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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互最小二乘优化的高光谱
影像端元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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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交互最小二乘优化的高光谱影像端元光谱计算方法，利用ＡＬＳ计算的灵活性将多种对组

分丰度和被估计光谱的约束条件加入到ＡＬＳ迭代计算中，以传统算法得到的端元光谱作为初始，并考虑数据

的特殊性建立了适合于高光谱影像的端元分析方法。模拟数据分析和Ｃｕｐｒｉｔｅ矿区的光谱分析结果证明了

本文算法能很好地处理不严格假设纯光谱存在情况下的端元提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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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像元分解是遥感数据处理和分析的重要

内容，通过混合光谱模型可以从高光谱图像数据

中分析、了解像元中的物质组分。实验室和野外

实验［１，２］表明，借助于线性混合光谱模型能够从

像元光谱特征（辐亮度或反射率）分离和提取各像

元组分光谱，即端元光谱，进而分析和评价像元组

分。研究人员对端元光谱提取展开了广泛的研

究［３５］，发现在光谱特征空间中影像的散点图呈现

出特殊的近似于泪珠的几何体形状，很多研究都

表明端元光谱及其混合在特征空间的几何特性是

端元提取的基础［６８］。本文综合考虑已知的先验

信息，包括对线性混合模型的物理性约束光谱数

值和组分丰度非负，混合光谱各组分的丰度之和

等于１，近似泪珠的几何体形状，以及对光谱或组

分掌握的已知信息，以这些信息为约束条件实现

“纯净光谱不完全存在”的端元分析。

１　基于交互最小二乘优化的端元光

谱分析

１．１　线性混合模型

设高光谱影像犡，波段数为犔，图像大小为狑

×犺，像元总数犖＝狑 犺，线性混合模型表达为：

狓［狀］＝犛·犪［狀］＋ε＝∑
狆

犻＝１

狊犻·犪犻［狀］＋ε，

狀＝１，２，…，犖 （１）

式中，狓［狀］为像元光谱；犛＝［狊１，…，狊狆］表示狆个

端元光谱信号；犃＝［犪［１］，…，犪［犖］］；犪［狀］表示

像元狓［狀］对应的各端元的组分丰度；ε为误差项。

则估计的端元光谱为犛^及其组分丰度为犃^ 需符

合最小二乘误差估计的准则：

（^犛，^犃）＝ｍｉｎ犳（犛，犃）＝ｍｉｎ犡－犛犃
２
犉 （２）

ｓ．ｔ．犪犻［狀］≥０；∑
狆

犻＝１

犪犻［狀］＝１，

狀＝１，２，…，犖；狊犼＞０，犼＝１，…，狆

　　但基于这一准则不足以得到既满足关于组分

丰度非负及和为１条件，又使得估计的光谱具有

物理意义，因为任何一个狆×狆非奇异矩阵犜 都

能使得下面的等式成立：

犡≡犛ｏｌｄ犃
Ｔ
ｏｌｄ＝ （犛ｏｌｄ犜

－１）（犜犃Ｔ
ｏｌｄ）＝犛ｎｅｗ犃

Ｔ
ｎｅｗ 　（３）

这种现象又称为旋转不确定性问题［９］，这就意味

着需要增加新的约束。

１．２　部分光谱已知的等式约束

若某端元光谱已知，则将其作为等式约束。

不失一般性，令其为狊１，则通过增广矩阵以增加一

个额外像元的形式将这一已知信息纳入到求解

中，即令犡＝［犡；λ狊１］，λ值为加权系数，大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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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约束期望来调整，λ越大则约束越强，其对应的

组分丰度相应为犪′［狀＋１］＝［λ，０，…，
烐烏 烑
０

狆－１

］。

１．３　单形体体积约束

考虑到端元光谱的几何特性，即以端元为顶

点构成的多面体是单形体，且Ｃｒａｉｇ认为这一几

何体是所有能够包络影像数据点的单形体中具有

最小体积的外接单形体［６］。为了获得有意义的真

实解，需将这一几何先验知识纳入到求解中。因

而得到下面的新准则：

犛^，^（ ）犃 ＝ａｒｇｍｉｎ 犡－犛犃
２
犉 ＋λ犑（犛｛ ｝） （４）

其中约束条件同式（２），犑（犛）为基于单形体体积

构造的正则约束项，反映端元的几何特性。针对

犑（犛）的具体形式，Ｍｉａｏ和Ｂｅｒｍａｎ分别提出了单

形体体积计算式直接构造方法［１０］和基于端元之

间距离［１１］的构造方法。基于端元之间距离（ｅ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ｓｑｕａｒ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ＳＤ）的犑（犛）具体形式

推导如下：

ＥＳＤ＝∑
狆

犽＝１
∑
狆

犾＝１

狊犽－狊（ ）犾
Ｔ 狊犽－狊（ ）犾
２

＝狆∑
狆

犽＝１
∑
犱

犼＝１

狊２犽，犼－∑
犱

犼＝１
∑
狆

犽＝１

狊犽，（ ）犼
２

（５）

犱＋１≥狆，犱是光谱维数，狊犽，犼是第犽个端元狊犽的第

犼个分量。不失一般性，我们定义狔犼为第犼个波

段的犖 个观测值，狔狊犼表示第犼个波段的狆 个端

元的观测值向量，狔狊
Ｔ
犼 ＝（狊１，犼，…，狊狆，犼），记犾＝

１，…，（ ）１ 狆×１，犐狆＝ｅｙｅ（狆），所以式（５）写为：

ＥＳＤ＝∑
犱

犼＝１

狔狊
Ｔ
犼 狆·犐狆－犾犾（ ）Ｔ 狔狊犼 （６）

故式（４）写为：

ｍｉｎ犳（狔犛，犃）＝ｍｉｎ １－（ ）μ

（∑
犱

犼＝１

（（狔犼－犃
Ｔ·狔狊犼）

Ｔ（狔犼－犃
Ｔ·狔狊犼）））

犖
＋μ

ＥＳＤ
（狆－１）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狆

（７）

其中约束条件同式（２），狔犛＝［狔狊１，狔狊２，…．，狔狊狆］，

两项中的分母使得目标函数与样本数量犖 和端

元数狆保持着相对独立。μ∈（０，１）为正则化参

数，控制着求解过程中两项的相对贡献量，μ的取

值接近于０。本实验取为０．００１。

通常对于问题式（７）采用交互最小二乘（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ＡＬＳ）迭代优化计算，且将

式（７）分解为式（８）和式（９）两个子问题，前者求解

端元光谱，后者求解组分丰度：

狔^犛
犽＋１
＝ａｒｇｍｉｎ犳（狔犛，犃

犽）ｓ．ｔ．狔狊犼＞０ （８）

犃^犽＋１ ＝ａｒｇｍｉｎ
犃≥０
犳（狔犛

犽＋１，犃） （９）

ｓ．ｔ．犪犻［狀］≥０；∑
狆

犻＝１

犪犻［狀］＝１，狀＝１，２，…，犖

对于问题式（８），令
犳犼
狔狊犼

＝０，得：

狔狊
犽＋１
犼 ＝ （犃

犽犃犽Ｔ＋λ犇）－
１犃·狔犼 （１０）

式（９）是典型的已知端元光谱求解组分丰度的限

制性最小二乘问题［１３］，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二次规划函

数ｑｕａｄｐｒｏｇ（）即可求解。因而，基于 ＡＬＳ优化

的端元光谱分析的详细步骤如下。

１）输入影像犡。

２）设置端元的初始狔犛和组分丰度矩阵犃 的

初始值，使得犃≥０，犾
Ｔ
狆犃＝犾

Ｔ
犖设置参数μ＝０．００１，

并根据式（３）～式（７）计算误差。

３）循环犽＝１，２，…。

求解光谱值：

狔狊
犽＋１
犼 ＝ｍａｘ０，犃

犽犃犽Ｔ＋λ（ ）犇 －１犃·狔（ ）犼 ，

犼＝１，…，狆

狔犛
犽＋１
＝ 狔狊

犽＋１
１ ，狔狊

犽＋１
２ ，…，狔狊

犽＋１［ ］狆

　　采用二次规划求解组分丰度矩阵：

犃犽＋１ ＝犙犘（狔犛
犽＋１，犢，狆）

　　根据式（７）计算误差判断循环是否停止。循

环终止判断条件为拟合误差小于给定的阈值或者

迭代超过最大的次数。

算法的初始化，采用经典算法（本文采用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
［７］）提取的最纯净的像元作为初始

端元矩阵狔犛 的端元估计，并利用二次规划算法

求解其对应的组分丰度作为矩阵犃 的初始值。

由于迭代计算量很大，并且影像中真正有意义于

端元估计的信息是在特征空间中位于凸几何体边

界和侧面上的点，所以本文采用对影像计算像元

纯净指数（ｐｉｘｅｌｐｕ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ＰＩ）的方法，选取

ＰＰＩ值大于一个给定阈值的像元用于迭代计算

中，并称这些像元为端元估计的支撑像元。

２　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基于交互最小二乘优化的分析方

法，以及不同约束条件对算法的影响，设计 Ｔｏｙ

Ｅｘａｍｐｌｅ模拟数据和实际影像的实验分析。

２．１　模拟数据分析

２．１．１　模拟数据构建

从ＵＳＧＳ矿物光谱库中随机选取５条光谱

如图１，通过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分布随机造构光谱混合比

例，各组分贡献满足非负性与和为１的约束，并以

混合比例中的最大值犪［狀］ｍａｘ表示混合光谱的纯

８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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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度，如（０．３∶０．５∶０．２）的混合比例，其纯净度

为０．５，以ρ表示混合光谱信号的纯净度，任意满

足ρ－０．１＜犪［狀］
ｍａｘ
＜ρ的混合光谱，定义纯净水

平为ρ。

图１　五条端元光谱

Ｆｉｇ．１　Ｆｉｖｅ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ｆｒｏｍ

ＵＳＧ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１．２　实验分析

本文利用估计光谱和参考光谱的光谱相似性，

以及估计组分与参考组分贡献的误差来评价模拟

实验中本文方法得到的纯净光谱的可靠性［１０］。

１）不同纯净度情况下ｎｆｉｎｄｒ算法与本文方

法对比。实验中设定了ρ＝［０．６５０．７５０．８５

０．９５］４级不同纯净度水平，对每级纯净度水平的

数据添加加性均匀分布噪声，设定了信噪比为

ＳＮＲ＝４５的不同纯净度水平和信噪比的情况，构

造了６４００个混合光谱样本。ｎｆｉｎｄｒ算法以随机

初始，本文算法在ｎｆｉｎｄｒ提取的基础上优化求

解，包括同时对光谱和组分的非负约束，对组分的

和为１的等式约束，以及正则约束。迭代次数为

２５次。组分丰度是利用端元光谱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的

ｑｕａｄｐｒｏｇ（）函数计算，使得同时满足非负与和为

１的约束。图２和图３分别为利用两种算法估计

的端元光谱以及组分丰度的比较。可以看到对比

于经典的ｎｆｉｎｄｒ，本文算法（记为ＡＬＳ）在不同纯

度水平下精度都有提高，且组分估计误差都未超

出１０％的界限。

２）正则约束与已知光谱约束的对比。取其

中３条光谱生成混合样本１０５０个，纯净度为

０．８，ＳＮＲ＝４５，其中一个端元在混合样本中存在

纯净的光谱样本。分别利用两种先验信息：将端

元的几何特性作为正则约束和已知这一纯净端元

的光谱值。等式约束参数λ值取为最大光谱值的

平方的１０倍。图４和图５分别为将数据点投影到

ＰＣＡ主成分特征空间表达的两种先验信息估计的

端元（虚线）与实际的端元（实线）和ｎｆｉｎｄｒ提取的

图２　估计光谱与参

考光谱的光谱相似性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Ｅｎｄｍ

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图３　估计组分丰度

与参考组分误差

Ｆｉｇ．３　Ｒｍ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Ｒ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端元（实线）的对比。从图４和图５中可以看到，两

种约束都比较好地逼近实际的端元，取得的结果相

似，说明施加约束对端元光谱估计是合理的。

图４　正则约束

的ＡＬＳ优化的

端元估计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ＡＬＳ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图５　光谱已知的

等式约束的ＡＬＳ

优化的端元估计

Ｆｉｇ．５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ＬＳ

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２．２　犆狌狆狉犻狋犲矿区光谱分析

２．２．１　数　据

以１９９５年获取的美国Ｃｕｐｒｉｔｅ地区经过ｅｆ

ｆｏｒｔ辐射校正模型生成的反射率高光谱 ＡＶＩＲＩＳ

数据进行实验，测试光谱范围为０．５μｍ～２．４８０

μｍ，去除其中因水吸收和传感器影响的低信噪比

波段。本区露头良好，矿物组合多样，是端元光谱

分析方法检验的经典数据。实验区域如图６，大

约存在１０种矿物类型。为了减轻迭代计算的压

力，获得ＰＰＩ影像，阈值通常通过像元数的百分

比来定义，本文取５％。

２．２．２　实验分析

对实验区域粗略估计为１０种矿物，提取到矿

物的端元光谱，并计算对应的组分丰度影像。考

虑缺乏区域内地物的实测光谱，以估计得到的端

元光谱和组分丰度线性反演的影像与原影像的相

似性［１４］来体现结果的精确性。图７和图８分别

为计算的各成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端元光谱和组分丰

度结果。图７表现出两种方法提取的端元很相

似，差异比较明显的是端元６，７和端元１０，但本

９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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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法的组分图像表现得更完整，且计算得到的

组分丰度更贴近于实际情况，这可以从组分丰度

值的范围看出来。两种方法的平均相似度分别为

０．９７２６９和０．９８５６８，说明本文方法优于经典算

法。限于篇幅，仅选取有代表性的端元及其组分

作为图示说明。

图６　Ｃｕｐｒｉｔｅ局部的ＡＶＩＲＩＳ数据

Ｆｉｇ．６　ＡＶＩＲＩＳＤａｔａｉｎＣｕｐｒｉｔｅ
　　　　

图７　 两种算法对Ｃｕｐｒｉｔｅ影像的端元估计结果

Ｆｉｇ．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ｂｙｎｆｉｎｄｒａｎｄＡＬＳＭｅｔｈｏｄ

图８　两种算法对ｃｕｐｒｉｔｅ影像的组分丰度估计结果

Ｆｉｇ．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ｙｎｆｉｎｄｒａｎｄＡＬＳ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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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英文版）被英国《科学文摘》收录

据中国高校学报研究会消息，日前，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英文版）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被英国《科学文摘》（ＩＮＳＰＥＣ）收录 ，２０１０年入库６８篇。至此，

该刊已被俄罗斯《文摘杂志（РЖ）》、美国《剑桥科学文摘（ＣＳ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斯高帕斯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美国《ＧｅｏＲｅｆ评论数据库》（ＧｅｏＲｅｆ

Ｒｅｖｉｅｗ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等多个国际检索系统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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