０的图像进行实验

（如图２所示）。该区域位于湖北省的三峡地区，

典型的地物有植被、建成区（宜昌、秭归等）、水体

（长江、清江等）和裸岩。

图２　ＭＯＤＩＳ数据，显示波段为４、３、２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ＩＳＤａｔａｓｅｔｗｉｔｈＢａｎｄ４，３，２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ｓＲＧＢ

首先对该数据进行预处理，将影像的原始信号

值转换为地物反射率影像。又由于ＭＯＤＩＳ数据波

段间的空间分辨率大小不一致，因此把１～２波段

重采样为５００ｍ。根据先验信息，该影像有５种典

型地物，因此预先指定迭代次数为５。选择像元矢

量最大的光谱作为初始端元光谱，并利用文献［１］

中的全限制性迭代算法自动确定端元光谱在图像

中的位置。与文献［１］的误差计算不同的是，本文

采用总体最小二乘算法计算分解误差。迭代计算

出的端元光谱影像坐标分别为（１４，１７）、（４４，９９）、

（１２８，５）、（１４３，１０２）和（２，１４０）。由这５个影像坐

标可以绘制成如图３所示的端元光谱曲线。

获取端元光谱之后，再运用ＣＴＬＳ分解 ＭＯ

ＤＩＳ影像，得出如图４所示的端元组分影像及其

误差影像。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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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端元光谱曲线

Ｆｉｇ．３　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Ｃｕｒｖｅ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各种地物都被正确地提

取出来了，但由于阴影光谱与水体光谱非常接近，

图４（ｂ）中混有部分阴影。从图４（ｆ）的误差影像

中可以看出，该影像几乎不含有效的地物结构信

息，基本上为噪声误差，而且误差影像的均方根误

差非常小，据计算仅为０．０００２９，因此分解效果比

较理想。

为了对比不同方法提取端元及其分解的效

果，用ＣＬＳ和ＵＬＳ方法处理了该数据，其中使用

ＣＬＳ方法迭代计算出的端元光谱影像坐标

分别为（１４，１７）、（４４，９９）、（１０１，９）、（２，１４０）和

图４　分解结果的组分影像

Ｆｉｇ．４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ｂｙＴｏｔ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４３，１０２），而 ＵＬＳ方法计算的坐标为（１４，１７）、

（１３１，３）、（１３４，１５）、（２４，９８）和（５，１１７）。实验表

明，尽管ＣＬＳ和ＣＴＬＳ提取的５个影像坐标中有

一个坐标值（植被）有所差别，但ＣＬＳ和ＣＴＬＳ都

能够在指定的５次迭代内正确地提取出所有的端

元光谱，而ＵＬＳ则不能在５次迭代内正确地提取

出所有的端元光谱。这三种方法分解的误差影像

统计信息见表２，可以看出，ＣＴＬＳ方法比ＵＬＳ和

ＣＬＳ方法的误差小一个数量级，较大地提高了分

解精度。

表２　三种方法的误差影像统计信息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ｒｏｒＩｍａｇｅ

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方差

ＵＬＳ ０．０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０７３０ ０．００６２０

ＣＬＳ ０．０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１６６

ＣＴＬＳ ０．０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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