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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遥感影像半监督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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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对每一类地物的光谱特征用一个高斯混合模型（Ｇａｕｓｓｍ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ＧＭＭ）描述的新思路，

并应用在半监督分类（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中。实验证明，本方法只需少量的标定数据即可达到其

他监督分类方法（如支持向量机分类、面向对象分类）的精度，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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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遥感影像获取手段快速发展，不仅影像

分辨率越来越高，而且数据量也迅速增加［１］。然

而，数据处理方法的发展却难以跟上影像获取技

术的步伐，如何从影像数据中快速地提取信息已

成为一道难题［２］。

半监督学习利用少量的标定数据协同未标定

的数据得到精确的分类边界［３］。半监督分类承认

标定数据不足，并在学习样本有限的情况下，利用

新出现的数据不断学习，这更符合人脑的学习机

制。因此，半监督学习在最近十多年快速发展，并

迅速应用在网络标定、图像索引、语音识别等各个

方面［３，４］，同时也有学者将其引入到遥感影像分

类［５，６］。高斯混合模型在图像分割、视频图像背景

建模、运动物体检测等方面也都取得很大成功，但

用于影像分类的研究却不多［７］。文献［８］考虑到遥

感图像中地物在光谱空间表现为多种密度分布的

混合，并借助期望最大（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Ｍ）算法估算每个类别的概率密度曲线参数，但它

依然是将单类地物的光谱特征表示为单峰的正态

分布。文献［９］将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图像中的房屋用一个

高斯混合模型描述，不同子高斯项代表不同的房屋

类型，从而将房屋分为精细的类型，验证了高斯混

合模型对单类物体分类时的有效性。

１　高斯混合模型

贝叶斯分类器现在仍是应用最广泛的分类算

法之一［１０］，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假设各类别的数据

为高斯分布［１１］，对遥感数据拟合并不理想，这给

实际应用带来很多限制。本文利用高斯混合模型

拟合每一类别的特征概率分布，实验证明，每个类

别的概率函数只需要由３个左右分量的高斯混合

模型即可以充分表达。

１．１　高斯混合模型及最大似然估计

设犡 ＝ ［犡１，…，犡犱］
Ｔ 是犱维的随机变量，

狓＝［狓１，…，狓犱］
Ｔ 表示犡的一个实例。如果它的

概率密度函数能写成犽个成分的密度分布的加权

平均和：

犘（狓狘θ）＝∑
犽

犿＝１

α犿狆（狓狘θ犿） （１）

则认为犡 服从有限混合分布，其对应的模型就为

有限混合模型。其中，α１，…，α犽是各个成分分布

混合的权值；θ犿 是第犿 个成分分布的参数；｛α１，

…，α犽；θ１，…，θ犽｝是所有参数的集合；同时α犿 必须

满足如下条件α犿≥０，犿 ＝１，…，犽且

∑
犽

犿＝１

α犿 ＝１ （２）

如果假设所有成分的概率分布都服从高斯分布，

则所对应的模型为高斯混合模型。而犱 维的高

斯混合模型的参数θ实际上由两个参数所决定：

均值向量μ和方差矩阵Σ
［１２］。

在式（２）约束下，式（１）参数的解析解比较复

杂，一般采用迭代方法［１３］。即先建立样本的最大

似然方程，然后采用ＥＭ 算法对类参数及混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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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行估计。

最大似然估计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犖 个样本

的集合犡＝ ｛狓（１），…，狓（犖）｝是独立的，则其

似然函数可定义如下：

犾（θ）＝狆（犡狘θ）＝∏
犖

狀＝１

狆（狓狀狘θ） （３）

进一步定义对数似然函数为：

犎（θ）＝ｌｎ［犾（θ）］＝∑
犖

狀＝１

ｌｎ狆（狓狀狘θ） （４）

将式（１）代入式（４），得：

犎（θ）＝∑
犖

狀＝１

ｌｎ∑
犽

犿＝１

α犿狆（狓狘θ犿） （５）

　　所谓最大似然估计，就是要找到使式（４）最

大的θ的估计值^θ，即

犎（^θ）＝ｍａｘ∑
犖

狀＝１

ｌｎ∑
犽

犿＝１

α犿狆（狓狘θ犿） （６）

１．２　犈犕算法估计高斯混合模型参数

参数估计的ＥＭ 算法是由Ｄｅｍｐｓｔｅｒ等提出

的［１２］，它分为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步和 Ｍ（ｍａｘ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步。对于高斯混合模型，采用ＥＭ 算法进行

参数估计的过程如下。

Ｅ步：首先初始化参数μ犿、Σ犿和α犿，计算样本

狀属于第犿 类的后验概率：

犙犿狀 ＝α犿狆 （狓狘θ犿） （７）

标准化后为：

犚犿狀 ＝
犙犿狀
犙狀

＝
α犿狆 （狓狘θ犿）

∑
犽

犿＝１

α犿狆 （狓狘θ犿）

（８）

服从高斯分布。

Ｍ 步：最大化式（８），得到新的参数珘α犿、珘μ犿、

珟Σ犿。具体公式计算如下：

珘α犿 ＝
∑
犖

狀＝１

犚犿狀

犖
（９）

珘μ犿 ＝
∑
犖

狀＝１

犚犿狀狓狀

犖珘α犿
（１０）

珟Σ犿 ＝
∑
犖

狀＝１

犚犿狀（狓狀－珘μ犿）（狓狀－珘μ犿）
Ｔ

犖珘α犿
（１１）

利用式（８）～式（１１），迭代收敛后，可以得到样本

狀属于第犿 类的后验概率犚犿狀。

１．３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贝叶斯分类

假设遥感影像中每一类的数据均可以用高斯

混合模型表达，则第犾类数据的概率函数为：

犘（狓狘θ犾）＝∑

犽犾

犿＝１

α犾 犿狆（狓狘θ犾 犿） （１２）

其中，θ犾＝｛α犾１，…，α犾犽犾；θ犾１，…，θ犾犽犾｝为参数集合，犽犾

由地物光谱分布的特性选取最佳的高斯分量数，

概率分布狆（狓｜θ犾犿）服从高斯分布。

根据概率理论的叶贝斯公式，未知数据点狓

属于狑犾类的后验概率为：

犘（狑犾狘狓）＝
犘（狓狘狑犾）犘（狑犾）

犘（狓）
（１３）

式中，犘（狑犾）为先验概率，也就是在图像中类别出

现的概率；犘（狓｜狑犾）为似然概率，为在类别狑犾 中

出现像元点狓的概率，由式（１２）计算得到。

由于犘（狓）＝∑
犔

犾＝１
犘（狓｜狑犾）犘（狑犾）与类别狑犾无

关，对各类来说是一个公共因子，在比较大小时不

起作用，判断类别时可以去掉，此时，最大似然判

别规则变为［１３］：

狓∈狑犾，当且仅当：

犘（狓狘狑犾）犘（狑犾）≥犘（狓狘狑犼）犘（狑犼）（１４）

式中，所有犾和犼都来自１，２，３，…种可能的类别。

２　半监督分类

一般认为，半监督学习的研究始于Ｓｈａｈｓｈａｈａ

ｎｉ和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的工作
［１４］。半监督学习认为标定

数据比较少，不足以代表分类空间，在分类的过程

中利用标定数据和未标定数据协同分类，通过合理

建立未标定数据的分布和学习目标之间的联系，就

可以利用未标定示例来辅助提高学习性能［１５］。

根据半监督学习算法的工作方式，现有的半

监督学习算法可分为以下３大类
［１２］：① 生成式模

型为分类器；② 基于图正则化框架的半监督学习

算法；③ 协同训练（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这些方法

的特点是对嵌入映射或者低维流形作出某种特定

的假设，或者以保持高维数据的某种性质不变为

目标，将问题转化为对应优化问题的求解。这些

算法都取得很好的实验结果。不过由于一般的计

算需要迭代，一般半监督算法计算时间都比较长，

对于大数据量的遥感图像处理效果不甚理想。

３　本文算法

一般的生成式模型半监督分类方法是假设整

个数据集的概率分布服从一个高斯混合模型，每

一类别用一个高斯函数表述［６，１２］。但从上文的讨

论可知，在遥感影像中地物的光谱分布比较复杂，

每类地物难以用高斯函数表述，而本文发现遥感

影像每一类地物的光谱特征空间用３个左右分量

的高斯混合模型拟合精度较高，因此本文将这个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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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用于生成式的半监督分类，对每类地物给出

少量标定点，就可利用大量的未标定数据准确估

计模型参数，提高分类器的泛化能力。

图１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半监督分类算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ａｕｓｓＭ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

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首先利用标定数据训

练得到每个类别的模型参数，并将每一类别的标

定数据占所有标定数据总数的比值作为这个类别

先验概率，对所有待分类样本按式（１３）计算后验

概率，通过贝叶斯规则将整个数据集分类，并将分

类结果作为标定数据，用于下一次训练。如此循

环迭代，直到分类精度达到要求，或者迭代次数超

过某一给定值。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本文提出

的方法只需少量的标定数据，即可达到需要大量

标定数据的分类器才能够达到的精度要求。

４　实　验

本文实验以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上截取的某城市

郊区的高空间分辨率影像通过实验来验证本文算

法的有效性。如图２所示，该地区地物丰富，包括

小树林、湖泊、道路以及房屋，由于道路与房屋在

颜色上非常接近，而本文只利用了影像３个波段

（犚、犌、犅）的颜色信息，难以分开，故在分类时将

它们都归为不透水层。

图２　实验数据与采样样本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ｄＬａｂｅ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３说明的是高斯混合模型对各类地物光谱

特征描述的有效性。从该图的直方图来看，自然

地物的高空间分辨率影像很复杂，只有树木的特

征呈现高斯分布，而其他部分大都为多个波峰，如

湖波、草地，而不透水层的直方图除了一个明显的

波峰，还有很大一部分为长条状，这样复杂的特征

空间，只有一个波峰的高斯函数难以有效描述。

高斯混合模型的高斯分量数与拟合误差的关系如

图４，其中拟合误差Ｅｒｒ＝－犎（^θ），犎（^θ）为按式

（６）估算的最大似然值。为方便显示和比较，图中

采用相对拟合误差，即拟合误差与最大拟合误差

的比值。从图４可以看出，概率密度函数在拟合

４种地物的光谱特征分布时，与高斯函数相比，混

合模型在３个分量时的拟合误差可以降低１０％

左右，而在５个分量时可降低１５％，若再往上增

加分量数已难以明显提高拟合精度，而分量数的

增加会提高计算费用。因此，应用时一般选取３

～５个分量数的高斯混合模型即可，本文以下实

验选取３个分量。

图３　样本直方图与高斯混合模型曲线

Ｆｉｇ．３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ＭＭｓ

图４　拟合误差与高斯分量数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ｔＥｒｒｏｒａｎｄ

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ＧＭＭ

半监督分类利用少量标定数据协同未标定数

据分类，可以根据待分类数据的信息精化分类曲

面。如表１所示，本文方法迭代５次后分类结果

就比较稳定，分类精度不再随着迭代次数提高。

图５为特征空间中经过若干次迭代后各类地物的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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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况，湖泊被树木包围，迭代后不断向树木分

布的中心移动；而草地最开始只占有一小角落，迭

代后慢慢扩张，吞并树木尤其是不透水层的不少

位置。图６是经过若干次迭代后的分类结果。

表１　本文不同迭代方法分类精度与迭代次数的关系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迭代

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Ｋａｐｐａ

系数
０．７８５０．８３７０．８４５０．８４９０．８５００．８５１０．８５００．８５１

图５　若干次迭代后的分类特征空间

Ｆｉｇ．５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ｓｏａｆｔ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ｌＬｏｏｐｓ

图６　若干次迭代后的分类结果

Ｆｉｇ．６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ｌＬｏｏｐｓ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方法虽然能够利用未标

定数据提高分类器的泛化能力，但在采集标定数

据时，仍然需要采集典型地物，否则分类结果不能

得到明显优化。

图７将本文方法与其他经典方法作比较。最

大似然法、面向对象法以及支持向量机选用的样

本为图２（ｂ）所示数据，而本文方法采用的样本数

量不到这些方法所采用的样本的一半。这里的最

大似然法、面向对象法以及支持向量机分类是利

用Ｅｎｖｉ４．５软件完成的。由图５可知，在特征空

间上湖泊完全被树木包围，一般的方法难以得到

较好的分类结果，如图７中的１号区域所示，最大

似然法和支持向量机均将湖泊的很多区域误分为

树木，而面向对象与本文方法均能得到满意的结

果。但是，由于面向对象法适合提取块状地物，分

割时很容易将长条状地物断裂并误分为其他地

物，如图７中的２号区域的道路，而其他方法，包

括本文方法均能得到较好的分类结果。从总体的

分类精度Ｋａｐｐａ系数来看，本文方法的分类精度

稍高于最大似然法和支持向量机法，低于面向对

象法，如表２所示，但本文方法能较好地分辨出各

种地物，不会产生打断、割裂地物的现象。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对多光谱数据的推广能

力，实验二采用的数据为ＴＭ 影像，如图８所示，

图８（ａ）为伪彩色图像，图８（ｄ）为训练样本。与实

验一相同，本文利用Ｅｎｖｉ４．５软件完成最大似然

法、面向对象法以及支持向量机分类。不同方法

的分类Ｋａｐｐａ系数为：最大似然法０．７９６，面向对

象法０．８１９，支持向量机法０．８３３，本文方法

０．８３６，可知本文方法在对多光谱数据分类时分类

结果也比较好。而从分类结果图像来看，本文方

法能够较好地保留带状地物的空间分布特征，如

道路和河流。从这组实验可知，当数据包含较多

的带状地物时，面向对象法分类精度迅速减低，甚

至还不及最大似然法的结果。

表２　高分辨率图像分类精度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ｆｏｒ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分类方法 最大似然法 面向对象法 支持向量机 本文方法

样本数 ８９１４２ ８９１４２ ８９１４２ ３１０１９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０．７９５ ０．８９３ ０．８４７ ０．８５０

图７　高分辨率图像分类结果

Ｆｉｇ．７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图８　多光谱数据分类实验结果

Ｆｉｇ．８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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