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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信息相关理论，根据相关度值动态调整分类器的组合和权重，建立了新型的多分类器集成规则，

并应用于决策树分类器、ＢＰ人工神经网络分类器和ＳＶＭ 分类器的集成。通过对长沙城区ＴＭ 影像的分类

实验发现：① 三种分类器的分类结果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水体区的差异像元最少，占水体总像元的１５．１２％，

建设用地区的差异像元最多，占建设用地区像元的５４．９３％；② 三种分类器均具有较高的分类精度，总体精度

均超过了７４％，而且分类器各有优势，决策树分类器能够较好地分出水体和建设用地，ＢＰ分类器能够较好地

分出水体和林地，ＳＶＭ分类器对水体、林地和建设用地均有较高的分类精度；③ 基于全信息相关度的多分类

器集成分类法明显地提升了分类结果的精度，分类精度达到了８５．７１％，Ｋａｐｐａ系数达到了８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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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３０年来，遥感逐渐成为了获取土地覆盖信

息的主要方式，其在资源环境领域的应用也日益

广泛和重要［１，２］。遥感影像分类是目前提取土地

覆盖信息的主要手段，已有的分类器有朴素贝叶

斯分类器、人工神经网络分类器、决策树分类器、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和进化分类器等
［３，４］。研究发

现，尽管分类器存在性能差异，而且针对某一应用

的分类精度也不尽相同［５］，但是被不同分类器错

分的样本并不完全重合，即对于某个分类器错分

的样本，运用其他的分类器有可能得到正确的分

类结果，这说明不同的分类器对于分类模式有互

补功能，因此，多种分类器集成可以得到比单一分

类器更高的分类精度［６，７］。国内外已有多个学者

进行了多分类器的集成研究［８１０］。多分类器集成

时，分类器输出一般采用多数投票规则，每个分类

器产生自己的分类结果，这些分类结果被集成形

成最终的决策，其集成规则对于所有的待定样本

均采用同样的投票权重［１１］。然而，不同分类器对

不同样本的分类效果是不同的，同一分类器在样

本空间不同区域的性能也会有变化。本文基于信

息相关理论，根据相关度值动态调整分类器的组

合和权重，实现了决策树分类器、ＢＰ神经网络分

类器和ＳＶＭ分类器等３种分类器的集成，并应

用ＴＭ影像进行了实验。

１　全信息相关度的计算

全信息相关度利用分类器对于训练样本的分

类输出，描述样本和分类器之间的相关度，避免了

以分类器分类结果出现的概率作为相关度度量所

带来的信息丢失问题。全信息相关度犚定义为：

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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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狆狉狆 （１）

式中，η狆 为第狆 阶候选的支持因子；狉狆 为分类器

输出的分量之间的相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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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犪１、犪２ 为非负常数
［１１］；犮犻犾狆和犮

犼
犾狆分别表示分

类器犺１ 对样本狓犻、狓犼 分类输出的第狆 阶分量。

如果两个分类结果向量的第狆阶分量对应不同

的候选类别，则不需要比较其相关性，将该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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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程度确定为０；如果对应着相同的候选类别，

而且大小相等，则将其相关程度确定为１；狉狆 的取

值范围为［０，１］。

由于在待分类样本的邻域中，通常会存在多

个分类器在某些样本上产生不同类的判断，那么

这些样本与待分类样本属于不同类的可能性就比

较大，对分类器的性能分析造成干扰，并影响到分

类器的选择与加权，应该剔除这些干扰样本，以得

到待分类样本的有效邻域。因此，计算全信息相

关度，关键是要找到与待分类样本特征相似的样

本，组成待分类样本的有效邻域。

本文采用唐春生［１２］等提出的方法，定义

ＭＣＢ（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为不同分类器

在待分类样本上的分类行为。其相似度的计算公

式如下：

犛（犡，犢）＝∑
犜

狋＝１

犙狋（犡，犢）／犜 （４）

式中，犛（犡，犢）为样本犡 和犢 的 ＭＣＢ之间的相

似度；犜为分类器总数；犙狋（犡，犢）为判断分类器分

类结果差异的函数，如果分类器得到同样的结果，

取１；反之，则取０。犛（犡，犢）的取值范围为［０，１］，

取值１，说明所有的分类器得到同样的分类结果；

取值０，说明各分类器的分类结果互不相同。通

过计算犛（犡，犢），可以剔除待分类样本的 ＭＣＢ的

相似度小于阈值的样本，进而得到待分类样本的

有效邻域。

２　多分类器集成

各分类器的分类效果随待分类样本的特征和

区域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需要针对不

同样本进行分类器组合及权重调整。待分类样本

与分类器的相关度刻画了分类器的局部分类差

异，对于相关度小于阈值的分类器，不参与集成，

否则按照相关度值的大小确定集成权重。多分类

器集成按如下步骤进行：① 选择训练样本，训练

各分类器；② 输入待定样本，确定待分类样本的

ＭＣＢ值；③ 如果 ＭＣＢ中的各项都相等，则可以

直接确定待分类样本的类别，否则，求出待分类样

本的有效邻域；④ 计算待分类样本对每个分类器

的全信息相关度，采用下式确定各分类器集成的

权重：

狑′狋＝
ｌｇ（犚／（１－犚）），犚＞狋

０，犚≤｛ 狋
（５）

式中，犚为待分类样本与分类器的相关度值，取有

效邻域内待分类样本全信息相关度的平均值，狋

为邻域判定阈值；⑤ 根据式（６）获得集成输出：

犎（狓）＝ｓｉｇｎ（∑
犜

狋＝１

狑′狋犺狋（狓）） （６）

其中，犺狋（狓）为狋分类器对待分类样本的分类结

果。

３　应用实验

本研究使用了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日获取的长沙

城区的ＴＭ影像和同期的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首先

对ＴＭ影像进行几何校正、裁切操作，得到３８４×

３１２个像元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的实验影像（见图

１），影像覆盖区内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有建设用

地、林地、水体和农田，建设用地集中分布于实验

区的中部，林地分布在实验区西部；农田分布较为

分散，主要在实验区的东部、南部和西南部。

图１　实验区ＴＭ影像假彩色合成图

Ｆｉｇ．１　Ｔ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Ｂａｎｄ４（狉）３（犵）２（犫）Ｉｍａｇｅｒｙ）

为了使样本的选取具有代表性，首先通过计

算实验区影像的ＰＰＩ查找到纯净像元，然后结合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对建设用地、农田、林地和水体等

４类土地覆盖类型分别选取１００个具有代表性的

采样点，共４００个，作为训练样本。

选用了分类精度相对较高的决策树分类器、人

工神经网络分类器和ＳＶＭ分类器等３种分类器。

其中，决策树分类法采用Ｃ５．０分类算法，人工神经

网络方法采用ＢＰ人工神经网络算法。ＳＶＭ中核

函数的参数和误差惩罚因子是影响ＳＶＭ性能的

关键因素，常常采用ＲＢＦ函数作为核函数，而核参

数和惩罚因子是ＲＢＦ函数必需的两个参数。本研

究采用交叉对比法获取这两个参数，先将训练样本

分为１０个子集，每次将其中的９个子集代入到

ＳＶＭ中训练，计算剩余的１个子集的分类正确率，

系统根据误差自动调整惩罚因子。另外，ＭＣＢ的

相似度阈值取０．５。分类结果见图２。

从图２可以发现，决策树分类器、ＢＰ分类器、

ＳＶＭ分类器和多分类器集成算法的分类结果存

１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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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明显的差异，４种土地覆盖类型中农田和建

设用地的差异最明显，水体分布的差异最小。经

统计分析发现，实验区中有３６．７８％的像元存在

差异。以多分类器集成算法的分类结果为标准进

行分析，水体区的差异像元最少，占水体总像元的

１５．１２％，建设用地区的差异像元最多，占建设用

地像元的５４．９３％。

为了更合理地评价多分类器集成算法分类结

果的精度，根据实验区土地覆盖类型的分布比例，

随机选取建设用地、林地、农田和水体等土地覆盖

类型的测试像元，测试像元数量分别为：建设用地

１００，林地１００，农田１００，水体５０，根据测试像元的

中心地理坐标，对照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进行目视解译，

建立了４种分类算法的混淆矩阵（见表１），并最终

得到了４种分类算法的精度统计表（见表２）。

图２　分类结果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表１　４种分类器的混淆矩阵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ｓｏｆＦ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类别
决策树分类器 ＢＰ分类器 ＳＶＭ分类器 多分类器集成算法

建设用地 农田 林地 水体 建设用地 农田 林地 水体 建设用地 农田 林地 水体 建设用地 农田 林地 水体

建设用地 ７６ ９ ９ ２ ７０ ９ ８ １ ７３ １６ ５ １ ８４ ９ ３ １

农田 １４ ７０ １６ ３ １８ ７２ １４ ５ １５ ７１ １９ １ ８ ８２ ９ ０

林地 ８ １９ ７２ ３ １０ １５ ７５ ２ １１ １１ ７５ ２ ７ ８ ８７ ２

水体 ２ ２ ３ ４２ ２ ４ ３ ４２ １ ２ １ ４６ １ １ １ ４７

表２　４种算法分类精度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ａｂｌｅｏｆＦ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决策树 ＢＰ ＳＶＭ 多分类器集成

建设用地 ７６．００ ７０．００ ７３．００ ８４．００

农田 ７０．００ ７２．００ ７１．００ ８２．００

林地 ７２．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８７．００

水体 ８４．００ ８４．００ ９２．００ ９３．５０

总计 ７４．２０ ７４．００ ７５．７１ ８５．７１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６９．２８ ６４．６３ ６６．９４ ８０．５６

　　从表１中决策树分类器、ＢＰ分类器和ＳＶＭ

分类器３种分类器分类结果的混淆矩阵和表２可

以发现：①３种分类方法对水体的分类精度均较

高，均不低于８０％，其中ＳＶＭ分类法对水体的分

类精度最高，达到了９２％；②３种分类法对不同

地表覆盖类型的分类精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决策

树分类法对建设用地和水体有着较高的分类精

度，ＢＰ分类法对水体和林地的分类精度较高，而

ＳＶＭ分类法对水体、林地和建设用地均有较高的

分类精度；③３种分类法的Ｋａｐｐａ系数均不超过

７０％。

从表１中多分类器集成算法的混淆矩阵和表

２可以看出，多分类器集成算法的分类精度得到

了明显提升，其中，水体的分类精度最高，林地的

分类精度次之，精度相对较差的是农田，但分类精

度也达到了８２．００％；另外，其Ｋａｐｐａ系数达到了

８０．５６％。这说明多分类器集成分类法确实发挥了

原分类器的优势和特性，并得到了较好的分类结

果。但是不可避免地存在错分现象，其中较多的

错分发生在建设用地和农田以及农田和林地之

间，错分采样点主要分布在城郊，主要是由于农田

分布较为分散和零碎，混合像元较多。但从总体

上来看，多分类器集成的分类方法表现出了明显

的优越性。

４　结　语

为了提高遥感影像分类的精度，多分类器集

成的方法是一种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决策树分类

法、ＢＰ分类法和ＳＶＭ 分类法，利用分类器对实

际类别的支持作用，通过评价分类器的局部分类

特性，发挥分类器对于不同区域的优势，指导分类

结果的集成。经实验发现，多分类器集成分类法

明显地提升了分类结果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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