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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犆犾狅狌犱犲犘狅狋狋犻犲狉分解和极化白化
滤波的全极化犛犃犚图像分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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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分解和极化白化滤波（ＰＷＦ）的全极化ＳＡＲ数据分类算法。该

算法利用ＰＷＦ的结果来代替反熵犃对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分类结果进行进一步细化，按ＰＷＦ的值将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

犎／α分类结果由８类分为１６类，然后再次进行 Ｗｉｓｈａｒｔ迭代分类。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有效地提高分类

精度，分类结果明显优于常规的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分类结果和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犃分类结果。

关键词：极化白化滤波（ＰＷＦ）；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ＰＷＦ；全极化ＳＡＲ；非监督分类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目前，利用全极化ＳＡＲ数据对地面场景进行

分类和解释成为ＳＡＲ研究的一个热点
［１，２］。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
［３］和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犃

［４］分类算法

就是基于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分解
［５］的两种经典分类

方法。这两种方法利用描述像素物理散射机制的

参数来进行分类，但却没有利用像素间散射回波

幅度的大小关系，而像素点对应的散射强度信息

对ＳＡＲ数据的处理和应用十分重要，它是ＳＡＲ

数据处理和应用的主要对象。因此，本文拟在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分类方法中引入散射强度信息，以

提高分类器的性能。

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Ｈｅｌｌ

ｍａｎｎ
［６］选取了像素点的内部的散射机制所对应

的最大散射强度λ１作为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分解算法

的补充，用来进一步优化 犎／α分类结果。Ｋｉｍｕ

ｒａ
［７］和Ｃａｏ

［８］随后又选取了极化总功率ＳＰＡＮ作

为散射强度参数，用它来代替反熵犃 进行极化

ＳＡＲ数据的分类。由于λ１只包含了像素点内最

大散射机制的强度，并不能反映像素点内其他散

射机制的强度。而ＳＰＡＮ图像是４种极化通道

像素强度的加权和，虽然具有较低的噪声水平，但

仅仅相当于进行了简单的极化域滤波，其滤波效

果并未达到最佳。

极化白化滤波（ＰＷＦ）
［９］是由 Ｎｏｖａｋ等人提

出的一种用于对全极化ＳＡＲ数据降噪的最优化

滤波方式。它通过最优化组合 ＨＨ、ＨＶ、ＶＶ这

３种极化通道来获得最大的降噪效果，实际上是

针对ＳＰＡＮ图像进行相干斑抑制的方法
［１０］。因

此，与ＳＰＡＮ图像相比，ＰＷＦ图像相干斑噪声大

大减少，像素间对比度也有显著增加，图像质量更

高。因此，本文认为用ＰＷＦ图像来代替ＳＰＡＮ

图像进行极化ＳＡＲ数据的分类将是一种更为有

效的分类方法。

１　犆犾狅狌犱犲犘狅狋狋犻犲狉分解与极化白化

滤波

　　根据特征向量分解理论，可将散射相关矩阵

分解为散射熵犎、散射角α和反熵犃，它们分别定

义如下［５］：

犎 ＝－∑
３

犻＝１

犘犻ｌｏｇ３犘犻 （１）

α＝犘１α１＋犘２α２＋犘３α３ （２）

犃＝
犘２－犘３
犘２＋犘３

（３）

其中，

犘犻＝
λ犻

∑
３

犻＝１

λ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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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ＳＡＲ图像相干斑是一种乘性噪声，并服

从多元复高斯分布，采用图像标准差与均值之比

狊／犿来度量。因此，ＰＷＦ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使

狊／犿达到最小来获得相干斑最少的图像。Ｎｏ

ｖａｋ
［９］推出图像的狊／犿 最小时，最小相干斑图像

为：

狔＝狓
Ｈ犆－１狓 （５）

图１　ＰＷＦ和ＳＰＡＮ特征图的比较（ＳＰＡＮ经过了７×７

精制极化Ｌｅｅ滤波处理）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ＷＦａｎｄＳＰＡＮ（ＳＰＡＮ７×７

ＲｅｆｉｎｅｄＬｅｅ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极化白化滤波分为自适应方式和非自适应方

式两种［１１］，本文需要的是非自适应方式的极化白

化滤波。ＰＷＦ和ＳＰＡＮ特征图如图１所示，可

以看出两者都很好地保留了细节信息，但ＳＰＡＮ

图由于滤波分辨率较原始图像有所下降，而ＰＷＦ

图则在滤波的同时保持了最原始的分辨率，并且

同类各像素间亮度对比度比ＳＰＡＮ图要大，这将

更加有利于提高分类效果。

２　犠犻狊犺犪狉狋犎／α／犘犠犉分类方法

综上所述，结合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分类算法，经过反

复实验，本文提出一种新的非监督分类算法，其具

体实现步骤如下。

１）利用式（５）对实验数据进行极化白化滤

波，获得ＰＷＦ图像；

２）对实验数据进行空域相干斑滤波获得滤

波后的极化相干矩阵犜；

３）利用式（１）、式（２）进行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分

解获得犎／α；

４）利用 犎／α将实验数据划分为８类，并进

行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迭代分类；

５）按ＰＷＦ的中值将步骤４）得到的每一类

数据再划分为以下两类：① 对应较高的幅度值；

② 对应较低的幅度值，然后再进行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迭

代分类，获得最终的１６类分类结果。

算法的具体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注意到Ｃａｏ
［８］提出的分

类算法是先将原始数据按照散射强度信息分类，

图２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α／ＰＷＦ分类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ＷｉｓｈａｒｔＨ／α／ＰＷ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再按照犎／α参数进行分类，而本文是先将原始数

据按照犎／α参数进行分类，然后再按照散射强度

信息分类。分类步骤的不同对非监督分类效果的

影响还是很显著的，主要体现在各个类别的确定

上，而这点对于非监督分类是很重要的。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取 ＮＡＳＡＪＰＬＡＩＲＳＡＲ在美国旧金

山海湾获取的犔波段数据进行实验。实验数据

的大小为９００像素×１０２４像素。该地区地物地

貌类型丰富，有山区、海洋、树林、草坪、城区等各

类地貌，还有恶魔岛、金门大桥、马球场、落日水库

等典型地物目标（如图３中圆圈所示）。

利用本文提出的算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类，

分类结果如图４所示。为了比较该分类器的性

能，本文实现了极化非监督分类算法中经典的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犃非监督分类算法和最近研究较

多的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ＳＰＡＮ非监督分类算法，实验

结果见图５、图６。其中，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ＳＰＡＮ分

类方法详见文献［８］。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区分，本文以下部分

均按分类方法的流程来命名各分类方法。Ｃａｏ提

出的非监督分类方法是先按ＳＰＡＮ的值的大小将

数据划分为样本数相等的３类，然后再利用犎／α

进行细分，本文中将其命名为 ＷｉｓｈａｒｔＳＰＡＮ３犎／α

分类方法；而本文是先利用犎／α进行初始分类，再

按ＳＷＦ的值将数据划分为样本数相等的２类，本

文将其命名为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ＰＷＦ２分类方法。后

面提到的分类方法含义以此类推。

由于分类方法和类别数的差异比较大，两类

方法的分类结果不具有太大的对比性。为了更好

地进行对比实验，验证类别数对分类结果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实现了按ＳＰＡＮ的值的大小将数据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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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实验数据的Ｐａｕｌｉ

分解ＲＧＢ合成图

Ｆｉｇ．３　ＰａｕｌｉＲＧＢＭａｐ

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图４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

ＰＷＦ分类方法分类结果图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ＰＷＦ

　

图５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犃

分类方法分类结果图

Ｆｉｇ．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犃

　

图６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

ＳＰＡＮ分类方法分类结果图

Ｆｉｇ．６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ＳＰＡＮ

划分为样本数相等的２类的 ＷｉｓｈａｒｔＳＰＡＮ２／Ｈ／

α分类方法，实验结果见图７。为了验证分类步骤

对分 类 结 果 的 影 响，本 文 又 进 一 步 实 现 了

Ｗｉｓｈａｒｔ 犎／α／ＳＰＡＮ２ 分 类 方 法 和 Ｗｉｓｈａｒｔ

ＰＷＦ２／犎／α分类方法，实验结果见图８。

对比图４到图８的实验结果可知，若先依散

射强度信息进行初始分类，再进行 犎／α分类，则

分类结果中各个类别的散射类型是不可知的，其

对应的地物类型也是不可知的，必须要人工判读

确定；若先进行犎／α分类，再加入散射强度信息，

则分类结果有很好的规律性，根据颜色表和犎／α

平面图便可很容易地确定分类结果对应的地物类

型。对比图６、图７可知，分类越多，结果越细致、

越精确，但也会因为分类过细而容易受噪声影响

造成错分，像马球场、恶魔岛、金门大桥等地物都

分类过细，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对比图４、图

５及图８（ａ）可知，本文提出的方法在细节上分类

效果更好，如在左上角山区（图中矩形框所示），

图４中被错分为水域的部分是最少的；在右侧城

区（图中矩形框所示），通过观察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上

同时期的光学影像图发现，图４的分类结果最符

合实际情况，植被和道路、房屋边界区分更加正

确，而图５及图８（ａ）中同区域分类均有较明显的

连片现象，略显粗糙。

该方法通过在 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分类中引入极

化白化滤波ＰＷＦ信息来改进原来的分类算法，

提高了非监督分类算法的正确度和有效性。由于

极化白化滤波采用的是非自适应模式，即是对全

图进行了统一的滤波，因此，虽然将总功率图的噪

声降到了最小，但可能这种结果并不是最适合分

类的。从实验结果来看，也验证了这一可能性。

所以，本文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探索一种更适合

分类的极化白化滤波方法，来进一步提高分类效

果。另外，在分类数量上，１６类和２４类分类方法

也不能明显区分孰优孰劣，探索最优的分类数量

或自适应分类数量也是应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图７　ＷｉｓｈａｒｔＳＰＡＮ２／犎／α

分类方法分类结果图

Ｆｉｇ．７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ＷｉｓｈａｒｔＳＰＡＮ２／犎／α

　　　　　　　

图８　分类步骤对分类结果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　考　文　献

［１］　邹同元，杨文，代登信，等．一种新的极化ＳＡＲ图像

非监督分类算法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

学版，２００９，３４（８）：９１０９１３

［２］　张海剑，杨文，邹同元，等．基于四分量散射模型的

多极化ＳＡＲ图像分类［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

学版，２００９，３４（１）：１２２１２５

［３］　ＬｅｅＪＳ，ＧｒｕｎｅｓＭＲ．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６０１



　第３６卷第１期　　　　杨　杰等：一种利用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分解和极化白化滤波的全极化ＳＡＲ图像分类算法

Ｗｉｓｈａｒ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９，３７（５）：２２４９２２５８

［４］　ＰｏｔｔｉｅｒＥ，ＬｅｅＪ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ａｌｐｈａ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ｍｆｏｒＵｎ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ｌ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Ｗｉｓｈａｒ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ＳＡＲ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Ｔｏｕｌｏｕｓｅ，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９９

［５］　ＣｌｏｕｄｅＳＲ，Ｐｏｔｔｉｅｒ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ｍｓｉｎＲａｄａｒ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６，３４（２）：４９８５１８

［６］　ＨｅｌｌｍａｎｎＭ．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ｕｌｌ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Ｄａｔａ［Ｃ］．ＩＧＡＲＳＳ’９８，

Ｓｅａｔｔｌｅ，ＷＡ，ＵＳＡ，１９９８

［７］　ＫｉｍｕｒａＫ，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Ｙ，ＹａｍａｄａＨ．ＰｉＳＡＲＩｍ

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Ｃ］．ＩＧＡＲＳＳ’０３，Ｔｏｕｌｏｕｓｅ，

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３

［８］　ＣａｏＦ，ＨｏｎｇＷ，ＷｕＹＲ．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ｌｏｕｄｅ

Ｐｏｔｔｉｅｒ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Ｈ／α／ＳＰＡＮａｎｄＣｏｍ

ｐｌｅｘＷｉｓｈａｒ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ｆｏｒ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ＩＥＥＥ，ＣＩＥ’０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Ｒａｄａｒ，Ｐ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６

［９］　ＮｏｖａｋＬＭ，ＢｕｒｌＭＣ．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０，２６（２）：

２９３３０５

［１０］王超，张红，陈曦，等．全极化合成孔径雷达图像处

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１］皮亦鸣，邹琪，黄顺吉．极化ＳＡＲ相干斑抑制———

极化白化滤波器［Ｊ］．电子与信息学报，２４（５）：５９７

６０３

［１２］ＬｅｅＪＳ，ＧｒｕｎｅｓＭＲ，ＭａｎｇｏＳ．Ｓｐｅｃｋｌ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ｒｙ

［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Ｇｅｏｓｃｉ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１，２９

（４）：５３５５４４

第一作者简介：杨杰，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摄影测量、遥

感影像处理与应用。

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ｊｉｅ＠ｌｍａｒｓ．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犃狀犝狀狊狌狆犲狉狏犻狊犲犱犠犻狊犺犪狉狋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犉狌犾犾狔犘狅犾犪狉犻犿犲狋狉犻犮犛犃犚犐犿犪犵犲

犅犪狊犲犱狅狀犆犾狅狌犱犲犘狅狋狋犻犲狉犇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狅犾犪狉犻犿犲狋狉犻犮犠犺犻狋犲狀犻狀犵犉犻犾狋犲狉

犢犃犖犌犑犻犲１　犔犃犖犌犉犲狀犵犽犪犻
１
　犔犐犇犲狉犲狀

１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ｃａ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ｌｌ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ｃａｎ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ｂａｓｅｓ．Ａｎｅｗ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ｏｒ

ｆｕｌ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ｗｈｉｔ

ｅｎ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ＰＷ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ＷＦ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犃．Ａ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ｄｉｖｉｄ

ｅｄｉｎｔｏ１６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ＷＦ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ｎａｆｔｅ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ｈａｒｔ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ｉ

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ｇｏ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ＷＦｒｅｓｕｌｔｈａｓｍｏｒｅ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犎，αａｎｄ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ｄｏｎ’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ｂｅｔｔ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犃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ＰＷＦ）；Ｗｉｓｈａｒｔ犎／α／ＰＷＦ；ｆｕｌｌｙ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ＳＡＲ；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ＹＡＮＧＪｉｅ，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ｊｉｅ＠ｌｍａｒｓ．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７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