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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主题模型的遥感图像场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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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主题模型与特征组合相结合的遥感图像分类方法。该方法首先对图像进行尺度不变

特征变换（ＳＩＦＴ）、几何模糊特征（ＧＢ）和颜色直方图特征（ＣＨ）提取，接着利用潜在概率语义分析（ｐＬＳＡ）模型

分别对所得到的图像特征进行潜在主题的挖掘，然后对所得到的主题概率特征进行组合，最后利用支持向量

机（ＳＶＭ）分类器进行场景分类。实验表明，与传统分类方法相比，主题模型更具优势；与使用单特征相比，特

征组合具有更高的分类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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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为了跨越底层视觉特征与高层语义

之间的障碍，使用中间语义来对场景进行分类的

方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然而，中间语义的生成

通常需要大量的人工标注样本。为了克服这一困

难，一些文本主题模型的方法被应用到图像场景

分类之中［１４］，这些方法可以将高维度的特征向量

变换到低维度的潜在语义空间之上。但是，由于

主题分析模型是根据图像中视觉词汇出现的总体

情况来进行分析的，所以这种方法并没有考虑到

视觉词汇在空间的分布特点，同时图像特征的使

用也仅限于单一的特征。对于数量及分辨率都迅

速增长的遥感图像而言，相对应的场景与地物类

别也与日俱增，这使得人们对分类方法有了更高

的要求［５８］。本文提出了一种将主题模型与特征

组合相结合的遥感图像分类方法。

１　图像特征

目前用于图像分类的特征主要包括纹理、颜

色、形状、空间位置以及上下文先验信息特征等，

这些特征在对图像进行表达时都有各自的侧重

点。本文实验中主要使用三种特征的互补性分别

对图像的结构、颜色和边缘进行描述，并将它们组

合之后用于图像分类。① 尺度不变特征变换

（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ＦＴ）
［５］。构

造ＳＩＦＴ描述算子时，以关键点为中心选取一个

１６×１６的像素区域，将其划分为４×４个子块，分

别在每个子块上计算８个方向的梯度直方图，最

后产生的ＳＩＦＴ特征向量就有１６×８＝１２８维。

② 颜色直方图（ｃｏｌｏｒｈｉｓｔ，ＣＨ）。基于不同的颜

色空间，可统计出不同的颜色直方图。本文采用

ＲＧＢ颜色空间，其中各通道上的直方图维数为

４０，然后将所得直方图串联，最终形成１２０维的颜

色直方图特征。③ 几何模糊特征（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ｂｌｕｒ，ＧＢ）
［９］。本文先对图像进行边缘提取，得到

稀疏信号，然后分别在三个通道上利用高斯核函

数与图像卷积计算ＧＢ描述子。各通道上的维数

均为６８，将其串联得到２０４维的ＧＢ特征。

２　语义模型

由于计算机与人对图像信息的理解存在着客

观区别，因而语义提取的有效性从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图像分类的准确性，因此，越来越多的语义模

型被引入到图像分类中来。目前被广泛使用的两

种语义模型ｐＬＳ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ＬＤＡ（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都属

于将特征向量降维到潜在语义空间上的生成模

型。在降维之前，实验中所使用的三种特征组合

起来共有１２８＋１２０＋２０４＝４５２维。而在经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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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模型降维处理后，三种特征都映射到潜在语义

空间上（潜在主题个数设为２５），再进行组合便只

有２５＋２５＋２５＝７５维。根据文献［１０１２］的研

究，当训练样本数量较小时，ＬＤＡ具有较明显的

优势；而当训练样本数量偏大时，二者的性能则比

较接近；在参数估计方面，由于ｐＬＳＡ使用期望值

最大化算法（ＥＭ），而ＬＤＡ采用变分推理或吉布

斯采样，在计算速度上前者要比后者更快，因此，

本文实验采用ｐＬＳＡ模型。

设一个文档集合（图像集）为犇＝｛犱１，犱２，…，

犱犖｝，一个视觉词汇集合为犠＝｛狑１，狑２，…，狑犞｝，

相应地，便会有一个犞×犖 维的“文档词汇”共

现频率矩阵 犖犻犼＝狀（狑犻，犱犼），这里狀（狑犻，犱犼）代表

词汇狑犻在文档犱犼中出现的频率。在ｐＬＳＡ中，分

析模型假设“文档词汇”之间条件独立，令犣＝

｛狕１，狕２，…，狕犽｝表示潜在语义的集合，则在上面的

假设前提下，“文档词汇”的条件概率可表示为：

犘（犱犻，狑犼）＝犘（犱犻）∑
犓

犽＝１

犘（狑犼狘狕犽）犘（狕犽狘犱犻）

（１）

式中，犘（狑｜狕）表示潜在语义在词汇上的分布概

率；犘（狕｜犱）表示文档中的潜在语义分布概率。

ｐＬＳＡ利用极大似然估计，通过求解对数函

数∑
犱∈犇
∑
狑∈犠

狀（犱犻，狑犼）ｌｇ犘（犱犻，狑犼）的极大值来计算

ｐＬＳＡ的参数。在带有隐含变量的模型中，极大

似然估计的标准过程是ＥＭ 算法：① Ｅ步，利用

当前估计的参数值来计算隐含变量的后验概率：

犘（狕狘犱，狑）＝
犘（狕）犘（狕狘犱）犘（狑狘狕）

∑狕′
犘（狕′）犘（狕′狘犱）犘（狑狘狕′）

（２）

② Ｍ步，利用上一步所得的期望值来最大化当前

的参数估计：

犘（狑狘狕）＝ ∑犱
狀（犱，狑）犘（狕狘犱，狑）

∑犱，狑′
狀（犱，狑′）犘（狕狘犱，狑′）

（３）

犘（狕狘犱）＝ ∑狑
狀（犱，狑）犘（狕狘犱，狑）

∑狕′，狑
狀（犱，狑）犘（狕′狘犱，狑）

（４）

犘（狕）＝∑犱，狑
狀（犱，狑）犘（狕狘犱，狑）

∑犱，狑
狀（犱，狑）

（５）

　　在ＥＭ算法中，Ｅ步和 Ｍ 步相互迭代，直至

最后参数收敛。相对于潜在语义分析中的奇异值

分解，ＥＭ算法具有线性的收敛速度，而且较易于

实现，能够使似然函数达到局部最优。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实验数据集

本文所选择的数据集来源于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

共包括１２类场景的遥感图像：飞机场、桥梁、商业

区、森林、工业区、牧场、停车场、池塘、港口、住宅

区、河流及高架桥，其中每一类场景含有５０幅图

像，每幅图像的大小均为６００像素×６００像素，空

间分辨率约为１ｍ。

基于特征的采样方法一般分为兴趣点采样、

随机采样以及网格密集采样，文献［９］的研究表

明，基于网格密集采样在分类结果上要优于基于

兴趣点或区域检索，因此，本文采用网格密集采样

来对整幅图像进行特征提取。

３．２　分类器

实验中通过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和ＬｉｂＳＶＭ 软件包来

实现正则化逻辑回归和ＳＶＭ分类器。其中，正则

化逻辑回归通过解决优化问题ｍｉｎ
狑

１

２
狑Ｔ狑＋犆∑

犾

犻＝１
ξ

（狑；狓犻，狔犻）（犆＞０）来实现分类功能，ξ（狑；狓犻，狔犻）

＝ｌｇ（１＋ｅｘｐ（－狔犻狑
Ｔ狓犻））是损失函数；犆是惩罚

因子。

ＳＶＭ通过解二次优化问题 ｍｉｎ
１

２
‖狑‖

２＋

犆∑
狀

犻＝１
ζ犻得到最优超平面，约束条件为：

狔犻 （狑狓犻）＋［ ］犫 ≥１－ζ犻（犻＝１，２，…，犾），ζ犻≥０

（６）

其中，ζ为松弛变量，在实验中由交叉验证算法得

到；其相应的分类函数为犳（狓）＝∑
狀

犻＝１
狔犻α犻犓（狓，狓犻）

＋犫。实验中所使用的内积核函数犓（狓，狓犻）为径

向基函数ｅｘｐ｛－‖狓－狓犻‖
２／（２σ

２）｝。

３．３　实验流程

本实验的流程如图１所示，其中，使用视觉词

汇的数量为３００（使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潜在语义

的数量设为２５，把各幅图像中视觉词汇的统计直

方图作为输入语义模型的条件概率。对于每一种

类别的图像，分别选取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幅图像作

为训练数据，其余的则作为测试数据。在使用特

征方面，首先对三种特征分别运用ｐＬＳＡ模型进

行实验，将所得到的潜语义概率输入到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

分类器。在对组合特征进行分类时，先把三种特

征分别经ｐＬＳＡ模型分离，将所得到的潜语义概

率分别输入到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分类器当中，然后再将所

得结果串联起来，作为新的特征输入到ＬｉｂＳＶＭ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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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器中。实验都是在随机抽取训练与测试图像

集上进行的，计算每次实验中１２个类别的平均分

类准确率，每组实验重复５次，将所得的平均准确

率与标准偏差作为最终结果。

图１　分类实验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４　分类结果

表１分别给出了直接运用 ＢＯＷ（ｂａｇｏｆ

ｗｏｒｄｓ）各类单特征在ＫＮＮ分类器下所得的实验

结果（本文选择犓＝１，即最近邻分类方法）（方案

①）、各类单特征在运用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分类器所得的

结果（方案②）以及各类单特征在经过ｐＬＳＡ语义

模型降维后再使用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时的实验结果（方案

③）。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使用ｐＬＳＡ模型进行分

类所得的实验结果要明显优于传统的ＢＯＷ 方

法。这是因为前者在对特征进行降维的同时，也

对潜在语义主题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挖掘，使之

具有更丰富的信息。此外，在ｐＬＳＡ模型下，分类

精度随着训练数据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在仅使用

单特征条件下，ＳＩＦＴ所对应的分类效果最佳，而

颜色直方图的分类效果则相对较差。表２则将特

征组合在不同分类器下所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不难发现，在对特征进行组合之后，分类精度较之

前仅使用单特征有了明显的提高，且运用两层分

类器比仅使用单层分类器所得的分类精度要

略高。

图２给出了在使用特征组合情况下所得到的

混淆矩阵，混淆矩阵的横轴与纵轴分别代表场景

类别，第犻行犼列的值表示第犻类图像被分为第犼

类图像的比例，其对角线上元素的值代表每类场

景的分类准确率。

表１　分类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方 特

案 征

训练图像数量／幅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ＳＩＦＴ４８．３±８．９５５．８±８．８５９．５±９．４ ６２．２±７．９６４．３±７．２

① ＣＨ ３８．１±８．５４５．９±６．８５０．５±６．４ ５３．９±９．６５６．５±６．９

ＧＢ ４３．７±６．８４９．９±９．６５２．９±６．８ ５５．１±８．７５６．６±７．９

ＳＩＦＴ４９．５±７．９５８．８±８．１６３．５±８．４ ６５．２±７．１６８．９±６．６

② ＣＨ ３９．２±８．１４６．４±６．６５１．８±５．８ ５４．８±９．９５７．１±６．１

ＧＢ ４６．２±６．３５３．４±９．４６０．８．±５．８６２．６±８．３６５．３±７．７

ＳＩＦＴ５２．４±７．９６０．７±８．２６８．６±８．９ ６９．８±６．９７２．９±６．５

③ ＣＨ ３６．５±８．０４４．５±６．６５０．８±５．４ ５３．６±９．７５５．３±５．９

ＧＢ ４９．０±６．２５８．３±９．２６４．７±５．９ ６６．７±８．２６８．９±７．７

表２　特征组合在不同分类器下所得的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

分类

算法

训练图像数量／幅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ＬｉｂＳＶＭ ５８．９±７．５ ６９．２±７．２７２．４±７．２７４．７±５．７７８．９±５．７

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

ＬｉｂＳＶＭ
６０．５±７．５ ７０．３±７．２７７．５±７．２７９．２±５．７７９．８±４．７

图２　特征组合所得到的分类混淆矩阵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从图３中不难发现，在１２类场景类别中，住

宅区是最容易分错的类别，其次则是桥梁与商业

区，尤其是住宅区有很大一部分被错分为商业区。

这是因为住宅区中含有较多的房屋与树木，而在

商业区中同样也含有较多的相似成分。对于桥梁

与池塘这两类图像，水域在其中占有较大成分，所

以桥梁中错分的图像主要被分为池塘。因此，如

何挖掘与利用图像中地物目标的显著性特征与上

下文的结构关系特征都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

问题。

图３　分错的图像

Ｆｉｇ．３　Ｍｉ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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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语义模型与特征组合结合

起来的遥感图像分类方法，实验结果表明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需要注意的是，文中所使

用的潜语义个数为经验性取值，它建立在多次实

验结果的比较之上。今后可以尝试采用其他方法

来寻找出最优的潜语义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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