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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遥感影像
有指导非监督分类方法

陶建斌１　舒　宁１　龚　颵１　沈照庆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遥感影像非监督分类的新方法ＧＭＭＵＣ。该方法以有限混合密度理论为基础，认为遥感

数据由有限个子高斯分布以一定比例“混合”而成，通过改进ＥＭ 算法自动确定子高斯分布及其参数，再从中

“还原”出各个地物类（各子高斯分别对应一类地物）。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获得了较好的分类效果，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传统非监督分类方法的缺陷，扩大了非监督方法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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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非监督分类是指人们事先对分类过

程不施加任何的先验知识，而仅凭遥感影像上地

物的光谱特征的分布规律，即自然聚类的特性进

行“盲目”的分类［１］。非监督分类方法以整幅影像

为对象，边学习边分类，分类速度较慢；它需要事

先给出类别数，而事实上存在类别数不易确定的

难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监督分类方

法的应用。

遥感数据各个地物通常假设是符合高斯分布

的（本文随后将对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

进行讨论），基于这一假设，一幅影像从整体上可

看作是由各种地物以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据

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斯混合模型（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ＧＭＭ）的非监督分类方法（ＧＭＭ

ｂａｓｅｄ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ＧＭＭＵＣ）。该方

法用ＧＭＭ 来表征影像数据的总体分布，并从

ＧＭＭ的各混合成分（子高斯分布，简称为子高

斯）中“还原”出各地物类。ＧＭＭＵＣ对标准ＥＭ

算法作了改进，使得能够自动确定子高斯数，克服

了非监督分类中类别数不易确定的难题；选择只

占影像一定比例的典型区域作为训练数据，无需

整幅影像参与学习，效率较高；训练数据中没有类

别标签，却又包含了主要的地类信息，是在“准样

本”指导下的“自觉”的学习，可加速算法的收敛。

１　高斯混合模型

ＧＭＭ是一种对数据的“真实分布”进行模拟

和逼近的半参数化表达模型，它将数据的概率密

度函数用多个高斯函数的凸函数（即多个高斯函

数的线性组合）来表示，在有充分样本的前提下能

模拟任意形状的分布。ＧＭＭ 广泛应用于说话人

确认［２］、混合像元分解［３，４］、图像分割［５］、监督分

类［６，７］等方面的研究中。

假定一组样本数据由混合分布狆产生，该分

布由犽个子高斯分布混合而成，即有犽个子高斯

成分。ＧＭＭ中，每个高斯成分由均值μ犽 和协方

差矩阵Σ犽 来决定其几何特征。假设用犢＝［犢１　

犢２　…　犢犱］表示一组犱维随机变量（这些矢量

可以来自遥感影像上犱个不同的波段），用狔＝

［狔１　狔２　…　狔犱］表示一组取值。这组数据的分

布未知，但可由犽个高斯密度函数的加权和来近

似模拟，如式（１）：

狆（狔狘θ）＝∑
犽

犿＝１

α犿狆（狔狘θ犿） （１）

式中，θ表示模型参数的集合θ＝｛α犿，μ犿，Σ犿｝，α犿

（犿＝１，２，…，犽）代表混合权重并且满足：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６月

∑
犽

犿＝１

α犿 ＝１，α犿 ≥０ （２）

本文假设狆（狔｜θ犿）是均值为μ犿、协方差为Σ犿的高

斯密度函数：

狆（狔狘θ犿）＝

ｅｘｐ －
１

２
狔－μ（ ）犿 ′∑

－１

犿

狔－μ（ ）｛ ｝犿

（２π）
犱／２
狘Σ犿狘

１／２

（３）

　　给定犢 的一组样本犢＝｛狔
（１），狔

（２），…，狔
（狀）｝，

定义其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ｇ狆（犢狘θ）＝ｌｇ∏
狀

犻＝１

狆（狔
（犻）
狘θ）＝

∑
狀

犻＝１

ｌｇ∑
犽

犿＝１

α犿狆（狔
（犻）
狘θ犿） （４）

则其参数θ的最大似然估计为θ^犕犔＝ａｒｇｍａｘ
θ

｛ｌｇ

狆（犢｜θ）｝。通常θ^犕犔不易直接得到，而采用ＥＭ 算

法获得。

ＥＭ算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迭代找出ｌｇ狆（犢

｜θ）的本地最优解。算法首先将犢 视为不完备数

据，为其补充类别标号犣＝｛狕
（１），狕

（２），…，狕
（狀）｝，并

定义“完整”数据｛犢，犣｝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ｇ狆（犢，犣狘θ）＝∑
狀

犻＝１
∑
犽

犿＝１

狕
（犻）
犿ｌｇ［α犿狆（狔

（犻）
狘θ犿）］

（５）

狕
（犻）＝［狕

（犻）
１ ，狕

（犻）
２ ，…，狕

（犻）
犽 ］是一串二进制数，狕

（犻）
犿 相应

位为１则表示当前样本由第犿 个子高斯生成。

标准 ＥＭ 算法分两个步骤，即期望值计算步骤

（简称Ｅ步）和期望最大化步骤（简称 Ｍ步）。

１）Ｅ步：在给定犢 和当前估计^θ（狋）的前提下

计算数据对数似然函数的条件期望，为此定义辅

助函数为：

犙（θ，^θ（狋））＝犈［ｌｇ狆（犢，犣狘θ）狘犢，^θ（狋）］＝

ｌｇ狆（犢，犠狘θ） （６）

其中，

狑
（犻）
犿 ＝犈［狕

（犻）
犿 狘犢，^θ（狋）］＝

α^犿（狋）狆（狔
（犻）
狘^θ犿（狋））

∑
犽

犼＝１

α^犼（狋）狆（狔
（犻）
狘^θ犼（狋））

（７）

α犿表示狕
（犻）
犿 ＝１的先验概率，狑

（犻）
犿 表示观测到狔

（犻）

后狕
（犻）
犿 ＝１的后验概率。

２）Ｍ步。根据式（８）更新参数的估计：

θ^（狋＋１）＝ａｒｇｍａｘ
θ
犙（θ，^θ（狋）） （８）

　　ＥＭ算法交替地执行Ｅ步和 Ｍ步，获得θ的

一系列估计^θ（狋），狋＝０，１，２，…，直至满足收敛条

件为止。

２　犌犕犕犝犆分类模型

基于遥感数据的高斯分布假设，一幅影像从

整体上可看作是由各种地物（各个子高斯）以一定

比例“混合”而成的，即是多个高斯分布的叠加。

如果获得了混合分布的一定数目的子高斯（包括

其分布的参数），将它和地物在特征空间的分布状

况联系起来，则可“还原”出影像上对应的多个地

物类。

构建ＧＭＭＵＣ分类模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是对标准ＥＭ算法作改进，使之能够适应遥感数

据；运用改进ＥＭ算法自动获取用于表征整幅影

像的子高斯及其参数。

２．１　改进犈犕算法及自适应子高斯数

改进ＥＭ 算法使得用高斯混合模型模拟遥

感数据成为可能，并能自动获取类别参数，具体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引入编码函数犔（θ，犢）。标准ＥＭ 算法固

然能找到各个子高斯（假设指定犽个）的参数，却

不能找到“最合适”的子高斯及其参数，使得其混

合分布与样本数据达到最佳的拟合。为讨论方

便，从编码的角度谈一下“拟合”的问题。假设数

据犢 由狆（犢｜θ）产生，根据香农熵
［８］对其进行编

码，犢 的最短编码长度为 －ｌｇ狆（犢｜θ）。如果θ

未知，则整个编码长度为：

Ｌｅｎｇｔｈ（θ，犢）＝Ｌｅｎｇｔｈ（θ）＋Ｌｅｎｇｔｈ（犢狘θ）

（９）

　　本文不加证明地给出函数犔（θ，犢），详细推导

见文献［８］：

犔（θ，犢）＝
犖
２ ∑犿：α犿＞０

ｌｇ
狀α犿
１２
＋
犽狀狕
２
ｌｇ
狀
１２
＋

犽狀狕（犖＋１）

２
－ｌｇ狆（犢狘θ） （１０）

式中，犖 为高斯分布中自由参数的个数；狀为样本

数；犽狀狕为权重不为０的子高斯的个数。

改进ＥＭ算法中，在满足标准ＥＭ 算法收敛

条件的同时，增加对式（１０）的判断，使得该函数取

最小值的θ^＝ａｒｇｍｉｎ
θ
犔（θ，犢），即是最能提高编码

效率，从而最能与数据的分布拟合的一组子高斯

的参数。

２）对 Ｍ步的改进 。为获得式（１０）中函数

的最小值，需要对标准ＥＭ 算法的 Ｍ步作改进，

即认为α犿＝０的子高斯不再对编码有贡献，并使

α^犿（狋＋１）＝０的子高斯不参与最大似然估计的

计算：

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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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犿（狋＋１）＝

ｍａｘ０，∑
狀

犻＝１

狑
（犻）（ ）犿 －

犖｛ ｝２
∑
犽

犼＝１

ｍａｘ０，∑
狀

犻＝１

狑
（犻）（ ）犼 －

犖｛ ｝２
犿＝１，２，…，犽 （１１）

θ^犿（狋＋１）＝ａｒｇｍａｘ
θ犿

犙（θ，^θ（狋）），犿：^α犿（狋＋１）＞０

（１２）

其中，狑
（犻）
犿 由标准ＥＭ算法中的式（７）得到。

３）子高斯消除的策略。标准ＥＭ 算法在程

序开始确定子高斯数，一旦确定便不再改变。改

进ＥＭ算法预先设定一个较大的子高斯数犽ｍａｘ，

再采取子高斯消除的策略，逐步找到最佳的子高

斯数。具体分两种情况：① 根据式（１１），当某个

子高斯的权重为０时，认为它不再作用于混合分

布而消除之；② 考虑到满足ＥＭ 收敛条件的犔

（θ，犢）并不一定是全局的最小值，对于α犿（犿＝１，

２，．．．，犽）中的最小值，认为它的作用较小，尝试消

除它并评价犔（θ，犢）的值是否更小。

４）参数动态更新的策略。标准ＥＭ算法中，

在每一次迭代（循环）中一次性更新所有的α和θ，

而改进ＥＭ算法动态更新这些参数，即在每次更

新一个子高斯的参数后，随即对所有其他子高斯

的参数作出调整。这种策略的合理之处在于如果

某个子高斯权重下降为０（^α（狋＋１）＝０），认为它的

地位的下降会引起其他子高斯的地位相应地发生

提升，立即更新α并随即更新θ使得其他子高斯

的作用更加“显著”。这点使得可以选择一个较大

的初始化值犽ｍａｘ，而不会导致太大的计算开销。

通常设置一个较大的犽ｍａｘ，并采用子高斯消

除的策略，逐步迭代获得最终的子高斯数。设置

较大的犽ｍａｘ，使得有足够多的子高斯预先“填满”

特征空间，避免了标准ＥＭ 算法过于依赖初始化

的问题；子高斯消除的策略，将权重很小或为０的

子高斯消除，避免收敛于参数空间的边界。

ＧＭＭＵＣ算法的关键是各个子高斯及其参

数的获得。改进ＥＭ 学习算法在特征空间中通

过迭代寻优找到最能刻画参数分布“几何形状”的

若干个子高斯，并使得这些子高斯对应的犔（θ，犢）

函数值达到最小，且其累积对数似然函数值满足

收敛条件（不再明显增大）为止。

２．２　分类流程

ＧＭＭＵＣ对遥感影像的分类过程包括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学习训练阶段，运用改进ＥＭ

算法从训练数据中自动获取用于表征训练数据总

体分布的子高斯及其参数（混合权重、均值、协方

差），并从中获取影像的类别信息（地物类别数及

各个类别的参数），这是在训练数据指导下的非监

督聚类过程；第二阶段为影像分类阶段，ＥＭ 训练

结束后，将θ^ｂｅｓｔ中各个子高斯的参数作为各类地

物的分布参数，用贝叶斯分类器完成对整幅影像

的分类。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

以武汉市区２００５年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为

实验数据，选择６个波段（１、２、３、４、５、７波段），截

取一块大小为５１２×５１２的影像块作为实验区，实

验区假彩色合成影像（７、４、３波段）如图１（ａ）所

示。

根据对影像的目视判读，选择部分ＲＯＩ区域

的数据作为训练数据。训练数据的选择要尽量覆

盖影像的所有地物类别，且占一定比例。训练数

据可以是整幅影像，但为提高训练和学习效率，通

常选择那些能尽量覆盖所有地物类别的典型区

域。本文选择的训练数据如图１（ｂ）中多边形所

示。图中每个多边形区域不与某个地物类相对应

（不同于监督分类里面的样本要求类别单一），也

没有明确的类别信息（训练数据中没有类别标

签）。但训练数据中包含了主要的地类信息，可看

作是对主要地物类的一种“采样”，不妨称之为“准

样本”，这样ＧＭＭＵＣ的训练过程是在“准样本”

指导下的“自觉”的学习过程。

３．２　类别数的确定

考虑到影像上可分的最小地类数，犽ｍｉｎ通常设

置为５（也可设置为１）；通常设置一个较大的

犽ｍａｘ，本文考虑到影像上可分的最大地类数，将

犽ｍａｘ设置为２０。

设置犽ｍｉｎ和犽ｍａｘ后，运用本文方法得到的各组

子高斯及其相应的迭代次数和犔（θ，犢）函数值如

表１所示。

从表１可以看出，各组子高斯中，满足“累积

对数似然函数值不再明显增大”这一条件需要的

迭代次数是不同的，但多数在１～４之间，可见算

法复杂度是比较低的。犔（θ，犢）函数值反映了一

组子高斯的混合分布和数据的“拟合程度”，表１

中子高斯个数为９时，该函数值达到最小。

多次观测发现，本实验区数据获得的子高斯

数在９～１２之间。重复运行程序（每次均重新初

始化参数）２１次，获得的子高斯数的统计信息如

表２所示。

在多数情况下ＧＭＭＵＣ获得了９个子高斯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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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组子高斯的犔（θ，犢）函数值和迭代次数

Ｔａｂ．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犔（θ，犢）ａｎｄ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ｆｏｒＳｕｂ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ｓ

子高斯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最小犔（θ，犢）值 ６．８９１２ ６．４１１３ ６．２９４４ ５．９０２６ ５．７８７ ５．７７７６ ５．６８７１ ５．６８５９ ５．６８４９ ５．６８８２

迭代次数 ２ １５ ４ ３ ２ ２ ２ ２ ３ ２

子高斯数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最小犔（θ，犢）值 ５．６８９７ ５．６９１８ ５．６９４３ ５．６７８７ ５．６９６３ ５．６９１４ ５．７５０８ ５．７３６ ５．７２６８ ５．７１０８

迭代次数 ２ ２ ４ １ ２ １ １ １ ７ ３

注：最小犔（θ，犢）值指的是在一组子高斯的迭代过程中，ＥＭ算法收敛时的犔（θ，犢）的值。通常犔（θ，犢）是递减的，收敛时其值最小。

表２　程序多次运行的子高斯数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ｂ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ｓＮｕｍｂｅｒ

子高斯数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次　　数 １７ ２ １ １

（相应地本实验区类别数可设置为９），这一点有

助于后续实验中设置预期分类数。

ＧＭＭＵＣ通过对训练数据的统计分析，从

中发现最能描述其总体分布特征的若干个子高

斯，这是一个“归纳”过程；然后，将各子高斯与影

像上的某一个地物类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反馈”

过程。在这里，各个子高斯“反馈”出的地物类，是

基于遥感成像过程的特点从地表反射率的角度而

言的。从这一点出发，ＧＭＭＵＣ的的高斯分布

假设是合理的。

３．３　分类结果分析

作为比较，本文给出了 犓均值、ＩＳＯＤＡＴＡ

以及基于标准ＥＭ 算法的 ＧＭＭＵＣ（简称标准

ＥＭ算法）的分类结果。由于多数情况下ＧＭＭ

ＵＣ获得了９个子高斯，相应地，将影像分为９

类，故在犓均值、ＩＳＯＤＡＴＡ、标准ＥＭ 算法中将

预期分类结果设置为９类。犓均值、ＩＳＯＤＡＴＡ

分类借助ＥＮＶＩ软件实现，ＧＭＭＵＣ在 Ｍａｔｌａｂ

６．５平台下编程实现。实验中发现，本文方法速

度明显优于犓均值和ＩＳＯＤＡＴＡ方法。

对各方法分类结果的评价参照最大似然法的

分类结果。在最大似然法分类中，选择９类样

本［９］：长江、湖泊、池塘（包括水质异样区）、旧城

区、新城区、城区植被、山体植被、农田、裸露地。

各方法分类结果如图１（ｃ）～１（ｆ）所示。和假

彩色影像目视对比，基于改进ＥＭ 算法的ＧＭＭ

ＵＣ（简称改进ＥＭ 算法）的分类结果和影像上地

物的对应关系最为明显。长江和湖泊得到了正确

的划分，其他几类地物如城区植被、山体植被、裸

露地等与目视解译的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可以

证明，如果“准样本”选择得当，ＧＭＭＵＣ可以达

到和监督分类法比较接近的分类效果。

总体上看，改进ＥＭ算法要明显好于犓均值

和ＩＳＯＤＡＴＡ方法。犓均值和ＩＳＯＤＡＴＡ方法

均不能将长江和湖泊区分开，改进ＥＭ 算法得到

了正确的分类。在同样分９类的情况下，犓均值

和ＩＳＯＤＡＴＡ方法将某些地物分得过于“破碎”，

如旧城区被分成了几个亚类；另一方面又不能突

出一些主要的地类，如裸露地等。

改进ＥＭ算法的分类结果也比标准ＥＭ算法

的分类结果更为合理。图１（ｅ）中犃处本来是湖

泊，标准ＥＭ算法将其分得较零散，其大部分被错

分为长江；改进ＥＭ 算法分得较好（图１（ｆ）中犆

处）。图１（ｅ）中犅处本来是一处不同水质的湖泊，

标准ＥＭ算法将其错分成了城区植被，改进ＥＭ算

法将其另作一类，处理得较好（图１（ｆ）中犇处）。

４　结　语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① 改进ＥＭ算法不依

赖于参数的初始化，有效避免了标准ＥＭ算法易收

敛于参数空间边界的问题，使得将ＧＭＭ应用于遥

感数据成为可能；② 改进ＥＭ算法能自动找出用

于表征“准样本”总体分布的各个子高斯，并“还原”

为影像上的各个地物类；③ ＧＭＭＵＣ能自动发现

“准样本”中的子高斯数，使得其混合分布与数据

达到最佳的拟合，且算法复杂度仅比标准ＥＭ 算

法略微增加；④ ＧＭＭＵＣ是用占影像一定比例

的“准样本”参与学习，无需整幅影像参与训练，比

传统非监督分类方法学习效率高。

在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实验中，ＧＭＭＵＣ获

得了比传统非监督分类方法更好的分类效果，且

无需事先指定类别数。实验表明该方法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传统非监督方法的缺陷，具有一定的研

究和应用价值。

当然，前述由自动获取的子高斯“反馈”出的

地物类，是从地表反射率的角度而言的。从土地

利用（覆盖）的角度而言，ＧＭＭＵＣ的高斯分布

假设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故本文方法得出的

地物类，与通常意义上的地物类不具有严格的对

应关系，要投入实用还需结合地学知识作进一步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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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验区假彩色合成影像及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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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一种基于飞艇航拍视频的运动车辆检测方法 　　　　　　　　　王文龙，等

 顾及卫星故障修复的导航星座ＰＤＯＰ可用性分析方法研究 李国重，等

 基于改进ＨＨＴ理论的大型桥梁动态特性分析 徐　佳，等

 用磨光函数逼近卫星运动方程间断右函数的探讨 宋小勇，等

 多波束勘测运动传感器偏移的改正方法 阳凡林，等

 基础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江　南，等

 基于扫描线与梯形分割的面目标空间拓扑计算 王结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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