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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犖犘犃的加权“１犞犿”犛犞犕
高光谱影像分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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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的计算理论，结合高光谱影像的数据特点，利用最近点算法（ＮＰＡ）求两类最

优超平面，为每类设立一个合理的权指标，提出了基于ＮＰＡ的加权 “１Ｖ犿”ＳＶＭ算法来实现高光谱遥感影

像多分类，降低了计算的复杂度和计算量，提高了ＳＶＭ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的可操作性和分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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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光谱遥感影像数据分类中，一般都要进行

波段和特征选择，将高维数据投影到低维都有服从

一种高斯分布或多种高斯分布之和的趋势［１］。以

经验风险最小化为归纳原则的传统模式识别方法

通常难以取得很好的结果。ＳＶＭ是建立在ＶＣ维

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上的机器学习方法，在

高维空间中处理数据，能够解决传统模式识别方法

中的过学习与欠学习、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等问

题［２］，在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问题中的优势明

显，所以ＳＶＭ方法适合于高光谱数据的分类。

１　传统的犛犞犕两类分类问题

ＳＶＭ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① 当数

据线性可分时，分类比较简单；对于线性不可分的

情况，通过使用非线性映射算法将低维输入空间

线性不可分的样本转化为高维特征空间使其线性

可分，使得在高维特征空间对样本的非线性特征

进行线性分析成为可能；② 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

理论，在特征空间中建构最优分割超平面，使得学

习器得到全局最优化，并且整个样本空间的期望

风险以某个概率满足一定上界［１］。

传统的 ＳＶＭ 分类方法是基于最大间隔

（ＭＭＰ）的ＳＶＭ 分类，即要构造一个超平面将两

类分开，各类样本到分类面的最小距离和称为分

类间隔。ＭＭＰ的原理请参见文献［３］。对两类

问题的解决方案请参见文献［４］。

传统的ＳＶＭ分类对小样本和简单训练的情

况有很好的分类效果和很强的泛化性，但对高维

高光谱遥感影像数据的分类，ＳＶＭ的实用性受到

制约：① 高光谱影像数据量往往较大，计算量惊

人，计算的复杂度很高；② 最大距离原则计算出

的支持向量矩阵不是满秩矩阵，即支持向量数多

于所需的最少支持向量数，存在计算浪费和数据

冗余。因此，本文引进加权最近点算法（ＮＰＡ）来

求最优超平面。

２　基于犖犘犃的犛犞犕

ＮＰＡ是线性规划中一种求最优的方法，能够

有效求解高维空间中两个数据集凸包犝、犞 间的

最近点［５］。据此延伸，求出两最近点连线的中点

垂直面，将此作为分类的最优超平面。在 ＭＭＰ

中，所有数据参与计算最大间隔和最优超平面，

ＮＰＡ只对数据集的外围，即凸包上的数据进行计

算，降低了计算量。

ＮＰＡ具体设计为：设两类数据分别为犐、犑，犛

是一非空集合，ｃｏ犛是犛 的凸包，即ｃｏ犛＝｛∑

β犽狊犽｜狊犽∈犛，β犽≥０，∑β犽＝１｝，记犝＝ｃｏ｛狕犻｜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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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犞＝ｃｏ｛狕犻｜犼∈犑｝，因为犐、犑是有限集，所以犝、

犞 是凸多面体
［３］。按式（１）计算犝 与犞 之间的最

近点：

ｍｉｎ‖狌－狏‖

ｓ．ｔ．　狌∈犝，狏∈｛ 犞
（１）

　　这是一个二次凸规划问题，由于目标函数和

约束条件都是凸的，根据最优化理论，这一问题存

在唯一全局最小解。根据以上思想，本文换一个

角度来研究ＳＶＭ解决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的计

算问题，采用一种基于 ＮＰＡ的ＳＶＭ 分类算法，

进行遥感影像解释。

３　基于 犖犘犃的加权“１犞犿”犛犞犕

分类算法

　　ＳＶＭ本质上是两类分类器，利用ＳＶＭ 构造

多类分类算法还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把一个多

类分类问题分解为多个两类分类问题；如何把多

个两类分类的结果有效组合，给出最终的判决［１］。

目前，基于 ＭＭＰ的ＳＶＭ 多分类器，应用较多的

是“一对多”（１Ｖ犿）、“一对一”（１Ｖ１）、ＤＡＧＳ

ＶＭ、二叉树等算法。“１Ｖ犿”所需要训练支持向

量机数量少、用于决策的分类器数量少、决策速度

快，但是每个两类支持向量机训练样本多、训练速

度慢，在决策时经常出现同时属于多类或不属于

任何一类的区域的情况。因此，对高光谱遥感影

像的数据，“１Ｖ犿”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本文对“１Ｖ犿”算法进行了改进。由于每幅影

像的类别数不同，各类别数量和复杂度不一样，将

每个类判别出来的难易程度和资源消耗也不尽相

同。结合ＮＰＡ，在分类过程中加入控制因子进行

加权处理，有效地改进了分类效果，具体结构图见

图１。首先为每一类设计一个复杂度权，权大的类

别说明其计算复杂度高，将此类优先利用ＮＰＡ计

算分类，分完后将其去掉，再判别剩余的类别。依

此类推，直至所有的类被区分出，这样就避免了计

算复杂度高的类别参与多次重复计算，降低了整体

计算的复杂度。复杂度权的计算过程如下。

１）在分类前粗略统计每类的面积犛，设计混

淆程度犎 和信息熵犜 等计算指标。

２）混淆程度指标计算：

犎犻＝∑
犫

犼＝１

犞（狓犼犻）／犫 （２）

式中，犫为波段数，犞（狓犼犻）为犻类第犼波段的方差。

３）计算第犻类第犼波段概率向量犘犼犻＝（狆犼犻１，

狆
犼
犻２，…，狆犼犻狀），狀为第犻类的像元个数，由式（３）计

图１　加权“１Ｖ犿”ＮＰＡ算法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Ｗ“１Ｖ犿”ＮＰＡＳＶ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算影像信息熵：

犜犻＝－∑
狀

犽＝１

狆
犼
犻犽ｌｎ（狆犼犻犽） （３）

　　４）将犛、犎 和犜 归一化，按照影像的质量设

立附加系数犪、犫、犮，按式（４）计算犻类的复杂度

权犠犻：

犠犻＝１／（犛犻犪犻＋犎犻犫犻＋犜犻犮犻） （４）

　　５）将复杂度权排序，犠犻＝｛犠１，犠２…犠犿｝为

狑犻排序后的结果，犠１＞犠２＞…＞犠犿（犿 为类

数）。

将以上过程与 ＮＰＡ算法结合，构成一个基

于ＮＰＡ的加权“１Ｖ犿”ＳＶＭ 学习分类算法（Ｗ

“１Ｖ犿”ＮＰＡ），详细过程见图１。“１Ｖ犿”的时

间复杂度为犗（犆犿×犆１×犆２×…犆犿）（犆为整幅影

像数据量，犆犻为第犻类的数据量）；本文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为犗（犆犠
１
×（犆－犆犠

１
）×犆犠

２
×（犆－犆犠

１

－犆犠
２
）×…犆犠犿×（犆－犆犠１－犆犠２－…犆犠犿）），明

显降低。

４　实验与分析

４．１　犌犪狌狊狊犻犪狀数据集实验

本文首先用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数据集，利用不同的训

练样本和相同的测试样本进行两者的对比实验。

测试样本的数据个数为１６８１，选择不同数量的样

本，计算训练时间和测试时间以及支持向量数，结

果见表１。

支持向量（ＳＶ）依赖那些相应于犪不为零的

训练数据，这些训练数据的输入向量狓犻即为支持

向量。从图２（ａ）可以看出，两者都随着训练样本

５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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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多而增加，ＭＭＰ得出的ＳＶ始终多于 ＮＰＡ

得出的ＳＶ，进而ＮＰＡ的训练时间和测试时间均

低于 ＭＭＰ。首先，计算两最近点向量间的法平

面，比计算犪中多个向量间的最优法平面简单；

其次，ＮＰＡ的计算量较小，ＮＰＡ求得的支持向量

矩阵是一个满秩矩阵，不存在计算浪费和数据冗

余。测试时间差距较明显（图２（ｂ）），但训练时间

相差相对较小（图２（ｃ）），训练时间主要是计算支

持向量，所以图２（ｂ）与图２（ａ）的曲线梯度相似，

但测试时间主要取决于测试样本的多少，支持向

量数对其影响为次要方面，故图２（ｃ）与图２（ａ）的

曲线梯度有所不同，但变化趋势是相同的。

表１　犕犕犘与犖犘犃实验对比表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ＭＭＰａｎｄＮＰＡ

训练时间／ｍｓ 支持向量个数

１０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１０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ＮＰＰ
训练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４ １６ １６

测试 ３５０ ３５３ ３６９ ３６３ ３８９ ３５５ ３６８ ３７６
４ ６ ８ ８ ９ １１ ９ １６

ＭＭＰ
训练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测试 ６５９ ６１１ ６６６ ７５２ ７２１ ８５３ ８８６ ８３４
４ ８ ９ ９ １４ １３ １７ ２２

图２　计算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４．２　高光谱遥感影像实验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算法在高光谱遥感影像分

类中的有效性，本文选用ＯＭＩＳ高光谱遥感数据

进行实验。数据于２００２年５月在江苏宜兴市获

取，大小为５１２×５１２，在０．４６～１２．５μｍ共设１２８

个波段。根据假彩色目视和实地调绘及光谱测量

结果，选取了河流、水塘、厂房、道路、草地、废弃鱼

塘、旱田、居民地等８类样本（表２）。

表２　样本选取表

Ｔａｂ．２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本
类别

河流犮１ 水塘犮２ 厂房犮３ 道路犮４ 草地犮５ 废弃鱼塘犮６ 旱田犮７ 居民地犮８

训练样本 ７６３ ７３２ ７６６ ７３０ ７３３ ７６０ ７４２ ７５５ ５９８１

测试样本 １５５４ ２０８１ １１９８ １５０３ １２３６ １６９８ ２３５５ ２０１７ １３６４２

　　对全部波段测试样本，首先粗略统计每类面

积犛（用像元个数代替），计算混淆程度犎 和信息

熵犜，归一化，设置附加系数犪＝０．３，犫＝０．５，犮＝

０．２，按式（４）计算每类的复杂度权犠犻（犻＝１，２，３，

…，犿），排序结果见表３。

按以上的排序分类，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算法实

现，在计算中三者都使用径向基（ＲＢＦ）核函数，根

据经验数据测试，二次规划条件参数犮２，惩罚系数

犮６，选择１００个训练样本进行实验。首先计算判

别水塘犮２，其次为废弃鱼塘犮６，依此类推，结果见

表４（支持向量总数为８个支持向量数之和）。计

算机配置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２ＤｕｏＣＰＵ

Ｅ７２００＠２．５３ＧＨｚ，内存１．９９ＧＢ。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１Ｖ犿”ＭＭＰ、“１Ｖ犿”

ＮＰＡ、Ｗ “１Ｖ犿”ＭＭＰ、Ｗ “１Ｖ犿”ＮＰＡ的分类

时间依次减少，Ｗ “１Ｖ犿”ＮＰＡ的支持向量数最

少，显示出了 ＮＰＡ计算的高效率，无论对 ＭＭＰ

还是ＮＰＡ算法，加权的多分类策略都进一步提

高了高光谱遥感影像的分类解译速度，其对类别

相差很大的遥感影像的分类效果将更加明显。同

时可以看出，支持向量数与分类复杂度是成正比

的，即与分类所消耗的资源成正比。整体精

６４４１



　第３４卷第１２期 沈照庆等：一种基于ＮＰＡ的加权“１Ｖ犿”ＳＶＭ高光谱影像分类算法

表３　复杂度权计算表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Ｗｅｉｇｈ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水塘犮２ 废弃鱼塘犮６ 河流犮１ 草地犮５ 道路犮４ 旱田犮７ 厂房犮３ 居民地犮８ 求和

面积 ０．１５２５ ０．１２４５ ０．１１３９ ０．０９０６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７２６ ０．０８７８ ０．１４７９ １

混淆程度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８００ ０．１０８８ ０．１３０１ ０．１２９１ ０．１１３３ ０．１９０８ ０．１８８３ １

信息熵 ０．１７５３ ０．０７５４ ０．３１１６ ０．０７４０ ０．０９７５ ０．０９０７ ０．１０４３ ０．０７１２ １

复杂度权 １６．５６７ １５．４１１２ １２．９５４３ １２．０２６０ １１．５４７３ １０．９７０ ８．８５３９ ８．０８４２

表４　４种算法计算结果对比表

Ｔａｂ．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时间／ｓ

训练 分类

支持向

量总数

整体精

度／％

ＫＡＰＰＡ

系数

“１Ｖ犿”ＭＭＰ ７．０４６７ ２６３．８７ ５２３１ ８４．２５９ ０．８１７９

“１Ｖ犿”ＮＰＡ １．３１３１ ５０．９８ １３０４ ８２．０１５ ０．８０１４

Ｗ “１Ｖ犿”ＭＭＰ５．７２１３ ２０３．０５ ４７３１ ８０．８９３ ０．７９００

Ｗ“１Ｖ犿”ＮＰＡ ０．９２０４ ３９．２１６ ９０４ ８３．８９３ ０．８１０１

度和ＫＡＰＰＡ系数显示４者的分类精度一致，说

明了ＭＭＰ与ＮＰＡ计算的分类超平面非常接近，

ＮＰＡ算法没有影响分类精度。

本文对基于 ＮＰＡ的ＳＶＭ 在高光谱影像分

类中的应用作了有益的尝试，为ＳＶＭ 处理海量

数据提供了新思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ＳＶＭ对

高维数据有很强的计算能力，对高光谱遥感分类

具有先天优势，但计算量很大，实现困难。本文引

入ＮＰＡ算法，降低了ＳＶＭ计算最优超平面的复

杂性，提出了加权的“１Ｖ犿”多分类算法，避免复

杂度高的类参与重复计算，进一步大大降低资源

消耗，提高了ＳＶＭ 在高光谱影像分类中的可操

作性。如何在保证高光谱影像分类精度的前提

下，降低ＳＶＭ的计算量，还要研究数据降维和特

征转换方法，以期进一步提高ＳＶＭ 分类器的分

类速度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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