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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随机场模型ＳＶＭＣＲＦ，它以支持向量机作为条件随机场的一阶势能项，结合了支

持向量机和条件随机场的优点。采用ＡＶＩＲＩＳ高光谱遥感数据进行实验，对ＳＶＭＣＲＦ模型进行了分析，结

果表明，在分类精度上ＳＶＭＣＲＦ优于支持向量机和传统条件随机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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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光谱遥感数据包含丰富的光谱信息，能够

对目标进行精细分类。传统的基于像元的高光谱

遥感数据分类方法，如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

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
［１］，假定数据是独立同分布

的［２，３］。但是，遥感数据，特别是高光谱遥感数

据，在类别和观测数据上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即所

谓的上下文信息，不满足独立同分布的假设［４，５］。

同时，如果能有效利用这些上下文信息，可以有效

地提高分类精度。

马尔柯夫随机场（Ｍａｒｋｏｖ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ｓ，

ＭＲＦ）是传统的描述上下文信息的概率模型，它

认为类别的分布满足Ｇｉｂｂｓ分布
［６］。但是，基于

计算可行性考虑，ＭＲＦ假定观测数据是条件独立

的。对于遥感数据而言，相邻像素之间的观测数

据并不独立，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特别是高光谱遥

感数据。因此，对于遥感数据而言，ＭＲＦ条件独

立的假设太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概

率模 型———条 件 随 机 场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ｓ，ＣＲ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７１０］。ＣＲＦ

是一种判别式概率模型，直接把后验概率建模为

Ｇｉｂｂｓ分布，放宽了 ＭＲＦ的条件。但是，传统

ＣＲＦ模型定义的简单一阶势能项（特征的简单线

性组合），不适合高光谱遥感数据分类。首先，由

于高光谱数据维度很高而且样本有限，因此，传统

ＣＲＦ模型对“维度灾难”问题敏感。此外，高光谱

遥感数据特征空间极其复杂，一般线性不可分，通

过简单的一阶势能项不能得到理想分类结果［１１］。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适用于高

光谱遥感数据分类的随机场模型———支持向量机

条件随机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ＳＶＭＣＲＦ）。

１　犛犞犕犆犚犉

ＳＶＭ是一种基于结构风险最小的小样本统

计学习方法，非常适合于高光谱遥感数据分类。

因此，ＳＶＭＣＲＦ采用ＳＶＭ 作为一阶势能项，采

用ＣＲＦ的方法描述上下文信息。因此，ＳＶＭ

ＣＲＦ结合了ＳＶＭ和ＣＲＦ的优点。根据ＣＲＦ的

定义，ＳＶＭＣＲＦ的定义为：

犘（狔狘狓）＝
１

犣
ｅｘｐ｛∑

犻∈犛

ＳＰ犻（狔犻，狓犻）＋

∑
犻∈犛
∑
犼∈η犻

犐犻犼（狔犻，狔犼，狓，狏）｝ （１）

式中，ＳＰ犻（狔犻，狓犻）表示点犻只考虑当前观测值的后

验概率。

ＳＶＭ是一种判别式分类器，最终的输出结果

不带后验概率。但是，可以通过组合所有的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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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结果来获取多类分类的后验概率［１２］。这种

方法通过二类分类的条件概率μ犻犼＝犘（狔＝犻｜狔＝犻

ｏｒ犼，狓）的估计值狉犻犼估计后验概率狆犻＝犘（狔＝犻｜

狓），犻＝１，…，犔（其中犔表示类别数）。本文的后

验概率通过优化如下目标函数获取［１２］：

ｍｉｎ
犘 ∑

犻＝１
∑
犼：犼≠犻

（狉犼犻狆犻－狉犻犼狆犼）
２ （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
犔

犻＝１

狆犻＝１，狆犻≥０，犻 （３）

其中，

狉犻犼 ＝犘（狔＝犻狘狔＝犻ｏｒ犼，狓）＝１／（１＋ｅ
犃^犳＋犅）

（４）

式中，^犳为决策分类值，采用ＳＶＭ获得。

在 ＭＲＦ模型中，常采用Ｉｓｉｎｇ模型作为描述

类别上下文信息的二阶势能项。但是，Ｉｓｉｎｇ模型

忽视了观测数据的上下文信息。为了能同时捕获

类别和观测数据的上下文信息，ＳＶＭＣＲＦ模型

采用一种改进的Ｉｓｉｎｇ模型
［１３］。

犐犻犼（狔犻，狔犼，狓，狏）＝ ∑
犽，犾∈｛１，…，犔｝

狏
Ｔ

犽犾μ犻犼（狓）·

δ（狔犻＝犽）δ（狔犼 ＝犾） （５）

式中，狏表示模型的参数；狏犽犾＝［狏犽犾１　狏犽犾２　…　

狏犽犾犖　α犽犾］
Ｔ（其中，α犽犾是偏移量）；δ（狔犻＝犽）为冲击

响应函数（当狔犻 为犽时，函数值为１，其他为０）；

μ犻犼（狓）表示点对（犻，犼）的特征。μ犻犼（狓）可以采用点

对特征向量差值的绝对值，或者是点对（犻，犼）的特

征在特征空间上的连接，由于后者在分类精度上

优于前者，因此本文选择后者［１０］。最终，μ犻犼（狓）表

示为μ犻犼＝［狓犻１　…　狓犻狀　狓犼１　…　狓犼狀　１］，其

中，常数１是为了考虑偏移量。

由于遥感数据以及类别空间都比较大，计算

分割函数犣是一个ＮＰ难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分

片学习［１４］的方法估计模型参数。采用式（１）的对

数形式进行 ＭＡＰ估计，ＳＶＭＣＲＦ分片学习的

目标函数可以写为：

犔ｐｗ（狏）＝ ｛∑
犻∈犆犻

ｌｇ
ｅｘｐ｛ＳＰ犻（狔犻，狓犻）｝

∑
狓犻

ｅｘｐ｛ＳＰ犻（狔犻，狓犻）｝
｝＋

｛∑
（犻，犼）∈犆２

ｌｇ
ｅｘｐ｛犐犻犼（狔犻，狔犼，，狏｝

∑
狓犻
，狓
犼

ｅｘｐ｛犐犻犼（狔犻，狔犼，，狏｝
｝－
狏Ｔ狏

２δ
２
（６）

式中，ＳＰ犻（狔犻，狓犻）通过目标函数式（２）和约束条件

式（７）获得；第三项为二阶势能项参数的高斯先

验；δ为规划常数；犆１ 为只有一个结点的派系；犆２

为有两个结点的派系。二阶势能项参数估计的目

标函数可以写成：

ＩＰ＝ ∑
犻，犼∈犆２

ｌｇ犘（狔犻，狔犼狘μ犻犼（狓），狏）－狏
Ｔ狏／（２δ

２）

（７）

犘（狔犻＝犽，狔犼 ＝犾狘狌犻犼（狓），狏）＝

ｅｘｐ（狏
Ｔ
犽犾μ犻犼（狓））／∑

犔

犿＝１
∑
犔

狀＝１

ｅｘｐ（狏
Ｔ
犿狀μ犻犼（狓）） （８）

　　由于类别上的上下文信息是鼓励相同类别的

出现，压制不同类别，最终达到平滑的目的，因此，

当点对的类别不相同时，狏犽犾设置为０。最终，

式（７）可以写成
［１５］：

犘（（狔犻，狔犼）＝犽狘μ犻犼（狓），狏）＝

ｅｘｐ（狏
Ｔ
犽犽μ犻犼（狓））／（τ＋∑

犔

狀＝１

ｅｘｐ（狏
Ｔ
狀狀μ犻犼（狓））），犽≤犔

τ／（τ＋∑
犔

狀＝１

ｅｘｐ（狏
Ｔ
狀狀μ犻犼（狓））），犽＝犔＋

烅

烄

烆 １

（９）

式中，犽≤犔表示狔犻＝狔犼＝犽；犽＝犔＋１表示狔犻≠

狔犼，τ＝犔（犔－１）为常数项。采用拟牛顿法ＢＦＧＳ

可以求解等式（７），最终获得狏的最优值狏^。

对于随机场概率模型，根据学习的模型参数

找到输入新数据的最优类别是一个推理过程。

ＬＢＰ是一种高效的推理算法，本文采用ＬＢＰ的

ｍａｘｐｒｏｄｕｃｔ算法获取新数据的最优类别值
［１６］。

在ＬＢＰ的推理过程中，模型可以写成：

犘（狔狘狓）∝ｅｘｐ｛（∑
犻∈犛

ＳＰ犻（狔犻，狓犻））＋

γ（∑
犻∈犛
∑
犼∈η犻

犐犻犼（狔犻，狔犼，狓，^狏））｝ （１０）

　　由于本文采用一阶势能项和二阶势能项分开

学习的方法，因此，在推理过程中很难确定它们的

权重，很容易导致某一项权重过高的问题［１７］。因

此，在模型中引入常数项γ，用于调节上下文信息

在ＳＶＭＣＲＦ模型中的权重。在分类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格网搜索和交叉验证的方法获取γ的最

佳值。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集

本文选择的实验数据集为１９９２年获取的

ＡＶＩＲＩＳ高光谱遥感影像，它是高光谱数据分类

方法研究中常用的数据集。实验区位于Ｉｎｄｉａｎａ

西北部地区的一个农业与森林混合地区，拍摄时

间在作物生长季节。数据大小为１４５行×１４５

列，共有２２０个波段，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把水

吸收和噪声波段（１０４～１０８、１５０～１６３、２００）去掉，

最终剩下２００个波段。实验数据集的假彩色合成

影像和地面真实数据如图１（ａ）、１（ｂ）所示。

推理和学习过程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实现。ＳＶＭ

选用ＬＩＢＳＶＭ 软件包
［１８］，ＳＶＭ 的核函数选择径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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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基函数。通过交叉验证和格网搜索方法获取

ＳＶＭ的最优模型参数，以总精度作为分类结果的

精度评价标准。

图１　实验数据集与地面真实数据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

２．２　犛犞犕犆犚犉实验分析

由于有些类别像素个数比较少，因此，选择样

本数最多的９个类别进行实验，每个类别随机选

择一半作为训练数据，剩余部分作为验证数据，如

表１所示。为了满足训练二阶势能项的需要，在

选择训练样本的过程中，把所选择的点以及四邻

域相同类别的点都选上。

表１　类别及样本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类名 描述
样本

总数

训练样

本数
类名 描述

样本

总数

训练样

本数

ＣＮ
Ｃｏｒｎ

ｎｏｔｉｌｌ
１４３４ ７１８ ＳＮ

Ｓｏｙｂｅａｎｓ

ｎｏｔｉｌｌ
９６８ ４８４

ＣＭ Ｃｏｒｎｍｉｎ ８３４ ４１８ ＳＭ
Ｓｏｙｂｅａｎｓ

ｍｉｎ
２４６８１２３５

ＧＰ
Ｇｒａｓｓ／

ｐａｓｔｕｒｅ
４９７ ２５０ ＳＣ

Ｓｏｙｂｅａｎｓ

ｃｌｅａｎ
６１４ ３１０

ＧＴ
Ｇｒａｓｓ／

ｔｒｅｅ
７４７ ３７４ ＷＤ Ｗｏｏｄｓ１２９４ ６５０

ＨＷ
Ｈａｙ

ｗｉｎｄｒｏｗｅｄ
４８９ ２４７ 总数 ９３４５４６８６

　　由于训练样本数有限而实验数据波段多，首

先通过特征选择算法支持向量机递归特征消去法

（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ｌｉ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ＳＶＭＲＦＥ）
［１９］对实验数据进行降维。选

择前５、１０、１５、２０以及２００个波段进行分类实验，

结果表明，前２０个波段和所有波段的分类结果总

精度接近。因此，本文选择前２０个波段（１８１、

１４９、１２９、２９、８２、１５０、１８４、３１、３８、１７、１００、１６０、

１３６、４２、８３、１９２、１３８、２８、３５、３９）进行后面的实验。

以训练数据估计ＳＶＭＣＲＦ的模型参数，用验证

数据验证模型的分类总精度。用格网搜索的方法

计算γ和δ选择不同值时，对应验证样本的分类

总精度如表２所示。

表２中，γ＝０表示在没有考虑上下文信息的

情况下直接用ＳＶＭ分类的结果。从表２可以发

现，当γ从０增加到０．００１时，虽然邻域信息权重

表２　不同δ和γ对应的总精度／％

Ｔａｂ．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δａｎｄγ／％

γ
δ／％

０．０１ ０．１ １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０ ８９．７４ ８９．７４ ８９．７４ ８９．７４ ８９．７４ ８９．７４

０．００１ ９０．０８ ９０．１３ ９０．３６ ９０．８６ ９０．９０ ９０．９０

０．００５ ９０．１１ ９０．３６ ９１．１４ ９２．４０ ９２．４４ ９２．４４

０．０１ ９０．１５ ９０．５８ ９１．９１ ９３．９９ ９４．０１ ９４．０１

０．０５ ９０．５６ ９１．６７ ９４．７０ ９５．６４ ９５．６２ ９５．６２

０．１ ９０．６２ ９２．８７ ９５．３６ ９５．４５ ９５．４１ ９５．４１

０．２ ９０．８６ ９４．１０ ９５．５４ ９４．８９ ９４．８７ ９４．８７

０．３ ９１．０９ ９４．３６ ９５．００ ９４．５１ ９４．５１ ９４．５１

０．５ ９１．３１ ９４．５８ ９４．１６ ９３．８２ ９３．７２ ９３．７３

０．８ ９０．９２ ９３．９３ ９３．０９ ９２．５１ ９２．４２ ９２．４２

１ ９０．５６ ９２．９８ ９２．３６ ９１．５９ ９１．５０ ９１．５０

１０ ４８．７４ ６０．５９ ７１．０９ ３１．４０ ２８．７２ ２８．７０

最大值 ９１．３２ ９４．５８ ９５．５４ ９５．６４ ９５．６２ ９５．６２

非常小（只有０．００１），但是，对于所计算的所有δ，

总精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当δ为１００和１０００

时，分类总精度提高最多，都提高了１．１６个百分

点。实验结果表明，ＳＶＭＣＲＦ在描述高光谱遥

感数据的邻域信息上是有效的，在分类精度上要

优于ＳＶＭ。

γ在 ＳＶＭＣＲＦ 中起到调节邻域信息在

ＳＶＭＣＲＦ模型中比重的作用，增大γ相当于增

大邻域信息在模型中的比重。从表２可以发现，

总精度开始有一个随γ的增大而提高的过程。并

且对于不同列，达到最大值所对应的γ也有所

不同。

在应用邻域信息的过程中，存在过度平滑的

共同问题。从表２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的列，随γ

增大在某个点达到最大值以后，总精度会随着γ

的继续增大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实验结果表明，

在ＳＶＭＣＲＦ模型中加入调节邻域信息权重的参

数γ是必要的；ＳＶＭＣＲＦ也存在过度平滑的问

题，过高的邻域信息反而会降低分类结果的总

精度。

通过本组实验与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① 在

高光谱遥感数据分类中，ＳＶＭＣＲＦ在描述高光

谱遥感数据的邻域信息上是有效的，加入邻域信

息能提高分类总精度；② 在一定范围内增加邻域

信息在ＳＶＭＣＲＦ中的权重能提高总精度；③ 邻

域信息在ＳＶＭＣＲＦ模型中并不是占的比重越大

越好，过多的邻域信息会带来过度平滑，导致分类

结果总精度下降。

２．３　模型稀疏性实验

对于高光谱遥感数据维度高而样本有限的问

题，常用的处理方法有两种：① 采用具有抗“维度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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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分类器，如ＳＶＭ；② 采用降维的方法，如

ＳＶＭＲＦＥ
［１９］。ＳＶＭＣＲＦ模型的一阶势能项采

用的ＳＶＭ具有抗“维度灾难”能力，因此，数据的

维度对一阶势能项影响不大。但是，ＳＶＭＣＲＦ

的二阶势能项对“维度灾难”敏感，特别是二阶势

能项的特征采用相邻结点特征的连接构成。针对

这个问题，本文分析了ＳＶＭＣＲＦ随着二阶势能

项特征空间维度变化的表现。通过ＳＶＭＲＦＥ对

２００个波段进行排序，选择前１、２、５、１０、１５、２０个

波段分别学习ＳＶＭＣＲＦ的二阶势能项。用２００

个波段获取一阶势能项的后验概率。把训练样本

平分为５份，用格网搜索交叉验证的方法获取δ

和γ的最优值。最后，用获取的最优模型参数对

验证样本进行分类，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波

段数为２００表示由ＳＶＭ对２００个波段分类的结

果，总精度为９３．６２％。从表３可以发现，对于前

１、２、５、１０、１５、２０个波段学习的二阶势能项，

ＳＶＭＣＲＦ所得的结果总精度相当，都在９７％左

右，波段数为５时最大（９７．１２％），波段数为１时

最小（９７．０４％），相差只有０．０８个百分点。实验

结果表明，二阶势能项的特征空间稀疏性很大，很

多波段对于二阶势能项都是冗余的，选择部分波

段即可以对二阶势能项进行建模。

表３　不同波段的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ａｎｄｓ

波段数 δ γ 总精度／％

１ １０ ０．１ ９７．０４

２ １００ ０．０５ ９７．０８

５ １０ ０．０５ ９７．１２

１０ １０ ０．０５ ９７．１０

１５ １０ ０．０５ ９７．１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０５ ９７．０８

２００ － － ９３．６２

２．４　与传统犆犚犉的比较

为了说明ＳＶＭＣＲＦ在高光谱遥感数据分类

中的有效性，与传统的ＣＲＦ模型进行了对比实

验。由于本文是多类分类问题，因此，ＣＲＦ的一

阶势能项采用多项式逻辑回归（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ＬＲ）
［１５］。采用分片学习和

ＬＢＰ近似推理方法学习ＣＲＦ的模型参数以及对

新的输入数据进行分类。用前２０个波段作为实

验数据，在γ为（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０．８，１）和δ为（０．０１，０．１，

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的参数中搜索最优的分类结

果。ＣＲＦ的最高总精度只有６６．０７％，与ＳＶＭ

ＣＲＦ的最高总精度（９５．６４％）相比，低了２９．５７

个百分点。由于高光谱遥感数据的特征空间极其

复杂，而且波段数很多，对于传统的ＣＲＦ模型来

说，简单的一阶势能项 ＭＬＲ不能得到理想的结

果。ＳＶＭ是一种强大的判别式分类器，有很好的

抗“维度灾难”能力。ＳＶＭＣＲＦ以ＳＶＭ 作为一

阶势能项局部分类器，吸取了ＳＶＭ 的优点，在获

取比较好的一阶势能项的结果的情况下再考虑邻

域信息。因此，在高光谱遥感数据的分类中，

ＳＶＭＣＲＦ在精度上优于ＣＲＦ模型。

３　结　语

针对传统ＣＲＦ模型的一阶势能项过于简单，

不适用于复杂的高光谱数据分类的问题，本文提

出了一种改进的随机场模型ＳＶＭＣＲＦ。它结合

了ＳＶＭ 强大的判别式分类能力和ＣＲＦ模型的

描述类别和观测数据上下文信息的特点。本文采

用的是分片学习的方法，最终再考虑不同势能项

的权重。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考虑直接把ＳＶＭ

的最大间隔原理引入到ＣＲＦ模型
［２０］，然后再研

究如何用于高光谱遥感影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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