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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犛犗犚犅犉应用于航空和卫星遥感影像的纹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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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粒子群优化算法（ＰＳＯ）是基于群体智能的新型进化计算技术，将核函数参数选取问题转换为优化问

题，用ＰＳＯ来进行处理，并将ＰＳＯ与ＲＢＦ联合（ＰＳＯＲＢＦ）应用于航空和卫星遥感影像的纹理分类，实验结

果验证了此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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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ＲＢＦ神经网络模拟了人脑的局部调节和交

叠的感受域，具有良好的局部性和推广性，在影像

分类与解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ＲＢＦ网络具

有单隐含层的三层前馈神经网络，其待定参数有

两类，一类是隐含层核函数参数，另一类是隐含层

与输出层之间的连接权。其训练方法很多，大多

数都分两步进行，先采用犓 均值算法等进行隐含

层节点的训练，用于求解核函数参数，然后进行输

出层节点的训练，由于输出层节点由线性函数构

成，可用最小二乘回归求解连接权［１，２］。核函数

参数的选取是建立 ＲＢＦ网络的关键，ＲＢＦ网络

训练中采用的犓 均值算法往往不能得到最优的

核函数参数，影响了ＲＢＦ网络分类的效果。在最

优核函数参数评价标准确定的情况下，上述问题

可以转化为参数优化问题加以处理。粒子群优化

算法（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
［３］具有

自适应、自组织等智能特性，具有强大的寻找最优

解的能力，因此，利用ＰＳＯ可以解决上述参数优

化问题。影像分类是当前遥感影像处理与分析中

的研究热点［４，５］，ＲＢＦ网络分类法是重要的遥感

影像分类方法，但ＲＢＦ网络传统训练方法往往存

在着上述问题，本文将ＰＳＯ引入遥感影像分类中

的ＲＢＦ网络训练，以获取最优核函数参数，在此

基础上，将ＰＳＯ与ＲＢＦ联合（ＰＳＯＲＢＦ）应用于

航空和卫星遥感影像的纹理分类，以验证本文方

法的有效性。

１　犘犛犗犚犅犉算法

１．１　犘犛犗算法原理

设群体规模为犖，搜索空间为 犕 维，群体中

第犻个粒子的空间位置为犡犻（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犕），其

速度为犞犻（狏犻１，狏犻２，…，狏犻犕），它经历过的最佳空间

位置为犘犻（狆犻１，狆犻２，…，狆犻犕），当前群体所有粒子经

历过的最佳空间位置为犘犵（狆犵１，狆犵２，…，狆犵犕），犘犵

是所有犘犻中的最佳者。对于每一次迭代，分别计

算粒子在搜索空间的运动速度和空间位置［１，６，７］：

狏犽＋１犻犿 ＝ω
犽狏犽犻犿 ＋犮１×ｒａｎｄ（）×（狆犻犿 －狓

犽
犻犿）／Δ狋＋

犮２×ｒａｎｄ（）×（狆犵犿 －狓
犽
犻犿）／Δ狋 （１）

狓犽＋１犻犿 ＝狓
犽
犻犿 ＋狏

犽
犻犿Δ狋 （２）

ω
犽
＝ωｍａｘ－犽（ωｍａｘ－ωｍｉｎ）／犽ｍａｘ （３）

狏犽＋１犻犿 和狓
犽＋１
犻犿 应满足如下约束条件：

狏犽＋１犻犿 ＝

狏犽＋１犻犿 ，－狏ｍａｘ≤狏
犽＋１
犻犿 ≤狏ｍａｘ

狏ｍａｘ，狏
犽＋１
犻犿 ＞狏ｍａｘ

－狏ｍａｘ，狏
犽＋１
犻犿 ＜－狏

烅

烄

烆 ｍａｘ

（４）

狓犽＋１犻犿 ＝

狓犽＋１犻犿 ，狓ｍｉｎ≤狓
犽＋１
犻犿 ≤狓ｍａｘ

狓ｍｉｎ＋ｒａｎｄ（）×（狓ｍａｘ－狓ｍｉｎ），

狓犽＋１犻犿 ＞狓ｍａｘ或狓
犽＋１
犻犿 ＜狓

烅

烄

烆 ｍｉｎ

（５）

式中，１≤犿≤犕；犽为迭代次数；犽ｍａｘ为最大迭代次

数；狏ｍａｘ为粒子的每一维最大速度；狓ｍａｘ、狓ｍｉｎ分别

为粒子的每一维最大、最小位置；ω 为惯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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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ｍａｘ、ωｍｉｎ分别为最大、最小惯性权；犮１、犮２为加速常

数；ｒａｎｄ（）为０与１之间变化的随机数；Δ狋通常

取单位时间。

１．２　基于犘犛犗的犚犅犉网络训练算法

１．２．１　算法设计中的关键问题

用ＰＳＯ进行ＲＢＦ网络核函数参数选取时，

有以下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１）将待解决问题转换为优化问题进行处理。

通过确定最优核函数参数评价标准，将待解

决问题转换为优化问题。神经网络训练的目的在

于得到使网络平均误差平方和最小的网络参数，

网络平均误差平方和计算公式如下：

犇＝
１

狆∑
狆

犼＝１
∑
犿

犻＝１

（狔″犼犻－狔^犼犻）
２ （６）

式中，狆为训练样本总数；犼＝１，２，…，狆；犻＝１，２，

…，犿，犿是输出层的节点数；狔″犼犻为第犼个样本在

输出层第犻个节点的实际输出值；^狔犼犻为第犼个样

本在输出层第犻个节点的预期输出值。当输入特

征向量的类别号为犻时，第犻个节点的预期输出

值狔^犼犻为１，否则为０。

本文提出最优核函数参数评价标准如下：设

核函数参数犘＝（犆１，σ
２
１，犆２，σ

２
２，…，犆犽，σ

２
犽），其中，

犆犻＝（犮犻１，犮犻２，…，犮犻狀），犻＝１，２，…，犽，犽是隐含层的

节点数，狀为输入特征向量的维数，犆犻是第犻个节

点的高斯核函数中心，σ犻是第犻个节点的高斯核函

数宽度，训练样本特征向量的各分量经过归一化

处理后，０≤犮犻犼≤１，０≤σ
２
犻≤１，犼＝１，２，…，狀。由犘

组建的ＲＢＦ网络，其平均误差平方和为犇，若对

于在核函数参数可行域中的每一核函数参数犘，

有犇（犘）≤犇（犘）成立，则犘 为最优核函数参

数。

２）确定粒子编码及初始化方式。

设定群体规模为犖，随机生成群体位置矩阵

犡和速度矩阵犞：

犡＝

狓１１ … 狓１犕

 

狓犖１ … 狓

熿

燀

燄

燅犖犕

，犞＝

狏１１ … 狏１犕

 

狏犖１ … 狏

熿

燀

燄

燅犖犕

狓犻犼 ＝狓ｍｉｎ＋（狓ｍａｘ－狓ｍｉｎ）×ｒａｎｄ（） （７）

狏犻犼 ＝－狏ｍａｘ＋２狏ｍａｘ×ｒａｎｄ（） （８）

式中，犕＝犽（狀＋１），犽是隐含层的节点数，狀为输

入特征向量的维数；｛狓犻犼｜犻＝１，２，…，犖；犼＝１，２，

…，犕｝表示群体中第犻个粒子位置向量的第犼维

分量；（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犕）对应于ＲＢＦ网络核函数

参数；狓ｍａｘ＝１，狓ｍｉｎ＝０，０≤狓犻犼≤１；｛狏犻犼｜犻＝１，２，

…，犖；犼＝１，２，…，犕｝表示群体中第犻个粒子速度

向量的第犼维分量；狏ｍａｘ的取值与狓ｍａｘ和狓ｍｉｎ有

关。

３）确定粒子适应度函数。

适应度函数是对粒子空间位置优劣的度量，

适应度函数值越大，表明粒子位置越好，其定义如

下：

ＦｉｔｎｅｓｓＦｕｎｃ犻 ＝
１

１＋犇（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犕）
（９）

式中，ＦｉｔｎｅｓｓＦｕｎｃ犻为第犻个粒子的适应度函数

值；犇（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犕）为核函数参数为（狓犻１，狓犻２，

…，狓犻犕）情况下网络的平均误差平方和。

１．２．２　算法流程

用ＰＳＯ进行ＲＢＦ网络核函数参数选取的算

法流程如下：① 根据式（７）、式（８）初始化粒子群

体；② 根据式（９）计算每个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

③ 对每个粒子，比较它的适应度函数值和它经历

过的最佳空间位置犘犻的适应度函数值，如果更

好，更新犘犻；④ 对每个粒子，比较它的适应度函数

值和群体经历过的最佳空间位置犘犵的适应度函

数值，如果更好，更新犘犵；⑤ 对每个粒子，根据式

（１）、式（３）计算粒子的速度，并根据式（４）对速度

取值的有效性进行检验；⑥ 对每个粒子，根据式

（２）计算粒子的位置，并根据式（５）对位置取值的

有效性进行检验；⑦ 如果满足结束条件（群体平

均适应度值的变化率足够小或达到最大迭代次

数），则结束迭代，输出核函数参数犘犵，否则转到

步骤②。

２　犘犛犗犚犅犉纹理分类算法

ＰＳＯＲＢＦ分类算法流程如下：① 读入训练

样本和测试样本；② 提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的

原始纹理特征，包括灰度共生矩阵特征、Ｌａｗｓ纹

理能量特征和小波变换特征；③ 对纹理特征进行

归一化处理，由于不同的纹理特征对应不同的物

理量，原始纹理特征的物理意义和取值范围可能

会不同，它们之间可能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需要

对原始特征进行归一化处理；④ ＲＢＦ网络核函数

参数的训练，用ＰＳＯ进行ＲＢＦ网络核函数参数

的选取；⑤ ＲＢＦ网络线性连接权的训练，用最小

二乘回归求解线性连接权；⑥ 用经过训练的ＲＢＦ

网络对测试样本进行纹理分类，并进行分类精度

评价。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硬件条件是ＡｃｅｒＡｓｐｉｒｅ５５８３笔记本电

２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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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软件编译环境为 ＭＡＴＬＡＢ６．５。为了验证本

文方法的有效性，采用两组影像纹理样本，一组是

从航空影像中选取的大小为１００像素×１００像素

的林地、居民地、田地和水体纹理样本，每类地物

２０个纹理样本（见图１），一组是从ＩＫＯＮＯＳ卫星

遥感影像中选取的大小为１００像素×１００像素的

林地、居民地、田地和水体纹理样本，每类地物２０

个纹理样本（见图２）。在每组影像纹理样本中，

从每类地物纹理样本中选１０个样本作为训练样

本，全部样本作为测试样本，进行ＲＢＦ网络训练，

并进行纹理分类。

图１　航空影像部分的纹理样本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图２　遥感影像部分的纹理样本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

本文提取影像纹理样本的灰度共生矩阵特

征、Ｌａｗｓ纹理能量特征和小波变换特征中的５个

特征，并将它们进行归一化处理，ＲＢＦ网络隐含

层的节点数为１０。本文方法的通用参数采用文

献［７９］建议的常用取值，设置如下：群体规模犖

＝２０，最大迭代次数犜ｍａｘ＝１００，加速常数犮１＝犮２

＝２，最大惯性权ωｍａｘ＝０．９，最小惯性权ωｍｉｎ＝

０．４，最大速度狏ｍａｘ与具体的搜索空间范围有关，

通过实验分析确定，在此设置为０．１。由于ＰＳＯ

是随机优化算法，用ＰＳＯ选取的核函数参数往往

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得ＲＢＦ网

络分类结果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因此

有必要进行重复实验（用ＰＳＯ选取核函数参数，

并进行ＲＢＦ网络分类），以验证本文方法的可靠

性。本文方法２０次重复实验分类结果如表１所

示，其中，总体精度和Ｋａｐｐａ系数是用ＰＳＯ进行

ＲＢＦ网络训练并进行纹理分类得到的分类精度

指标，均值是指２０次重复实验数据的平均值。

犓 均值法与ＰＳＯ方法的结果比较如表２所

表１　本文方法２０次重复实验分类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２０ｔｉｍｅＲｅｐｅａ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实验

编号

航空影像 遥感影像

总体精度 Ｋａｐｐａ系数 总体精度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１ ０．９５０ ０．９３３ ０．８８８ ０．８５０

５ ０．９５０ ０．９３３ ０．８８８ ０．８５０

１０ ０．９６３ ０．９５０ ０．９２５ ０．９００

１５ ０．９７５ ０．９６７ ０．９１３ ０．８８３

２０ ０．９６３ ０．９５０ ０．８７５ ０．８３３

均值 ０．９６５ ０．９５３ ０．９０３ ０．８７１

示，其中，ＰＳＯ方法的适应度函数值、总体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系数是２０次重复实验结果的平均值，犓 均

值法的适应度函数值是指用犓 均值法进行ＲＢＦ

网络训练，并通过式（６）和式（９）计算得到的指标

值。从表２可知，与犓 均值法相比，ＰＳＯ训练得

到的ＲＢＦ网络具有较高的适应度函数值和分类

精度，传统的犓 均值算法没有得到最优的核函数

参数。对于航空影像纹理样本，ＰＳＯ方法的适应

度函数值的总体精度、Ｋａｐｐａ系数均高于均值法。

对于遥感影像纹理样本，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表２　犓均值法与犘犛犗方法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犓ｍｅ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ＰＳＯＭｅｔｈｏｄ

影像
适应度函数值 总体精度 Ｋａｐｐａ系数

犓均值法 ＰＳＯ 犓均值法 ＰＳＯ 犓均值法 ＰＳＯ

航空影像 ０．８９０ ０．９８９ ０．９００ ０．９６５ ０．８６７ ０．９５３

遥感影像 ０．９５８ ０．９８４ ０．８３８ ０．９０３ ０．７８３ ０．８７１

　　将ＰＳＯ用于ＲＢＦ网络核函数参数选取，狏ｍａｘ

∈（０，１］，取值分别为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０．５、１．０，

算法的其他参数取值与上述实验中的相同，分析

狏ｍａｘ对算法结果的影响（见表３），影像纹理样本采

用航空影像纹理样本。其中，适应度函数值是指

算法迭代结束时输出结果的适应度函数值。从表

３可知，狏ｍａｘ分别为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０．５、１．０时，

算法的输出结果都具有较高的适应度函数值，但

在这５个取值中，随着狏ｍａｘ的增加，算法输出结果

的适应度函数值均值先增加后减小，狏ｍａｘ＝０．１

时，算法输出结果的适应度函数值均值最大，为

０．９８９（在表３中，适应度函数值的取值精度精确

到１０－３）；狏ｍａｘ＝０．０５时，算法输出结果的适应度

函数值均值略小于狏ｍａｘ＝０．１时算法输出结果的

适应度函数值均值。由此可知，在ＲＢＦ网络核函

数参数选取的具体应用中，当狏ｍａｘ＝０．１时，ＰＳＯ

算法能很好地兼顾全局和局部的搜索能力，能够

得到理想的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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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最大速度狏ｍａｘ对算法结果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ｅｌｏｃｉｔｙ狏ｍａｘ

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实验编号
狏ｍａｘ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 ０．５ １．０

１ ０．９８４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８ ０．９７９

５ ０．９７６ ０．９８７ ０．９９１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４

１０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８ ０．９７５

１５ ０．９８０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１ ０．９８４ ０．９７６

２０ ０．９７８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２ ０．９７９

均值 ０．９７９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９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６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最优核函数参数评价标准，将核

函数参数选取问题转换为优化问题，并将ＰＳＯ用

于解决此优化问题，提出了具体的粒子表达方法

和群体寻优策略，以获取最优的核函数参数。在

此基础上，将ＰＳＯＲＢＦ应用于航空和卫星遥感

影像的纹理分类。实验结果表明，与犓 均值算法

相比，本文方法具有较好的训练效果，能够得到较

优的核函数参数，由此建立的ＲＢＦ网络具有较高

的分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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