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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熵的遥感分类最优空间尺度选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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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影像分类为例，从类别可分性的角度提出了基于信息熵的最优空间尺度选择方法。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信息熵的最优尺度选择方法的结果有很好的合理性，符合实际的分类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实际

遥感分类中的空间尺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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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分析的空间尺度选择一直备受关

注。已有的空间尺度选择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局部

方差的方法［１］、基于变异函数（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的方

法［２７］、基于离散度的方法［８９］。其中，局部方差方

法和变异函数方法属于利用单波段选择最优尺度

的方法；而基于离散度的方法则属于利用多波段

选取最优尺度的方法。但是，基于单波段的方法

不适合多光谱影像数据的遥感应用；而基于离散

度的方法没有考虑到影像的空间分布特征。因

此，有必要研究新的空间尺度选择方法。

１　基于信息熵的最优空间尺度选择

１．１　描述可分性的信息熵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信息不确定性的度量，其

定义形式如下［１０］：

犎（犡）＝犎（犘１，犘２，…，犘狀）＝－∑
狀

犻＝１

犘犻ｌｎ犘犻

（１）

式中，犡 表示一个随机变量；犡 对应的狀 种可能

取值的概率为犘１，犘２，…，犘狀。从熵的定义可知，

熵表示不确定性，熵越大不确定性越大，因此，可

以用信息论中的熵来描述各类别的可分性［１１］。

对于犮类问题，设给定狓的各类后验概率为

犘（ω犻｜狓）
ｄｅｆ＝狆犻（犻＝１，２，…，犮），∑

犮

犻＝１

狆犻 ＝１，则用

来描述类别可分性熵的定义如下：

犎犮（狓）
ｄｅｆ
＝犎犮（狆）＝－∑

犮

犻＝１

狆犻ｌｇ狆犻 （２）

　　由熵的性质可知，如果 犎犮（狓）较大，则说明

各类的后验概率犘（ω犻｜狓）（犻＝１，２，…，犮）较接近，

这时分类识别的正确率可能不会太高；当各类后

验概率相等时，实现正确分类识别是最困难的，此

时对应的描述可分性的熵值最大［１１］。由于尺度

对影像分类的影响，对于同一区域的不同尺度下

的遥感数据，对应的描述可分性的熵值也会有所

不同，即熵值越小，可分性越强；熵值越大，可分性

越差。因此，应选择使描述可分性的熵值最小的

遥感数据进行分类识别。同时，考虑到反映空间

分布特征的需要，应该计算影像中每个像元对应

的描述类别可分性的熵值。为了能够客观地比较

多个尺度下的影像可分性，一般将每个尺度下影

像中的所有像元的可分性熵值取平均，用这个均

值来选取最优空间尺度。

１．２　基本思路

基于信息熵的最优尺度选择方法，其基本思

路是解算每个尺度下影像数据的类别可分性的平

均熵，统计计算出系列尺度下对应的熵均值，熵均

值最小的尺度就是总体分类精度最高的最优空间

尺度。本方法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将多光谱信息

联合起来选择最优尺度问题，它将多光谱数据看

作多维随机变量，利用多维随机变量的概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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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每个像元的后验概率，避免了单波段方法的

波段选择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问题；同时，比较基于

变换的离散度选择最优尺度的方法，本方法充分

考虑了整个观测量的实际空间分布特征，改进了

仅仅从各类间概率密度重叠程度进行分析的局限

和不足。

基于信息熵的最优尺度选择方法具体的实现

过程包括以下６个步骤：将原始影像进行尺度变

换，生成系列低分辨率影像；接着采集每个分辨率

下各个类别的样本，要求保证样本的空间位置一

致；将遥感影像的多光谱信息视为多维随机变量，

以采集的样本为基础，利用 ＥＭ（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算法
［１２］优化估计各个类

别的多维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参数；然后，在由

ＥＭ算法估计出来的分布空间上，统计影像上每

个像元从属于每个类别的概率，并计算出描述该

像元可分性的信息熵；在遍历整个影像之后，计算

描述该影像可分性的信息熵的平均值；最后，找出

描述可分性的平均熵值最小的分辨率，即保证总

体分类精度最优的空间分辨率。

２　实　验

２．１　实验数据

本实验采用广州地区的 ＴＭ 影像。该影像

的拍摄时间为１９８８１２１０。实验中，选取了其中

一个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的区域（图１）。实验区

域以山地为主，林地覆盖率高，且有部分草地；研

究区域内还有部分水域，由于处于冬季枯水期，出

现很多旱滩地带。本实验的分类包括水体、林地、

草地和旱滩４个种类。

图１　ＴＭ伪彩色影像（ＴＭ４、３、２波段构

成的ＲＧＢ图像）

Ｆｉｇ．１　Ｓｕｂ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Ｍ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２　实验步骤

本文采用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ＡＶＷ）方法
［１３］，由原始分辨率为３０

ｍ的ＴＭ影像生成６０ｍ、１２０ｍ、２４０ｍ等３个低

分辨率的影像。利用ＥＮＶＩ在原始分辨率下采集

４个分类种类的样本，并保存ＲＯＩ以保证３个低

分辨率影像也具有同样的样本区域，从而避免由

于样本选取的差异所引起的各个分辨率下的分类

误差。根据ＥＮＶＩ所采集的４个分辨率下的样

本，利用ＥＭ算法分别优化估计出４个分辨率下

各个类别的多维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特征。本实

验假设遥感影像符合正态分布，因此需要ＥＭ 算

法优化估计出多维随机变量的正态分布参数。在

ＥＭ 算法迭代出来的概率分布下，计算出每个分

辨率下描述每个像元对应的４个类别的可分性的

信息熵，并计算出每个分辨率下对应的熵值的均

值。然后，统计４个分辨率下描述可分性的熵值

的均值，找出均值最小的那个分辨率，即最优分辨

率。最后，为了检验本方法所选择出来的结果是

否合理，对４个分辨率下的影像数据按照水体、林

地、草地和旱滩４个类别进行分类，并对分类结果

进行了精度评价。

２．３　实验结果

图２是采用ＡＡＶＷ 方法由ＴＭ 影像生成的

系列低分辨率影像数据。图３则给出了描述类别

可分性的平均信息熵与分辨率之间的关系。

图２　ＡＡＶＷ方法生成的系列低分辨率伪彩色

影像（ＴＭ４、３、２波段构成的ＲＧＢ图像）

Ｆｉｇ．２　Ｌｏｗ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

ＡＡＶ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３　描述类别可分性的平均熵与分辨

率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ａｎＥｎｔｒｏｐｙ

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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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３可以看出，在６０ｍ分辨率下，描述可

分性的平均熵值最小，即水体、林地、草地和旱滩

４个类别的可分性最高；原始分辨率下ＴＭ 影像

的平均熵值有所增加，然后，１２０ｍ、２４０ｍ两个分

辨率下的平均熵值依次递增，即可分性依次递减。

据此，可以认为６０ｍ分辨率是保证总体分类精度

最优的空间尺度。

为了验证基于信息熵的最优尺度选择方法的

结果是否合理，分别对４个分辨率下的影像按照

水体、林地、草地和旱滩４个类别进行分类。分类

采用Ｉｓｏｄａｔａ方法，聚类数目为５０，迭代次数为

２０，收敛系数为０．９８，合并后类数为４。分类实验

利用的是Ｅｒｄａｓ软件。４个分辨率下的分类专题

图如图４所示，图５和图６反映了总体分类精度

与分辨率之间的关系。

图４　分类专题图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

图５和图６显示，按照总体分类精度从高到

低依次是６０ｍ、３０ｍ、１２０ｍ和２４０ｍ的排列，

Ｋａｐｐａ系数的排列也是如此。其中，６０ｍ的分类

精度最高，即在这个分辨率下，４个类别之间的可

分性总体表现最强，即此分辨率为本分类实验的

最优尺度。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总体分类精度

和描述类别可分性的平均熵，它们与分辨率的关

系走势正好吻合，在分类精度高的分辨率下，描述

类别可分性的平均熵低，而分类精度低时，描述类

图５　总体分类精度与分辨率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ｌａｓｓｉｆ

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别可分性的平均熵则变高。由此可以说明，基于

信息熵的遥感分类最优空间尺度选择方法具有合

理性和实用性。

图６　Ｋａｐｐａ系数与分辨率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Ｋａｐｐａ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　总结与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基于信息熵的遥感分类最优

空间尺度选择方法的结果具有很好的合理性，符

合实际的分类结果。本文提出的基于信息熵的最

优空间尺度选择方法具有基于多光谱、面向具体

分类类别和顾及空间分布特征等突出优点，所选

择出的最优空间尺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实际

遥感分类中的空间尺度选择。

但是，基于信息熵的最优尺度选择方法还存

在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开展进

一步的研究。首先，需要根据空间上下文来计算

每个像元的可分性，这样才能更加合理地反映空

间分布特征，可以采用概率松弛迭代等方法［１４］；

基于静态模型的方法（例如局部方差方法和变异

函数），其结果无法适合大区域复杂环境的应

用［７］，需要考虑建立基于动态模型的方法，这方面

已经有基于四叉树的方法［１５１６］，但仍然存在缺陷，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实验中，基于信息熵的最

优尺度选择方法的结果是保证总体分类精度最

优，没有深入考虑具体类别所对应的最优分辨率，

下一步有必要重点研究对应到具体类别的最优尺

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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