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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决策级融合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该方法对遥感影像特征以最大似然分类器进行预

分类，应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将分类的结果进行决策级融合，实现影像的分类。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的分类精

度较传统分类方法有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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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影像向高光谱、高分辨率方向发展，

影像的特征维数也大大增加，新的影像特性需要

新的分类方法与之适应。目前，传统的遥感影像

分类器大多针对低维的特征向量，当面对高维特

征向量时分类效率和结果都难以令人满意，传统

的处理方法是降维和特征选择。采用降维的方法

不可避免地损失了大量信息，而特征选择的方法

既损失了部分信息，同时也面临难以选择哪些特

征参与分类的难题。研究者们提出了采用多分类

器融合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这种方法主要分

为多分类器融合和单分类器多特征融合两类［１］。

该方法在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领域有

着广泛的应用［２４］。近年来，多分类器融合的方法

也成功地应用于遥感分类领域［５８］。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决策级融合的遥感影像

分类方法，该方法是一种单分类器多特征融合方

法。本文以ＴＭ影像的光谱、纹理及专题信息作

为分类的特征，先以最大似然分类器进行预分类，

然后应用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将分类的结果进行决策

级融合，实现影像的分类。实验表明，此方法的分

类精度明显优于传统的分类方法。

１　影像特征提取

选择武汉地区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遥感影像作为实

验数据，ＴＭ影像由７个光谱波段组成，分辨率为

３０ｍ，其中第６波段分辨率为６０ｍ。

１．１　光谱特征

ＴＭ１（０．４５～０．５２μｍ）蓝绿波段，用于水体穿

透、土壤植被分辨；ＴＭ２（０．５２～０．６０μｍ）绿色波

段，用于植被分辨；ＴＭ３（０．６３～０．６９μｍ）红色波

段，处于叶绿素吸收区域，用于观测道路、裸露土

壤、植被种类等；ＴＭ４（０．７６～０．９０μｍ）近红外波

段，用于估算生物数量；ＴＭ５（１．５５～１．７５μｍ）中

红外波段，被认为是所有波段中最佳的一个，用于

分辨道路、裸露土壤、水体，它还能在不同植被之间

有好的对比度，并且有较好的穿透大气、云雾的能

力；ＴＭ６（１０．５～１２．５μｍ）微米热红外波段，感应发

出热辐射的目标，分辨率为６０ｍ；ＴＭ７（２．０８～

２．３５μｍ）中红外波段，对于岩石、矿物的分辨很有

用，也可用于辨识植被覆盖和湿润土壤。本文选择

ＴＭ１、２、３、４、５、７波段作为光谱特征。

２．２　专题特征

植被指数中ＮＤＶＩ的应用最为广泛。ＮＤＶＩ

是植被生长状态及植被覆盖的最佳指示因子，它

可以部分消除太阳高度角、卫星观测角、地形等引

起的辐照度变化的影响：

ＮＤＶＩ＝
ＮＩＲ－Ｒ

ＮＩＲ＋Ｒ

式中，ＴＭ 影像中第４波段对应于近红外波段

ＮＩＲ，第３波段对应于红波段Ｒ。

缨帽变换可以将 ＴＭ 影像的６个波段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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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３个分量，其中的土壤亮度指数分量是６个波

段的加权和，反映了总体的反射值；绿色植被指数

分量反映了绿色生物量的特征；土壤特征分量反

映了可见光和近红外与较长的红外的差值，它对

土壤湿度和植物湿度最为敏感。

１．３　纹理特征

本文充分利用了影像中丰富的纹理信息，针

对６个光谱波段影像计算灰度共生矩阵的５个纹

理参数：均一性、反差、相异性、熵、能量。灰度共

生矩阵取３×３大小的窗口，压缩灰度级为３２级，

方向取０、４５°、９０°和１３５°４个方向上的平均值。

选择上述所有特征构成分类的特征向量，以

最大似然分类器进行分类。由于特征维数较高，

算法的效率和结果难以令人满意，因此，特征的选

择就显得尤其重要。然而，选择哪些特征进行分

类常常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选择不同的特征

得到的分类结果往往不同。因此，本文提出基于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的决策级融合算法，该算法面对高维特

征向量能够很好地实现特征的选择，并对不同的

特征在分类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赋以不同的权值，

最后将各个特征的分类结果实现决策级融合，以

提高分类的精度。

２　分类器的融合

依据单分类器的输出信息可将分类器融合分

为３个层次：像素级融合、特征级融合和决策级融

合。决策级融合一般采用投票法，其基本思想是

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分类器输出结果不一致时

的模式类别确定问题。决策级融合是将分类的结

果进行融合，因此对预分类器的选择并没有限制，

但选择合适的分类器对分类精度有一定影响。因

此，本文考虑算法的效率及分类精度的影响，选择

分类精度、算法效率和鲁棒性较高的最大似然分

类器作为预分类器。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是一种常用的决策级分类器

融合方法，通过对样本的训练将弱分类器提升为

强分类器。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对训练样本赋予

权重分布，并通过更新样本权重来改变训练集分

布。算法对错分训练样本加以重视，每次增加错

分实例的权重，以使弱分类器被迫集中在训练集

的难点上。最终分类判决采用加权最大投票原则

来融合各分类器结果。传统的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只

能解决分两类的问题，本文应用该算法的扩展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Ｍ２算法，解决分多类问题。

给定 犖 个训练样本（狓１，狔１），（狓２，狔２），…，

（狓狀，狔狀），其中，狔犻∈犢＝（１，２，…，犽）；狓为样本特

征值；狔为样本分类号；犽为类别数。样本的训练

权值分布定义为犇，犜为迭代循环次数。

１）初始化。令权值向量狑１犻，狔＝犇（犻）／（犽－

１），犻＝１，…，犖，狔∈犢－｛狔犻｝；设犇１（犻）＝１／犖（一

般情况下初始分布一致）。

２）第 狋 次 循 环 （狋＝１，…，犜）。① 狑狋犻

＝∑
狔≠狔犻

狑狋犻，狔，得到狇狋（犻，狔）＝狑
狋
犻，狔／狑

狋
犻，其中狔≠狔犻；设

犇狋（犻）＝狑
狋
犻／∑

犖

犻＝犻
狑狋犻。函数狇（犻，狔）称为标签权重函

数，用来衡量不同的分类问题在不同情况下的重

要程度。对于所有的犻，有∑
狔≠狔犻

狇（犻，狔）＝１。② 利

用权值分布函数犇 和标签权值函数狇来训练得

到候选假设犺狋，并计算犺狋的伪误差：

ε狋 ＝
１

２∑
犖

犻＝１

犇狋（犻）［１－犺狋（狓犻，狔犻）＋

∑
狔≠狔犻

狇狋（犻，狔）犺狋（狓犻，狔）］

式中，犺狋（狓，狔）表示弱分类器犺狋将狓分类为狔的

置信度。③ 计算β狋＝
ε狋
１－ε狋

。④ 更新权值向量

狑狋＋１犻，狔 ＝狑
狋
犻，狔β

１
２
［１＋犺狋

（狓犻
，狔犻
）－犺狋

（狓犻
，狔）］

狋 。犜 次循环后输出

的组合分类器为：

犺犳（狓）＝
ａｒｇｍａｘ

狔∈犢∑
犜

狋＝１

［ｌｇ（１／β狋）］犺狋（狓，狔）

　　基于决策级融合的分类过程是先将一个高维

特征向量分解成多个低维特征向量并作为分类器

的输入，再利用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将分类结果进行

决策级融合得到最后的分类结果。

３　实验及分析

以武汉地区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数据土地覆盖分类

为例，将图１（ａ）中土地覆盖分类为长江、湖泊、林

地、草地、居民地、裸地，根据已有的土地规划图和

目视判读选取土地分类样本，在其中选取约２０％

样本作为训练样本，其余作为精度检测样本，所选

各类样本分布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分布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长江 湖泊 林地 草地 居民地 裸地

训练样本 ２６４４２１８７１１９４１８９２２２３４ ５０８

精度检测样本１０４４２２１９８２５１３６５１７９８１９８２１２４

　　分别对光谱特征、纹理特征和专题特征采用

最大似然分类器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图１所示。

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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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类结果图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表２给出了各个特征的分类精度和融合后的

分类精度，可以看出，各个特征所构造的单分类器

中光谱特征的分类精度最高，纹理特征的分类精

度较低，本文提出的基于分类器融合的方法分类

精度明显优于这些由单特征构造的分类器，提高

了影像的分类精度。

表３给出了各个特征构造的分类器在分类过

程中所占的权重，其中β为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Ｍ２算法计

算出的各分类器的β值。依据组合分类器的计算

公式，各特征构造的分类器的权值为ｌｇ（１／β），权

值的大小反映了特征对组合分类器的贡献程度。

光谱特征的分类精度最高，对组合分类器的贡献

也就最大，而几个纹理特征由于分类精度较低所

占的权重也就较低，对组合分类器的贡献也就越

小。这种组合方式符合人们的投票判别过程，不

仅考虑每个特征在判别过程中的普遍性，同时也

强调了主要特征在判别过程中的特殊性。

表２　各种分类方法精度及犓犪狆狆犪系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光谱 均一性 反差 相异性 熵 能量 ＮＤＶＩ ＫＴ变换 融合后

精度 ９３．２１７７％ ５２．０１３１％ ５５．５３０４％ ５５．４２０９％ ５３．２０２５％ ５１．８１４９％ ７６．８３５１％ ９１．１０３９％ ９８．１０８２％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０．９０３２ ０．３７１８ ０．４０９７ ０．４１２９ ０．３８３４ ０．３６９８ ０．６６７８ ０．８７４３ ０．９７２４

表３　特征构造分类器的权重值

Ｔａｂ．３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光谱 均一性 反差 相异性 熵 能量 ＮＤＶＩ ＫＴ变换

β ０．１４２４１９ ０．６３００６２ ０．６７０８２２ ０．７０６３４５ ０．７４６８９４ ０．８６５４２３ ０．４２４５１２ ０．２２１２４２

权重 ０．８４６４３２ ０．２００６１７ ０．１７３３９３ ０．１５０９８３ ０．１２６７４１ ０．０６２７７２ ０．３７２１１ ０．６５５１３２

　　表４给出了各个类别的最优分类器和分类精

度，可以看出，光谱特征对长江、湖泊和草地的分类

精度最高，缨帽变换特征对林地和裸地的分类精度

最高，植被指数对居民地的分类精度最高，说明了

各个特征对不同类别的区分贡献不同。分类器融

合后的精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并不是所有

类别的精度都有所提高。如表３所示，草地和居

民地的分类精度都有所降低，主要是因为 ＮＤＶＩ

在融合分类器中所占权重较低，受到其他特征的

干扰造成融合后的分类精度不升反降。虽然各个

类别的分类精度有升有降，但是总体精度有较大

的提高。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基于决策级融合的

表４　各类最优单分类器及精度／％

Ｔａｂ．４　Ｂｅｓｔ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最优特征
长江 湖泊 林地 草地 居民地 裸地

光谱 光谱 缨帽变换 光谱 ＮＤＶＩ 缨帽变换

分类精度 ９７．１９ ９１．９９ ９３．８３ ９４．４１ ９８．１７ ８９．１７

融合后精度 ９９．３５ ９９．５７ ９６．４６ ９４．２５ ９５．３０ ９４．２６

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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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算法不仅可以处理高维特征向量而且可以提

高分类精度，优于传统分类算法。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方法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

步研究：① 算法在训练过程中较为耗时，算法的

效率还有待提高。② 在多分类器融合算法中，并

不是分类器的个数越多分类精度就越高，分类器

之间的独立性也是决定分类精度的一个重要因

素。分类器之间的独立性往往是基于特征之间的

独立性。因此，研究和分析特征之间的独立性有

助于提高分类精度。尽管如此，有实验研究表明，

即使是相互不独立的多分类器融合仍然可以显著

提高分类精度。③ 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特

征是一种统计信息，与光谱特征及光谱变换特征

具有很高的独立性，加入纹理特征无疑可以提高

分类精度。然而，本文所构造的纹理特征的分类

精度不高，对总体的分类精度贡献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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