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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红１　夏列钢１
，２
　骆剑承２　胡晓东２

（１　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杭州市潮王路１８号，３１００３２）

（２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２０号，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在分析应用对象化分析方法改进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分类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多层次的迭

代模型改进分类流程，在自适应的迭代过程中有效地结合主导类别选择、高级对象特征计算、基于互信息的特

征选择等技术提高对象化方法中丰富的影像特征的利用效率，同时，有机结合像素级特征信息弥补对象化特

征。通过对ＳＰＯＴ５影像与航空影像两种数据源的土地覆盖分类的实验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分类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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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空间分辨率影像的逐渐普及，为了更

加精确有效地获取其丰富信息，面向对象分析方

法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基于像素的分析方法［１］。

对象化技术可以有效提取光谱、形状以及纹理信

息，同时可进一步地融合层次关系或语义信

息［２，３］，更符合人类视觉对影像进行目视解译的

原理与过程，也符合陈述彭倡导探索的“地学信息

图谱”理论［４］。遥感图像分类是遥感图像处理的

一项基本内容 ，在对象化技术逐步应用于分类的

过程中，以下问题值得关注：以对象作为分类单元

以后如何有效地利用更加丰富的信息［５］，特别是

多层次信息如何用于改进分类精度［６］；是否可以

结合像素级的方法提高分类精度以及如何结

合［７］。

通过参考决策树等分层分类方法提出了多层

次迭代的对象化分类模型，已有的多层次分类模

型多针对像素级处理，而且在每一步中常采用某

个单一的参数（如植被指数）作为阈值来对某个类

别进行分类［８９］，本文尝试在通过对象化技术充分

挖掘影像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有效的像素

级信息，通过自适应的迭代模型改进分类过程。

与一般的对象化分类方法相比，通过迭代模型为

每一类别选择最佳特征组合可以有效地提高对象

各种特征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有效解决像素级

信息甚至层次关系等知识的融入，从而提高最终

的分类精度。实验结果表明，迭代模型可以有效

地提高分类精度。

１　多层次迭代的对象化分类

在分层分类方法中，不同层次尺度选择与转

换问题是其中的关键。在对一幅影像进行信息提

取时，不同尺度的选择会导致最终的信息提取精

细结果不同。如何根据不同成像条件、不同提取

目标及不同环境影响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尺度进

行影像信息单元的提取，并在这些单元的特征提

取基础上进行单元分析与地物属性的判定，直接

关系到遥感影像信息提取的准确率［１０］。

如图１所示的分类流程通过多尺度分割以及

不同特征的计算体现了上述尺度转化的思想，为

了真正利用好对象化分类中的特征，使之能提高

最终的分类精度，通过迭代的过程来保障各种特

征对相关类别的精度贡献。经过影像预处理、多

尺度分割以及矢量化、样本选择等分类前准备后，

整个迭代过程如下。

１）特征计算，可分为初始化计算以及迭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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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基于特定类别的补充计算。

２）特征选择，为当前分类类别选择最佳特征

组合。

３）选择合适的监督分类器进行分类。

４）主导类别选择，根据分类结果计算各类别

的分类精度，同时设定相应规则选择某一类别作

为下次分类的主导类别。

图１　多层次迭代分类模型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在迭代分类的过程中包含许多选择，为了获

得良好的分类效果，这些选择不可避免地需要经

验或知识的辅助，如形状特征对于区分道路很重

要。但是这样的选择不适合自动化的目标，而且

也无法保证自己的选择一定是最佳的，因此，在提

供人工操作的同时有必要设计一个自适应的迭代

计算过程。

２　自适应迭代过程

根据上述多层次的迭代分类模型，笔者在自

主研发的遥感信息提取与目标识别软件平台

（ＳＩＮＣＥ２００８）的支持下，采用ＶｉｓｕａｌＣ＋＋开发完

成了面向对象迭代分类的原型系统。其中关键的

自适应迭代过程所应用的具体算法的实现如下。

２．１　特征计算

实际上，图１中标示了３类特征的计算：

① 针对影像本身的像素级特征；② 针对矢量化

后的分割块的基本对象特征；③ 针对预分类结果

的高级对象特征，这些丰富的特征是支持发展迭

代分类模型的基础，而真正把它们合理地利用起

来也正是这一模型的意义所在。

在像素级的特征中，笔者选择了经典的ＮＤ

ＷＩ以及ＮＤＶＩ指数来帮助对水体以及植被的精

细刻画。在基本对象特征中选用了各波段的光谱

平均值、标准差、对象面积、形状指数、紧凑度、不

变矩特征、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反差、熵、对

比度等特征。

比较有挑战性的是高级对象特征的计算与应

用，这类特征应该包括同一尺度内的对象及其拓

扑表达模型（横向，如相邻、相离等）以及不同尺度

间的对象拓扑关系表达模型（纵向，如包含、被包

含等）。显然，这些特征需要经过推理才能应用，

而推理是需要先验知识作为支撑的，因此，笔者提

出在迭代分类的过程中计算及使用此类特征，即

当某次分类过程中某类别达到了一定的分类精

度，则认为以此类别作为推理条件是可信的，于是

在下次分类时可以此类别作为主导类别计算拓扑

关系特征，相应地选择使用基于知识推理的分类

器进行分类。

２．２　基于最大互信息的特征选择

对象化方法虽然可以提取大量影像的特征信

息，但如何在分类过程中有效利用这些信息使之

能起到提高分类精度的作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许多学者引入数据挖掘的特征降维技术实

现所有信息的最大化利用，主要可分为特征抽

取［１１］和特征选择［１２］两类。大量实验表明，特征降

维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分类精度［１３１４］。

本文在迭代模型下针对特定应用修改了基于

互信息的特征选择算法［１５］，提出一种基于特定类

别的特征选择算法，主要体现每次迭代中所选择

主导类别的重要性。例如，当选择道路作为主导

类别，为了与居民地区分应该尽量选择合适的形

状特征，而为了与河流区分则应选择合适的光谱

特征，但是当以植被作为主导类别时上述特征选

择方法就不一定合适。

特征选择的目标是从特征集犛中找到犿 个

特征形成的子集｛狓犻｝以使目标集达到最大可分，

若以互信息为标准则可表示为：

ｍａｘ犇（犛，犮），犇＝犐（｛狓犻，犻＝１，…，犿｝；犮）

（１）

式中，犮为所有目标类别形成的集合，

犐（狓；狔）＝狆（狓，狔）ｌｇ
狆（狓，狔）

狆（狓）狆（狔）
ｄ狓ｄ狔 （２）

表示狓与狔的互信息熵。然而，在迭代分类过程

中并不需要使所有类别最大可分，仅仅要求使主

导类别最大可分，文献［１５］提出了 ｍＲＭＲ（ｍｉｎｉ

ｍａｌ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ｍａｘｉｍ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特征选择算

法，本文提出以如下方法进行自适应特征选择。

１）确定主导类别，同时根据分类结果中误分

为主导类别的情况确定细分类集合；

５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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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细分类集合以及样本应用ｍＲＭＲ方

法选择适合当前分类需求的特征集；

３）选择分类器进行分类并统计结果精度。

２．３　迭代终止与收敛性

由于分类的不确定性所以很难确定具体的迭

代条件，一种比较自然的想法就是设定迭代次数

上限，当迭代达到次数限定时强行终止迭代。但

是经过大量的实验发现，在分类达到一定程度之

后，自适应规则总是选择了相同的类别以及特征，

亦即一定次数迭代后根据现有条件（样本、可选特

征）精度无法再提高将会出现重复分类。由此，设

定了如下的迭代终止规则：

　
犮犻－１ ＝犮

犻

犳
犻
－犳

犻－１
≤

｛ ε
（３）

式中，犮犻代表第犻次迭代所选的主导类别；犳
犻则代

表第犻次迭代所得分类精度。

３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一

本文选择天津市北辰区的西堤头镇作为实验

区，该地区位于天津市北郊，处于城乡结合部地

带，用地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实验选用２００２年８

月获取的ＳＰＯＴ５多光谱数据（分辨率为１０ｍ），

裁取覆盖研究区域大小为１０００像素×７００像素

的图像子区作为实验数据（图２（ａ））。根据当时

土地利用状况将其分为 ６ 个土地覆盖类别

（表１）。

表１　研究区土地覆盖类型用于分类和检验的样本情况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Ｔｙｐｅｓ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

类型 地物 样本数量 样本所占面积／％

犆１ 水体 ３４６ １５．６９

犆２ 植被 ３８６ ２４．８５

犆３ 裸地 １６９ ３．７０

犆４ 道路 ８０ ０．９８

犆５ 居民地 １５ ３．９３

犆６ 工业用地 １０１ １．６７

合计 １０９７ ５０．８２

３．２　实验方法

由于对象化方法的分类单元为面积大小不一

的对象块，因此，用传统类似像素级分类方法仅以

分类单元数计算得到的分类精度有可能与实际分

类效果相去甚远。在最终评定分类精度时提出以

对象面积（对象块所含像素数量）作为权重修正分

类精度，而上述所选的大量样本已占据实验区

５０％以上的面积，因此，以上述样本来测试分类精

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为了减小分类样本

对分类结果的客观影响，具体分类时随机选取所

有样本的１／３作为分类样本。

３．３　结果及分析

经过５次迭代后最终的分类结果如图２（ｂ）

所示，以分类得到的混淆矩阵作为评价标准，经过

首次分类所得到的混淆矩阵如图３（ａ）所示，而

图３（ｂ）为经５次迭代后所得分类结果的混淆矩

阵，可发现多数类的用户和生产者精度都相应有

所提 高，而 总 体 精 度 由 ８９．８８％ 提 高 到 了

９６．４４％，Ｋａｐｐａ系数也从０．８６１提高到了０．９５２。

迭代过程中分类总体精度与 Ｋａｐｐａ系数的

改进过程在表２中给出，由于每次迭代都可以针

对主导类别选择最合适的特征，如像素级特

征———水体指数对于改进水体的类别精度比较有

效，对象级特征对于改进道路的类别精度也比较

有效，通过迭代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特征而且相互

之间不产生干扰，因此，每次迭代都使总体分类精

度有所提高。实验表明，主导类别的选取对迭代

分类的改进程度有较大影响，有可能减少最终的

图２　迭代分类最终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３　迭代分类精度改进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ｙ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表２　迭代分类过程中分次统计总体精度与犓犪狆狆犪系数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Ｅａｃｈ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迭代次数 总体精度／％ Ｋａｐｐａ系数

首次分类 ８９．８８ ０．８６１

迭代１次 ９３．４４ ０．９１１

迭代２次 ９４．４４ ０．９２５

迭代３次 ９５．３５ ０．９３７

迭代４次 ９５．８１ ０．９４８

迭代５次 ９６．４４ ０．９５２

６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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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次数，一般以各类别的用户精度作为标准自

适应选取。

进一步地，在迭代过程中加入人工干预步骤，

亦即根据主导类别的选择对样本进行适当调整，

理论上这会使迭代收敛速度进一步加快，同等条

件下，上述实验中分类经过３次迭代即达到前面

方法的收敛精度。这里用样本实际面积修正上述

分类精度，所得精度更符合客观评价需求（图４）。

图４　针对航空影像的迭代分类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ｅｒｉ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表３　样本调整及面积修正所得混淆矩阵

与精度评价／％

Ｔａｂ．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ＡｆｔｅｒＡｒｅａ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犚１ 犚２ 犚３ 犚４ 犚５ 犚６ Ｕｓｅｒ

犆１ ９６．７５ １．４５ ０．６０ ０．８５ ０ ０．３５ ９６．７５

犆２ ０．２６ ９９．２ ０．４５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９９．２

犆３ ０ ３．０９ ９４．１７ １．０８ ０ １．６６ ９４．１７

犆４ ０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犆５ ０ ０ ０．８４ ０ ９７．４４ １．７２ ９７．４４

犆６ ０ ０ １．５２ １．８４ ０ ９６．６４ ９６．６４

Ｐｒｏ ９９．６ ９８．５９ ９２．９４ ７８．７６ １００ ８８．３２

３．４　实验二

为了检验改进算法对不同数据源的适用性，

我们选用航空影像对上述迭代分类过程进行了验

证。分别采用最大似然分类方法和ＳＶＭ 分类方

法迭代分类，图４为原图和用ＳＶＭ 方法迭代４

次所得分类结果图，以分类混淆矩阵对分类结果

进行评价，选用最大似然分类和ＳＶＭ 两种方法，

具体精度如表４所示。

表４　航空影像分类结果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最大似然

分类
ＳＶＭ

最大似然迭

代７次

ＳＶＭ迭

代４次

总体精度／％ ６８．９５ ８６．６５ ９０．２３ ９４．５２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０．６４２ ０．８３６ ０．８７１ ０．９２７

　　表４中，ＳＶＭ方法明显要优于最大似然分类

方法，通过在迭代过程中自动特征选择以及人工

样本调整，两种方法的分类精度均有较大提高，其

中最大似然方法由于初始分类效果较差，提高的

空间更大，因此，所需的迭代次数也较多。

４　结　语

目前，在对象化分类流程中多采用多尺度分

割的方法获得对象，从而导致分割的效果直接决

定了分类的基本单元，实际中容易出现同一物体

分割为多个对象或者一个对象包含多个物体（如

本文实验中道路与工业用地），最终影响分类的效

果。后期将考虑在分割过程中结合部分对象特征

改进对象获取方式，从而精确地提取对象成为具

有一定地学意义的分类单元。在此基础上的高级

对象特征也将更加丰富和准确，可以从根本上改

进现有迭代过程中基于知识推理的分类效果。

在迭代模型的支持下，还可以考虑更多有效

的方法改进分类过程，如样本增量学习算法适合

在调整样本后考虑新增样本集的分布可能改变对

已有样本的分类结果［１６］，从而尽可能提高新增样

本的贡献。实验二中尝试了使用不同分类器（最

大似然或ＳＶＭ）进行迭代，在后续改进中可以引

入多分类器组合，在每次迭代过程中使用不同的

分类器，将每次分类结果用模糊函数表示就可以

在最后采用抽象级的多分类器结合输出最终结

果［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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