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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流形学习进行高光谱遥感影像的降维与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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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最新的非线性降维方法———流形学习的理论，从高光谱遥感数据内在的非线性结构出发，采用全

局化的等距映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进行降维，取得了优于常用的 ＭＮＦ方法的结果。把光谱角和光谱信息散度与

测地距离相结合用于Ｉｓｏｍａｐ算法，结果在冗余方差和光谱规范化特征值方面优于采用传统欧氏距离计算邻

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实验表明，流形学习是一种有效的高光谱遥感数据特征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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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光谱遥感数据有几十甚至上百个波段，具

有信息量大、信息相关性强、信息冗余多等特点，

因此高维数据处理一直是高光谱遥感信息处理与

实际应用的难题［１３］。为了解决高维数据处理的

问题，通常利用特征提取与特征选择进行降维处

理［４７］。传统的降维方法主要是线性方法，其中应

用最广泛的特征提取算法是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

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和最大噪声分离

（ｍａｘｉｍｕｍｎｏｉｓ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ＮＦ）。然而，线性降

维方法主要适用于数据空间分布是线性结构的情

况，而高光谱遥感数据中，由于光谱分辨率很高，

导致很多异物同谱的地物在高维空间中会分布在

不同的但却可能很接近的区域，即高光谱数据在

高维空间中会分布成许多小的数据云团，这些云

团之间并不是线性分布的。近年来兴起并在模式

识别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流形学习（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在非线性降维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

性［８１１］。本文试图将流形学习应用到高光谱遥感

数据中，结合高光谱遥感数据内在的特性，探讨流

形学习方法应用于高光谱遥感信息处理的实现方

法，以期为高光谱遥感数据非线性特征提取引入

新的方法。

目前，常用的流形学习算法主要包括等距映

射Ｉｓｏｍａｐ
［８］、局部线性嵌入ＬＬＥ

［９］、拉普拉斯映

射法［１２］、局部切空间排列算法［１３］等。其中，Ｉｓｏ

ｍａｐ和ＬＬＥ是两种最具代表性且得到广泛应用

的非线性降维方法；Ｉｓｏｍａｐ是建立在多维尺度空

间（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ＭＤＳ）
［１４］基础上，

力求保持数据点的内在几何性质，即保持两点间

的测地距离［８］。本文在高光谱遥感影像降维中选

用Ｉｓｏｍａｐ算法。

１　高光谱遥感数据的结构

对高光谱遥感数据，由于图像上的像元表示

了不同的地物，数据的分布应成为云团式的聚类

结构，同一类地物的数据聚成一团，不同类地物的

数据则形成多个大小不一的云团，在原始高维空

间中，这些云团是可区分的［７］。特征提取的目的

是希望在低维空间中仍能表现不同类别地物所构

成的云团，从而实现在低维空间中对地物的分类

操作。高光谱数据具有内在的非线性特征，它的

非线性源包括地面散射的非线性、表述模型为双

向反射分布函数（ＢＲＤＦ）、最小反射率波长明显

的非线性变化、像素内水体变化的衰减作用、一个

像素内的多种散射和亚像元成分的异质性等，这

些非线性特征在传统的算法中并没有被充分考

虑［１５］。线性特征提取方法无法体现出高光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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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数据的非线性特征，而流形学习的算法特点和

适用于高维数据非线性特征分析的优势，已在高

光谱遥感影像分析与数据处理中得到了初步的应

用。图１显示了高光谱数据内在的非线性特征，

图１（ａ）中，４８、２２、３波段对应的中心波长分别为

０．９７５１μｍ、０．７１０９μｍ、０．４７７３μｍ ，分别对应

植被、耕地（收割后）、裸地。图１（ｃ）中，在流形坐

标系统下，两点间距离沿着流形线测量，而不是通

常用的欧氏距离。

图１　高光谱数据的内在非线性特征

Ｆｉｇ．１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ａｔａ

２　基于犐狊狅犿犪狆算法的高光谱遥感

数据降维

２．１　犐狊狅犿犪狆算法中的距离计算及其改进

Ｉｓｏｍａｐ在计算最短距离时花费时间较多，存

储量大，用于数据量很大的高光谱数据时效率很

低。计算最短路径的方法一般有两种：Ｆｌｏｙｄ算

法和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利用Ｆｌｏｙｄ算法计算最短路

径时，其复杂度为犗（犖３）；利用斐波纳契堆作为

优先队列的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计算最短路径时，其复

杂度为犗（犽犖２ｌｇ犖）（犽为邻域大小），此后还要对

犖×犖 大小的矩阵进行特征值求解，其复杂度为

犗（犖３）
［１６］。为了减少Ｉｓｏｍａｐ的计算时间，Ｓｉｌｖａ

和Ｔｅｎｅｎｂａｕｍ
［１６］提出了ＬＩｓｏｍａｐ方法。这种方

法从样本中选出狀个点作为标记点，在计算距离

矩阵犇犌 时，并不是所有的点之间的距离都计算，

而是计算样本点与标记点之间的距离，可以节省

计算距离的时间。本文也采用ＬＩｓｏｍａｐ方法来

进行高光谱特征提取。

Ｉｓｏｍａｐ算法还需要确定邻域参数犽来构建

邻域。研究中，犽是通过残差来选择的
［１３］。然而，

这种根据最终映射“质量”来判断对应的邻域大小

是否合适的后验式策略比较耗时。

在流形学习中，无论哪一种流形学习算法都需

要计算近邻点，一般用ε邻域或犽邻域来确定近邻

点，在计算距离时，常用欧氏距离。但对于遥感数

据来说，因为光谱之间的距离或相似性度量可以采

用不同的方法，因此研究中将一些常用的光谱度量

指标来代替欧氏距离，以实验特征提取的效果。

２．１．１　光谱角

光谱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ｇｌｅ，ＳＡ）是对地物光谱

波形相似度的一种度量，它将每条光谱都视为波

段空间的一个矢量，通过计算两个光谱之间的“角

度”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光谱角可以通过

下式确定光谱犃和光谱犅 之间的相似性：

ｃｏｓα＝
犃犅

狘犃狘狘犅狘
＝

∑
犖

犻＝１

犃犻犅犻

∑
犖

犻＝１

犃犻犃槡 犻 ∑
犖

犻＝１

犅犻犅槡 犻

（１）

式中，犖 是波段数。两光谱之间的夹角越小，说明

光谱之间的相似性越大。光谱角与矢量的模无

关，即不受向量本身长度的影响。光谱角对乘性

干扰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不受光照度条件的变

化。

２．１．２　光谱信息散度

光谱信息散度（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

ｇｅｎｃｅ，ＳＩＤ）可以用来衡量两个光谱之间的相似

性。假设高光谱两个像元犖 个波段的光谱分别

为犃＝（犃１，犃２，…，犃犖），犅＝（犅１，犅２，…，犅犖），则

光谱信息散度为［１７］：

ＳＩＤ（犃，犅）＝犇（犃‖犅）＋犇（犅‖犃） （２）

式中，

犇（犃‖犅）＝∑
犖

犻＝１

狆犻ｌｏｇ犻（狆犻／狇犻）

犇（犅‖犃）＝∑
犖

犻＝１

狇犻ｌｏｇ犻（狇犻／狆犻）

狆犻＝犃犻／∑
犖

犻＝１

犃犻，狇犻＝犅犻／∑
犖

犻＝１

犅犻

２．２　实验结果

２．２．１　实验数据

实验中采用两个高光谱遥感数据，一个是在

美国印地安纳州某农林混合实验场获取的２２０波

段的ＡＶＩＲＩＳ高光谱图像（犚：４６（０．８２１７９μｍ），

犌：１４（０．５２７８５μｍ，犅：６（０．４４９０７μｍ））），波长

范围为０．４～２．５μｍ，图像空间分辨率为２５ｍ，

在去除水汽吸收波段和低信噪比波段后，保留了

其中２００个波段进行数据处理。另一个是延安市

枣园镇的ＯＭＩＳ高光谱遥感影像（犚：１８（０．６６３９

μｍ），犌：９（０．５５３１μｍ，犅：２（０．４６５０μｍ））），波

段为８０个，波长范围为０．４～１．７μｍ。

２．２．２　流形学习降维结果与分析比较

最大噪声分离（ＭＮＦ）本质上是两次层叠的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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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变换，是一种较为常用的高光谱遥感降维

方法。用 ＭＮＦ变换作为线性降维方法来进行对

照实验。ＭＮＦ实验通过ＥＮＶＩ软件实现，流形

学习算法Ｉｓｏｍａｐ则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实现。

图２（ａ）为 ＡＶＩＲＩＳ高光谱遥感影像及其用

欧氏距离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和 ＭＮＦ降维后的

前５个成分的图像，进行Ｉｓｏｍａｐ降维时，犽值取

３０。图２（ｂ）为ＯＭＩＳ高光谱遥感影像及其用欧

氏距离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和ＭＮＦ降维后的前５

个成分的图像，进行Ｉｓｏｍａｐ降维时，犽值取１５。

从图２可以看出，流形学习降维结果的前５个分

量信息丰富，而且细节表现清楚。图３（ａ）为通过

对ＭＮＦ与用欧氏距离的Ｉｓｏｍａｐ的规则化谱（λ犻／

λ１）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Ｉｓｏｍａｐ的规则化特征

谱在最初的５～１０个Ｉｓｏｍａｐ成分下降了两个数

量级，而 ＭＮＦ则比Ｉｓｏｍａｐ多几倍的成分才能达

到相同的标准。图３（ｂ）为通过对ＭＮＦ与用欧氏

距离的Ｉｓｏｍａｐ降维维数与信息量关系的比较，

可以看出，流形学习降维在前５～１０个成分上信

息量达到了９０％以上，而 ＭＮＦ需要超过３０个成

分以上才可以达到同样的标准，说明流形学习在

信息量保持上优于 ＭＮＦ。

图２　高光谱遥感影像流形学习降维处理结果与传统 ＭＮＦ方法降维处理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ａｎｄＭＮＦ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

图３　流形学习降维结果与传统 ＭＮＦ方法降维结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ａｎｄＭＮＦ

　　Ｉｓｏｍａｐ算法进行高光谱遥感数据降维需要

选择邻域参数犽和降维后的维数犱，参数犽的选

择对降维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本文用后验式方法

进行选择。而ＭＮＦ无需选择参数，因此ＭＮＦ更

容易操作和实现。在计算时间上，因为Ｉｓｏｍａｐ

需要先进行邻域的构建，所以在时间上，ＭＮＦ降

维方法更具有优势。但是由于高光谱遥感数据中

非线性结构的存在，流形学习可以更好地揭示高

光谱数据的内在结构，并且在信息量保持上优于

ＭＮＦ。因此，如果是一般的多光谱遥感数据，或

者遥感数据中不存在非线性的结构，则应用ＭＮＦ

进行遥感数据的降维比较实用和高效，但对于复

杂的高光谱数据，为了使降维后得到的数据损失

最小，则应用流形学习算法进行高光谱遥感数据

降维更加有效，结果更加可信。

２．２．３　各种光谱维度量应用到Ｉｓｏｍａｐ中的降

维结果比较

图４为把光谱角（ＳＡ）代替欧氏距离计算邻

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降维后的结果图。图５为应用

光谱信息散度（ＳＩＤ）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降维结

果图。

在各种度量之间再对降维后的前２０个成分

进行比较。ＡＶＩＲＩＳ、ＯＭＩＳ高光谱遥感数据利用

欧氏距离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光谱规范化特

征值最小分别为０．００３９和０．００７８，利用ＳＡ和

ＳＩＤ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光谱规范化特征值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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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 分 别 为０．００２１和 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３０ 和

０．００１９。可以看出，ＳＩＤ和ＳＡ 计算邻域的Ｉｓｏ

ｍａｐ方法在光谱规范化特征值上优于用欧氏距离

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

在冗余方差上，ＡＶＲＩＳ、ＯＭＩＳ高光谱遥感数

据利用欧氏距离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的冗余

方差最小值分别为０．０１５４和０．０１６４，而用ＳＡ

和ＳＩＤ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的冗余方差最小

值分别为 ０．００５５ 和 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７９４ 和

０．００５０５。可以看出，利用ＳＡ和ＳＩＤ计算邻域的

Ｉｓｏｍａｐ降维结果比用欧氏距离的Ｉｓｏｍａｐ降维结

果的冗余方差小得多。因此，采用ＳＡ和ＳＩＤ作

为距离度量能够有效地提高Ｉｓｏｍａｐ算法的降维

性能。

利用ＳＩＤ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得到的光

谱规范化特征值和冗余方差都小于利用ＳＡ计算

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得到的结果，说明利用ＳＩＤ

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降维后的数据信息量更

集中于前面的几维数据上。从图４和图５的比较

也能看出，利用ＳＩＤ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方法降

维后得到的图像更清楚、平滑，细节更丰富。但从

计算时间上来看，ＳＩＤ的计算时间要比欧氏距离

和ＳＡ的计算时间长，这对数据量较大的遥感数

据来说是一个限制因素。

图４　应用ＳＡ度量的Ｉｓｏｍａｐ算法降维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ｓｏｍａｐＵｓ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ｇｌｅａ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ｔｒｉｃ

３　结　语

本文在分析高光谱数据非线性结构的基础

上，把最新的非线性降维方法———流形学习应用

于高光谱数据，选择全局的Ｉｓｏｍａｐ算法来进行

高光谱数据的降维，并针对高光谱遥感数据的特

点，将光谱角、光谱信息散度用于改进距离计算。

将Ｉｓｏｍａｐ流形学习降维结果与主流的 ＭＮＦ降

维结果比较，发现Ｉｓｏｍａｐ流形学习降维在光谱

规范化特征值方面优于 ＭＮＦ变换。此外，Ｉｓｏ

图５　应用ＳＩＤ度量的Ｉｓｏｍａｐ算法降维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ｓｏｍａｐＵｓｉｎｇＳＩＤａ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ｔｒｉｃ

ｍａｐ流形学习降维在信息量的保持方面也取得了

很好的结果，并且可以揭示非线性数据的整体结

构。通过将光谱角和光谱信息散度这两个光谱维

度量特征与测地线距离相结合，发现无论是在冗

余方差、信息量，还是在光谱规范化特征值方面，

都优于欧氏距离计算邻域的Ｉｓｏｍａｐ降维结果。

因此，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直接采用光谱角

或是光谱信息散度计算邻域。如何实现大尺度的

高光谱遥感数据中的Ｉｓｏｍａｐ降维，是以后进一

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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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Ｅｍａｉｌ：ｄｕｐｊｒｓ＠ｃｕｍｔ．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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