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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广义高斯密度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ｍ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ＧＧＭＭ），并顾及影像上

下文信息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分类精度较传统的分类方法要好，

在细节保持方面，较某些尺度上的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要好。

关键词：遥感影像分类；混合广义高斯密度模型；马尔可夫随机场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近２０ａ来，遥感影像的分类方法层出不穷，

而在实际生产中，基于统计特征的最大似然分类

方法依旧是最常用的分类方法之一［１，２］。但它采

用的模型需要假定遥感影像中的各类地物服从正

态分布。为克服简单高斯分布的缺陷，骆剑承

等［３］基于有限混和密度模型的思想，提出了基于

期望最大（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的最

大似然方法。但这种改进对每一个类别的分布仍

然用高斯密度模型来模拟，当地物的密度分布呈

现其他形式时，则无能为力。而且，在遥感影像的

分类中，若只考虑光谱特征，不考虑影像的空间上

下文信息，会造成分类结果的不连续和孤立噪声。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ＧＧＭＭ，并

顾及上下文信息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

１　犌犌犕犕及解算

１．１　犌犌犕犕

在广义高斯密度模型（ＧＧＭ）
［４］的假设下，遥

感影像中各个类别的概率密度狆（狓｜狑）可以描述

为：

狆（狓狘狑）＝犪ｅｘｐ｛－［犫狘狓－犿狘］β｝ （１）

式中，犪＝犫β／［２犜（１／β）］；犫＝
１

σ
τ（３／β）／τ（１／β槡 ）；

参数犿、σ、β分别为ＧＧＭ 的均值、方差和形状参

数。

本文假设遥感影像的分布是由一组广义高斯

密度分布成分混合构成的，令混合成分个数为狉，

则其概率密度模型可表示为：

犳（狓）＝∑
狉

犻＝１

犆犻犳犻（狓） （２）

式中，犆犻为第犻个高斯分布成分的权重因子，且满

足归一化条件∑
狉

犻＝１

犆犻＝１及犆犻＞０。犳犻（狓）＝犪犻·

ｅｘｐ｛－［犫犻｜狓－犿犻｜］β犻｝为第犻个成分的广义高斯

密度函数，其中，犿犻为该成分的均值；β犻 为第犻个

成分的形状系数；犪犻、犫犻可以由形状系数以及方差

σ
２ 计算得到。

１．２　犌犌犕犕参数求解

可以采用ＥＭ 算法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解

算［５］。ＥＭ算法是个迭代过程，迭代中分为Ｅ步

和 Ｍ步，其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１）目视判读。选取训练样区的数据，对

ＧＧＭＭ的参数进行初始化：

λ
（０）
＝ ｛犿

（０）
１ …犿

（０）
狉 ，σ

（０）
１ …σ

（０）
狉 ，犆

（０）
１ …

犆
（０）
狉 ，β

（０）
１ …β

（０）
狉 ｝ （３）

式中，各符号的意义同前。

２）Ｅ步。根据各个估计量的当前值λ
（狋），求

解每个像素狓（犿，狀）属于各个类别的后验概率

值。根据Ｂａｙｅｓ公式，后验概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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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狑犻狘狓（犿，狀），λ
（狋））＝

狆（狓（犿，狀）狘狑犻，λ
（狋））犆

（狋）
犻

∑
狉

犼＝１

狆（狓（犿，狀）狘狑犼，λ
（狋））犆

（狋）
犼

　（０≤犿≤犕，０≤狀≤犖，１≤犻≤狉）（４）

式中，犕、犖 分别为影像的行数和列数；狉为混合

成分的数目；狆（狓（犿，狀）｜狑犻，λ
（狋））为第狋次迭代时

像素狓（犿，狀）属于第狑犻 类的条件概率，其值可由

像素的灰度值以及第狋次迭代时第犻类的统计参

数代入式（１）得到；犆
（狋）
犻 为第狋次迭代时第犻类的

先验概率，数值等于此时第犻类的混合系数。

　　３）Ｍ步。根据Ｅ步中所计算的第狋次迭代

计算的后验概率值，计算 ＧＧＭＭ 中各个混合成

分的统计量：

λ
（狋＋１）

＝ ｛犿
（狋＋１）
１ …犿

（狋＋１）
狉 ，σ

（狋＋１）
１ …σ

（狋＋１）
狉 ，犆

（狋＋１）
１ …

犆
（狋＋１）
狉 ，β

（狋＋１）
１ …β

（狋＋１）
狉 ｝ （５）

式中，

犿
（狋＋１）
犻

＝
∑

１≤犿≤犕
∑

１≤狀≤犖

狆（狑犻狘狓（犿，狀），λ
（狋））×狓（犿，狀［ ］）

∑
１≤犿≤犕

∑
１≤狀≤犖

狆（狑犻狘狓（犿，狀），λ
（狋）［ ］）

（６）

σ
（狋＋１）
犻 ＝

∑
１≤犿≤犕

∑
１≤狀≤犖

狆（狑犻狘狓（犿，狀），λ
（狋））×［狓（犿，狀）－犿

（狋＋１）
犻 ］× 狓（犿，狀）－犿

（狋＋１）［ ］｛ ｝犻

∑
１≤犿≤犕

∑
１≤狀≤犖

狆（狑犻狘狓（犿，狀），λ
（狋））

（７）

犆
（狋＋１）
犻 ＝

∑
１≤犿≤犕

∑
１≤狀≤犖

狆（狑犻狘狓（犿，狀），λ
（狋））

犖×犕
（８）

其中比较复杂的是形状参数β的估计，本文采用

文献［６］的方法对形状参数进行估计。对步骤２）

到３）进行迭代，直到所计算出的第狋＋１次迭代与

第狋次迭代的统计量的差值小于某一个很小的数

（本文取５×１０－４）为止。

２　犌犌犕犕应用于遥感影像分类

２．１　运用最大后验概率准则（犕犃犘）分类

当运用ＥＭ算法求解出ＧＧＭＭ中各统计参

数后，可根据Ｂａｙｅｓ公式计算各个像素属于不同

类别的后验概率，将后验概率最大的类别作为该

像素的最终类别：

狆（狑犻狘狓（犿，狀））＝
狆（狓（犿，狀）狘狑犻）狆（狑犻）

∑
狉

犼＝１

狆（狓（犿，狀）狘狑犻）

（０≤犿≤犕，０≤狀≤犖，１≤犻≤狉） （９）

此时的统计参数λ已知，狆（狑犻）为各个类别的先

验概率，其数值等于各个类别的混合系数犆犻。对

式（９）取自然对数后取反，可得：

－ｌｎ［狆（狑犻狘狓（犿，狀））］＝－ｌｎ［狆（狓（犿，狀）狘狑犻）·

狆（狑犻）］＋ｌｎ［∑
狉

犻＝１

狆（狓（犿，狀）狘狑犻）］ （１０）

易知，ＭＡＰ准则等同于使得－ｌｎ［狆（狓｜狑犻）·

狆（狑犻）］最小的解。对像素 狓（犿，狀），ｌｎ［∑
狉

犻＝１

狆（狓（犿，狀）｜狑犻）］是常数。因此，可设每个像素

为：

犝ｄａｔａ（狑犻狘狓（犿，狀））＝

－ｌｎ［狆（狓（犿，狀）狘狑犻）狆（狑犻）］ （１１）

　　本文运用 ＧＧＭＭ 模型描述影像的统计特

性，因此，

犝ｄａｔａ（狑犻狘狓（犿，狀））＝ ［犫犻狘狓（犿，狀）－犿犻狘］β犻 －

ｌｎ狘犪犻狘－ｌｎ狘犆犻狘 （１２）

参数犪犻、犫犻、犿犻、犆犻、β犻的意义同前。对整幅影像犡

而言，ＭＡＰ准则使得式（１３）中的犝ｄａｔａ（犡）达到

最小：

犝ｄａｔａ（犡）＝ ∑
１≤犿≤犕

∑
１≤狀≤犖

犝ｄａｔａ（狑犻狘狓（犿，狀））

（１３）

　　然而，这样的分类方法没有考虑邻域像素的

影响，为此，笔者考虑运用 ＭＲＦＭＡＰ准则。

２．２　运用 犕犚犉犕犃犘准则分类
［７］

为了利用像素的上下文信息，考虑在ＧＧＭＭ

概率模型下运用马尔可夫随机场（ＭＲＦ）模型对

影像的上下文关系进行建模。ＭＲＦＭＡＰ准则

的思想是：将遥感影像视为一个 ＭＲＦ，估计每个

像元上的后验概率，通过 ＭＡＰ判断每个像素的

类属。

用犠犽 表示影像 犡 的类别标记场，犠犽＝

｛狑犽（１，１），…，狑犽（犕，犖）｝，狑犽（犿，狀）∈｛狑１，狑２，

…，狑狉｝（狑１，狑２，…，狑狉 为影像所包含的狉个类

别），则犠＝ ∪
犜

犽＝１
犠犽（犜＝狉

犕犖），其中，犠 表示影像

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类别组合；犜 为所有类别标记

场的个数。按照 ＭＡＰ准则，最终的类别标记场

犠ｏｐｔ应使得后验概率最大，即

犠ｏｐｔ＝ａｒｇｍａｘ｛犘（犠犽狘犡）｝ （１４）

使式（１４）最大化，可化为求式（１５）的最小值：

犝（犠犽狘犡）＝犝ｄａｔａ（犡）＋犝ｃｏｎｔｅｘｔ（犠犽）＝

犝ｄａｔａ（犡）＋ ∑
１≤犿≤犕

∑
１≤狀≤犖

［犝ｃｏｎｔｅｘｔ（狑犽（犿，狀）狘

｛狑犽（犵，犺），（犵，犺）∈犖（犿，狀）｝）］ （１５）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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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犝ｄａｔａ（犡）表示影像中灰度的统计特征；

犝ｃｏｎｔｅｘｔ（犠犽）描述了像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犝ｃｏｎｔｅｘｔ（狑犽（犿，狀）狘｛狑犽（犵，犺），（犵，犺）∈

犖（犿，狀）｝）＝ ∑
（犵，犺）∈犖（犿，狀）

δ犽（犠犽（犿，狀），犠犽（犵，犺））

（１６）

式中，δ犽是势函数，其表达式为：

δ犽（狑犽（犻，犼），狑犽（犵，犺））＝
－１，狑犽（犿，狀）＝狑犽（犵，犺）

０，狑犽（犻，犼）≠狑犽（犵，犺
｛ ）

（１７）

　　由以上推导可知，基于ＧＧＭＭ 模型的最大

后验概率方法实际等同于求整幅影像犝ｄａｔａ（犡）的

最小值；而基于 ＭＲＦＭＡＰ准则的方法则同时考

虑了犝ｄａｔａ（犡）与犝ｃｏｎｔｅｘｔ（犠犽）的和应最小，这种方

式同时兼顾像素本身的统计信息和影像的上下文

信息。

求式（１５）最小值的主要方法有ＩＣＭ（ｉｔ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算法和模拟退火法（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ＳＡ）
［８］。本文采用ＳＡ方法求式（１５）

的全局最小值，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类别标记场

犠ｏｐｔ，即影像的分类结果。

２．３　运用投票法得到最终的分类结果

由于目前的ＧＧＭ 只有一维形式，若影像具

有多波段，则无法直接运用其对影像建模。因此，

本文采用散度作为类别的可分性特征，运用顺序

后退法［９］挑选出奇数个类别可分性好的波段之

后，在各个波段上运用上述方法进行分类，对各波

段的分类结果运用投票法得到最终的分类结果。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试验数据

试验采用２００２年７月拍摄于武汉郊区的

ＥＴＭ影像，以及２０００年摄于广州的ＥＴＭ 影像

（见图１）。采用ＰＣＩ软件对两幅影像进行绝对辐

射校正，选择两幅影像１～５以及７波段的数据，

图１　两幅ＥＴＭ７４３假彩色合成影像

Ｆｉｇ．１　ＥＴＭ７４３ＦａｌｓｅＣｏｌｏｒ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ｍａｇｅｒｙ

分别裁剪４００像素×４００像素的区域（武汉）、３１８

像素×３１８像素的区域（广州）进行分析。

３．２　样区的选择以及波段选择结果

对图１进行目视判读，两幅影像中主要的地

物覆盖类型共４类，选择训练样区和验证数据集，

如表１所示。依据散度准则，根据剔减特征法，在

原始的６个波段中选择奇数个可分性好的波段。

经试验，采用２～５、７这５个波段的数据进行分

析。

表１　训练样区数据与验证数据

Ｔａｂ．１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类别

标号

土地覆盖

类型
颜色

训练样区 验证数据集

武汉 广州 武汉 广州

１ 城镇用地 　 １９６ １６０ １２７ １４０

２ 草地 　 ２２７ ２４２ １２４ １２４

３ 水体 　 １９６ １６０ １２７ １４０

４ 林地 　 ２２７ ２４２ １２４ １２４

３．３　犕犚犉犕犃犘策略下各个波段的分类结果

运用ＧＧＭＭ 模型对挑选的各波段建模，计

算各个类别的统计参数，根据 ＭＲＦＭＡＰ准则，

得到图１（ａ）各个波段的分类结果如图２所示。

统计各个波段的分类混淆矩阵，并计算分类总体

精度以及Ｋａｐｐａ系数。其中，第２、３、４、５、７波段

的分类总体精度和Ｋａｐｐａ系数分别为（８４．４６％，

０．７９３）、（５０．４８％，０．３４）、（５６．８９％，０．４３）、

（７０．８７％，０．６１）、（８６．０２％，０．８２）。从试验结果

可知，不同波段对于不同的地物具有不同的分类

精度。综合来看，第３波段对城镇用地有着较好

的分类精度；第２波段对一般植被有着较好的分

类精度；第４、５波段对水体有着较好的分类精度；

第２、５波段对林地有着较好的分类精度。值得注

意的是，第７波段虽然在每个地物分类精度方面

表现不是最优，但是对于各类地物都有着较好的

分类精度，因此，第７波段的总体精度以及Ｋａｐｐａ

系数最高。

图２　基于ＧＧＭＭ模型单波段的分类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ＧＭＭ

３．４　最终的分类结果及比较

将各个波段的结果按照投票法进行组合，可

以得到图３（ａ）的分类结果，可得总体精度为

８９．９０％，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８７。显然，将５个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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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组合后，结果优于单个波段的结果，有着较

高的分类精度。运用ＥＮＶＩ４．２软件中所提供的

最大似然法、最小距离法和ＢＰ神经元网络法对

影像进行分类，结果如图３（ｂ）～３（ｄ）所示。此

外，笔者运用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软件进行分类，采用尺

度Ｓｃａｌｅ＝５．０、ｓｈａｐｅ＝０．１、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０．５进

行多尺度分割，最终可得到图３（ｅ）的结果。则最

大似然法、最小距离法、ＢＰ神经元网络、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分类结果的总体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系数分别为

（８３．１１％，０．７７）、（８０．７８％，０．７４）、（９０．０５％，

０．８９）、（８５．００％，０．８３）。

图３　武汉ＥＴＭ７４３分类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ｕｈａｎＥＴＭ７４３

从目视结果而言，分类结果中，本文提出的方

法与ＢＰ神经元网络方法所得的结果能够分辨出

原始影像中细微的结构特征，如标号为１的区域

中的道路；而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将该区域中的道

路提取出来。在运算效率方面，本文方法的运行

时间由３个部分组成：计算各波段的统计参数的

时间、运用ＳＡ算法解算 ＭＲＦＭＡＰ解的时间、

各波段结果进行组合的时间。在 ＣＰＵ 主频为

２．８ＧＨｚ，内存为１ＧＢ的微机上，本文方法对５

个波段数据分类再组合共耗时１８５ｓ。运用ＢＰ

神经元网络对同一数据进行分类，在迭代次数为

４０００时，共耗时１６０ｓ。从运行效率上看，本文方

法较ＢＰ神经元网络更耗时。

对广州地区影像，本文方法、最大似然法、最

小距离法以及ＢＰ神经网络法的分类结果如图４

所示。

图４　广州ＥＴＭ７４３分类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ＥＴＭ７４３

从目视效果上看，本文提出的方法有最优的

效果。统计各个方法的总体精度和Ｋａｐｐａ系数，

分别为（８９．２６％，０．８４５９）、（８６．４６％，０．８０８２）、

（８５．３８％ ，０．７８９５）、（７０．２２％ ，０．６０１）。在该试

验中，本文算法运行所用的时间总共为９５ｓ，依旧

是所有方法中最耗时的。因此，如何提高其运算

效率需要进一步研究。虽然如此，本文方法在分

类中具有稳健的分类结果，在第一组试验中，其分

类精度略低于分类精度最高的ＢＰ神经元网络方

法（０．０５％）。在第二组试验中，其分类精度则明显

优于传统的分类方法。

ＧＧＭＭ模型目前只有一维的形式，因此，对

多波段影像，首先对单波段的数据进行分类后再

组合。如何选择波段，如何采用更为合适的组合

手段，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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