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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最小体积单体约束的线性光谱解混算法。该算法不需要假设数据中存在纯像元，采用二次规

划方法计算降维后的端元矩阵，利用最小二乘方法实现丰度估计和端元提取。实验结果表明，此算法解混的

结果整体上优于 ＭＶＣＮＭ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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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混合像元在遥感影像上广泛存在，它的存在

不仅影响了基于遥感影像的地物识别精度，而且

已经成为遥感科学向定量化方向深入发展的主要

障碍。端元提取和丰度估计是混合像元分解的两

个重要过程，目前，已有不少端元提取方法［１８］，现

有的端元提取算法大多都假定纯像元的存在。一

般而言，高光谱影像数据中纯像元存在的几率比

较小，因此，不需要假定纯像元存在的算法相对更

能满足实际的需要。本文在分析线性光谱混合模

型与凸面几何学关系的基础上，采用最小体积单

体约束的光谱解混算法实现混合像元分解，此算

法不需要假定纯像元的存在。

１　线性光谱解混模型与凸面几何学

的关系

　　线性光谱混合模型的表达式为：

犡＝犃犛＋ε （１）

式中，犡∈犚
犾×狀，其列向量为每个像元的光谱，犾为

影像波段数；犃为犾×狆（狆为端元数目）端元矩阵；

犛∈犚狆
×狀构成丰度矩阵；ε为犾维高斯随机噪声或

模型误差。对于线性混合模型而言，丰度矩阵犛

存在两个限制条件：非负性和为一。

要区分狆类地物至少需要狆－１维有效数

据，利用ＰＣＡ 或 ＭＮＦ
［９］将影像数据降至狆－１

维，一个影像像元在该狆－１维特征空间中对应

一个点，所有影像像元在该特征空间中形成狆－１

维凸面单体。根据线性混合模型，观测的光谱数

据位于由端元作为顶点的单体内，像素的丰度取

决于该像素在单体中的位置。

２　最小体积约束的线性光谱解混算

法

　　利用 ＭＮＦ将原始光谱数据降为狆－１维，线

性光谱混合模型此时变为：

犡狆 ＝犃狆犛＋ε （２）

文献［１］认为最优的单体外接于光谱数据且具有

最小的体积。为了计算单体体积方便，将犡狆、犃狆

用式（３）代替：

犡狆 ＝
１Ｔ狀

犡
［ ］

狆

　犃狆 ＝
１Ｔ狆

犃
［ ］

狆

（３）

式中，１狀 表示元素全为１的狀维列向量。构建如

下目标函数：

犃
狆 ＝ｍｉｎ

犃
狆

犳（犃狆）＝ｍｉｎ
犃
狆

ｄｅｔ（犃狆）

犃－１狆犡狆 ≥０，１
Ｔ
狆犃

－１
狆犡狆 ＝１

Ｔ
烅
烄

烆 犖

（４）

假定犅狆＝犃
－１
狆 ，向量犫＝ｖｅｃ（犅狆），目标函数转变

为向量犫的函数犳（犫）＝犳（犅狆）。将函数犳（犫）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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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泰勒级数展开，则目标函数转化为：

犫 ＝ｍｉｎ
犫
犵（犫）＝

　ｍｉｎ
犫

［１
２
犫Ｔ

２
犳
犫

２犫＋犫
Ｔ（犳
犫
－

２
犳
犫

２犫０）］

犆犫≥０，犇犫＝

烅

烄

烆 狇

（５）

式中，犆＝（犡Ｔ狆犐
狆×狆）；犇＝（犐狆×狆１

Ｔ
狆）；符号表

示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积，目标函数转变为限制条件下关

于向量犫的优化问题，该优化问题可以采用二次

规划［１０］的方法求解。

在求解最优向量犫后，可以求解犃
狆 ，由于利

用 ＭＮＦ变换降维是不可逆的过程，由犃
狆 不能

直接获取端元矩阵犃，此时可以根据式（２）利用

最小二乘方法先实现丰度估计，然后利用式（１）采

用非负约束的最小二乘方法［１１］（考虑端元的物理

意义）实现端元矩阵犃的计算。

最小体积约束的线性光谱解混算法（ｍｉｎｉ

ｍｕｍ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ｕｎｍｉｘ

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ＶＣＬＳＵＡ）的流程为：① 利用

ＶＤ方法
［１２］估计高光谱数据中的端元数目。

② 输入高光谱数据犡，利用ＭＮＦ进行数据降维，

采用ＳＧＡ算法提取初始端元矩阵犃０狆，计算初始

向量犫０。③ 采用二次规划方法迭代计算向量犫。

④ 根据式（２）计算丰度矩阵犛，采用非负约束的

最小二乘方法计算端元矩阵犃。

３　实验与分析

将本文方法与 ＭＶＣＮＭＦ算法进行实验比

较。实验中，ＭＶＣＮＭＦ算法最大迭代次数设置

为８０，参数τ＝０．０１。

采用文献［４］中的光谱夹角距离（ＳＡＤ）、光谱

信息散度（ＳＩＤ）、丰度夹角距离（ＡＡＤ）、丰度信息

散度（ＡＩＤ）对 ＭＶＣＮＭＦ算法和本文的ＭＶＣ

ＬＳＵＡ算法进行了评价。相似性测度公式为：

ＳＡＤ＝ｃｏｓ
－１ 犪Ｔ犪^

‖犪‖·‖^犪（ ）‖ （６）

ＳＩＤ＝犇（犪狘^犪）＋犇（^犪狘犪）

犇（犪狘^犪）＝∑
犾

犻＝１

狆犻ｌｇ
狆犻

狆^（ ）
犻

犘＝犪／∑
犾

犻＝１

犪

烅

烄

烆 犻

（７）

式中，犪、^犪分别为真实光谱、估计光谱。式（７）中

的犘＝犪／∑
犾

犻＝１
犪犻为光谱概率分布向量。丰度夹角距

离、丰度信息散度计算公式与式（６）、（７）相同。

３．１　实验数据

本文利用 ＵＳＧＳ数字光谱库中的光谱集来

构建模拟数据，该数据库的光谱数据包含２２４个

光谱波段，实验中采用了１８８个波段，光谱覆盖范

围为０．３８～２．５μｍ，光谱分辨率为１０ｎｍ。本文

随机选取光谱库中犽条光谱构建大小为６４×６４

的高光谱模拟数据，模拟数据中每个像素的丰度

向量随机产生（满足非负与和为一限制条件），并

且将丰度向量中存在元素大于０．８的像元光谱替

换为所用到的犽条光谱的平均值（消除数据中的

纯像元）。实验向模拟数据中添加了均值为零的

高斯噪声。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２．１　端元数不同时的实验对比

为对比不同端元数目情况下 ＭＶＣＮＭＦ和

本文方法的结果，实验中添加ＳＮＲ＝３０ｄＢ的高

斯噪声，ＭＶＣＮＭＦ算法利用ＶＣＡ＋ＦＣＬＳ进行

初始化。表１为端元数为３、５、７时两种方法提取

结果的相似性测度及运行时间，图２为端元数为

５时两种方法提取的端元光谱曲线。由表１及

图１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端元数目不同的情况下，

本文方法的速度和精度都优于 ＭＶＣＮＭＦ算法。

表１　端元数不同时的实验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ｓ

端元数
ＭＶＣＮＭＦ ＭＶＣＬＳＵＡ

ＳＡＤ／（°） ＳＩＤ ＡＡＤ／（°） ＡＩＤ 时间／ｓ ＳＡＤ／（°） ＳＩＤ ＡＡＤ／（°） ＡＩＤ 时间／ｓ

３ ３．７２６ ０．０１１ ３．７１５ ０．０６７ ８９ １．８１１ ０．００４ １．３２６ ０．００７ ４

５ ３．３６９ ０．００７ ４．０９３ ０．１７６ １５７ １．５９２ ０．００１ ３．５８８ ０．０２１ １７

７ ５．８１７ ０．０２９ ７．１５４ ０．３７７ ２２６ １．５９０ ０．００１ ４．６６８ ０．０２７ ５４

３．２．２　对噪声的稳健性对比

利用光谱库中的５条光谱构建模拟图像，并

在模拟数据中分别添加ＳＮＲ＝２０、３０、４０ｄＢ的高

斯噪声。实验中，ＭＶＣＮＭＦ方法利用 ＶＣＡ＋

ＦＣＬＳ进行初始化。表２列出了在不同的信噪比

下，ＭＶＣＮＭＦ和 ＭＶＣＬＳＵＡ算法获取的端元

光谱、丰度矩阵的相似性测度及运行时间。图３

为信噪比为２０ｄＢ的情况下，两种方法获取的端

元光谱曲线。

　　从表２可以看出，信噪比减小的情况下，两种

方法的结果都逐渐变差，本文方法在信噪比比较

低时混合像元分解的结果略差于 ＭＶＣＮＭＦ算

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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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效率上始终优于 ＭＶＣＮＭＦ算法。

图１　端元数为５时提取的端元光谱

Ｆｉｇ．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ｗｈｅｎ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５

表２　对噪声的稳健性对比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ｂｏｕｔ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ｏＮｏｉｓｅ

ＳＮＲ／ｄＢ
ＭＶＣＮＭＦ ＭＶＣＬＳＵＡ

ＳＡＤ／（°） ＳＩＤ ＡＡＤ／（°） ＡＩＤ 时间／ｓ ＳＡＤ／（°） ＳＩＤ ＡＡＤ／（°） ＡＩＤ 时间／ｓ

２０ ２．６８７ ０．００６ ６．１６４ ０．１７０ １５８ ４．６９５ ０．０３９ ６．３８５ ０．１６９ ９

３０ ３．３６９ ０．００７ ４．０９３ ０．１７６ １５７ １．５９２ ０．００１ ３．５８８ ０．０２１ １７

４０ ３．８８１ ０．０２０ ４．８６９ ０．１７３ １８１ ２．５６４ ０．００６ ２．３００ ０．０１４ １６

图２　信噪比为２０ｄＢ时提取的端元光谱

Ｆｉｇ．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ｗｈｅｎＳＮＲ＝２０ｄＢ

４　结　语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有：① 本文方法抗噪

性有待提高，原因可能是式（５）中限制条件太强，

考虑可以将限制条件转换为软限制进行优化计

算，提高算法的抗噪性；② 利用模拟数据及真实

高光谱图像，与其他的端元提取算法（ＮＦＩＮＤＲ、

ＳＰＡ、ＳＩＳＡＬ等）进行深入比较。

致谢：感谢ＭＶＣＮＭＦ算法作者ＱｉＨａｉｒｏｎｇ

教授提供 ＭＶＣＮＭＦ算法源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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