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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光谱角敏感森林的高光谱数据快速匹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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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光谱匹配算法———光谱角敏感森林方法。在位置敏感哈希函数算法的基础上引入光

谱角度量，并利用新的数据桶检索结构改进了原位置敏感哈希函数算法中部分目标光谱点无法得到匹配光

谱的缺陷。理论和实验证明，光谱角敏感森林算法的计算效率较传统高维数据匹配方法有较明显优势。

关键词：高光谱匹配；海量数据处理；位置敏感哈希函数；光谱角敏感森林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光谱匹配是在参考光谱数据中搜索与目标光

谱近似的光谱点的技术。由于高光谱数据光谱分

辨率以及空间分辨率的不断提升，光谱匹配的计

算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远超出一般电脑的处理能

力。国内外学者提出从优化多维度量空间的角度

来提高光谱匹配的效率［１１０］。但对于高光谱数据

而言，利用传统方法提升匹配效率的效果难以得

到保证。

本文提出了光谱角敏感森林方法。该方法以

光谱角为度量，利用位置敏感哈希函数［６］索引高

光谱数据用于匹配；使用二叉树替代哈希表优化

索引结构，使算法能返回多个参考光谱并且减少

内存消耗。

１　位置敏感哈希函数

在度量空间犕（犿，犛）中，函数族犉被称为位

置敏感，当且仅当任意函数犳∈犉对于实数犮＞１，

１＞狆１＞狆２ 以及任意狏，狇∈犛满足：① 若犿（狏，狇）

≤犚，则ＰｒΗ［犳（狇）＝犳（狏）］≥狆１；② 若犿（狏，狇）＞

犮犚，则ＰｒΗ［犳（狇）＝犳（狏）］≤狆２。

在函数族犉中随机选取犫个位置敏感函数

并将其函数值连接起来，则得到位置敏感哈希函

数：

犵（狏）＝ （犳１（狏），犳２（狏），…，犳犫（狏））

在犵（狏）所在函数族犌＝｛犵：犛→犝
犫｝中随机选择狋

个位置敏感哈希函数犵１，犵２，…，犵狋。匹配光谱

时，只需在集合｛狏：狏∈犛，犵犻（狏）＝犵犻（狇），犻＝１，…，

狋｝中搜索目标光谱狇的近邻点，因而达到优化度

量空间的目的。若要保证位置敏感哈希函数有

效，则函数参数需满足犖狆
犫
２≤１（犖＝｜犛｜），即目

标光谱与其非近邻点碰撞次数的期望值最多为

１；且狋狆
犫
１≥１，即目标光谱与其近邻点碰撞次数的

期望值最少为１。因此，可以得到参数犫与狋的边

界值：

犫＝ｌｏｇ１／狆２犖 （１）

狋＝犖ρ，ρ＝
ｌｎ（１／狆１）

ｌｎ（１／狆２）
（２）

２　基于光谱角敏感的哈希函数

本文将光谱角度量引入位置敏感哈希函数。

数据域犛中任意两条光谱狇、狏，令度量为：

犿（狇，狏）＝ ‖狇－狏‖α ＝ａｒｃｃｏｓ（
ｃｏｖ（狇·狏）

‖狇‖２ ‖狏‖２
）

则可构成光谱度量空间犕（犿，犛）。在此空间中取

随机向量狉作为随机超平面法向量，可得到基于

光谱角的位置敏感函数族［７］：

犳（狏）＝
１，狉·狏≥０

０，狉·狏＜｛ ０
（３）

度量空间中任意两条光谱被随机超平面划分于不

同两侧的概率与狇、狏间角度相关：

Ｐｒ犎［犳（狇）≠犳（狏）］＝
‖狇－狏‖α
π

有非零实数犮＞１、犚，则当‖狇－狏‖α≤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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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Η［犳（狇）＝犳（狏）］≥狆１ ＝１－
犚

π
（４）

当‖狇－狏‖α≥犮犚时，

ＰｒΗ［犳（狇）＝犳（狏）］≤狆２ ＝１－
犮犚

π
（５）

因为犮＞１，所以狆１＞狆２，因此，犳（狏）满足位置敏感

定义中的两个条件。可以得到以光谱角为度量的

位置敏感哈希函数族：

犌＝ ｛犵：犛→ ｛０，１｝
犫｝，犵＝ （犳１，犳２，…，犳犫）

（６）

将式（４）、（５）中狆１ 与狆２ 代入式（１）、（２）中可以得

到该函数族参数的边界值：

犫＝ｌｏｇπ
π－犚
犖 （７）

狋＝犖ρ，ρ＝ｌｏｇ１－犮犚π（１－
犚

π
） （８）

由式（７）可以得到：

犮＝
π
犚
１－（１－

犚

π
）
１／ｌｏｇ犖

［ ］
狋

（９）

式（７）反映出犫与数据点分布密度犚 的负相关关

系以及犫与数据量犖 的正相关关系。式（９）反映

出匹配精度犮与狋的负相关关系。这可以作为选

择参数的参考条件。

３　光谱角敏感森林

由于位置敏感哈希函数自身结构简单，可通

过参数变化减小数据数量和维度变化对其划分空

间计算复杂度的影响。但在实际使用中它还存在

几个问题：首先，固定参数犫只适合索引分布密度

固定的数据集。由于位置敏感哈希函数参数需在

计算前确定，因此，在处理分布密度变化较大的数

据集时缺乏灵活性。其次，位置敏感哈希函数使

用哈希表结构索引数据，其中，索引内容为空的哈

希值与已索引数据点的哈希值占用同样大小的空

间，浪费了系统资源。因此，本文提出了光谱角敏

感森林结构。光谱角敏感森林使用狋棵二叉树代

替狋个哈希表。每棵二叉树仅索引其对应的光谱

角敏感函数生成的有效数据桶，因而能避免系统

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在匹配过程中，光谱角敏感

森林结构能动态调整犫值大小，以改善光谱角敏

感函数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在一棵平衡的二叉树中搜索近邻的平均计算

复杂度为犗（ｌｏｇ２犖）。因此，光谱角敏感森林中匹

配光谱的计算复杂度为犗（狋ｌｏｇ２（犖犫）），犖犫 为森林

中二叉树索引的数据桶数量，其中，每个数据桶储

存相应位置敏感函数值索引的数据。令犖为光谱

角敏感森林中的参考光谱数量，数据桶中储存数

据量的期望为犖狆
犫
１＋犖狆

犫
２。因此，犖犫 的期望为：

犖犫 ＝
犖

犖狆
犫
１＋犖狆

犫
２

代入式（４）、（５）可以得到：

犖犫 ＝
π

（π－犚）
犫
＋（π－犮犚）

犫
（１０）

令光谱维度为犱，则当犖≥２犱时，有犚≤π／２。对

于海量数据，有犖＞＞犱，因此，可以得到光谱角

敏感森林中每棵二叉树索引数据桶期望的上限：

犖犫 ≤２
犫－１ （１１）

由式（１）、式（４）可以得到：

犫＝ｌｏｇπ
π－犚
犖 ≥ｌｏｇ π

π－π／２
犖 ＝ｌｏｇ２犖

代入式（１１）可得：

犖犫 ≤犖／２

因此，一棵二叉树最多索引 犖／２个有效的数据

桶，在最坏情况下，光谱角敏感森林的参考光谱数

据通过每个光谱角敏感函数都产生犖／２个有效

的数据桶，则在该结构中匹配一个目标光谱点的

计算效率为犗（狋ｌｏｇ２（犖）－狋）。当犖＞＞狋时，可

将其约等于犗（ｌｏｇ２犖）。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

光谱角敏感森林光谱匹配的计算复杂度仍然低于

线性匹配方法的计算复杂度犗（犖）。当然，在实

际应用中，由于高光谱数据的分布密度变化较大，

数据桶的数量将远小于犖／２。

４　实验与分析

实验中，在高光谱影像数据中选取了１０万个

数据点作为参考光谱，２０００个数据点作为目标

光谱。为了保证实验的有效性，实验中所选数据

点涵盖了高光谱遥感中常见的地物。

４．１　评估方法

通过匹配光谱点的速度和精度来评估光谱角

敏感森林算法的效率。匹配速度由２０００个目标

光谱点匹配近邻的平均耗时得出。匹配的精度由

式（１２）得到：

犈＝
１

犙 ∑狇∈犙

犱－犱


犱
（１２）

其中，犙为目标光谱点集；犱为目标光谱点与光谱

角敏感森林中的近邻参考光谱点之间的距离；犱

是目标光谱点与其真实近邻之间的距离。

４．２　参数分析

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图中４条曲线分别是

在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和１０００００个参考光谱点

中匹配数据的结果。从实验结果中，可以总结出

几个规律：① 参数狋与匹配时间正线性相关，与

匹配误差负相关；② 参数犫与匹配时间负相关，

８８６



　第３６卷第６期 周　源等：利用光谱角敏感森林的高光谱数据快速匹配方法

与匹配误差正线性相关；③ 当狋大于某拐点时，

误差的减小趋于平缓（本文实验中该值为５）；④

当犫大于某拐点时，匹配时间的缩短趋于平缓（本

文实验中该值为５）；⑤ 当数据量增大时，匹配时

间增加，但匹配误差减小。

按照以上规律，可以依照以下步骤选择光谱

角敏感森林的参数：首先依据参考光谱数据集的

规模确定犫值的大小（本文中犫值为１０）。随着数

据集规模的增减，可适当增减犫值。在构建光谱

角敏感森林结构时，按照执行算法的硬件条件，选

择足够大的狋值，以保证在匹配过程中，算法能返

回用户所需要的匹配精度（本文中狋值为１０）。在

光谱角敏感森林结构中匹配目标光谱点时，可按

照用户的需求选择狋值大小，若用户需要粗略快

速的匹配结果，则选择较小的狋值；若用户需要较

高精度的匹配结果时，则增加狋值。

图１　光谱角敏感森林参数分析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３　与犞犘树匹配结果的比较

选择ＶＰ树作为参考方法与光谱角敏感森林

方法进行比较。其他同样被广泛使用的高维数据

匹配方法由于无法使用光谱角作为度量，不具可

比性。在已有的１０００００个参考光谱点中分别随

机选择了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个参考光谱点以

及原始数据集作为测试数据集。在不同维度数据

的实验中，选择了１００００个参考光谱点，并由短

波段到长波段依次选择了１０、３０、１００、１６０个波

段，４组不同维度数据作为测试数据集。

在第一个实验中，分别测试了最近邻匹配（见

图２（ａ））与犓（犓＝１０）近邻匹配（见图２（ｂ））。使

用光谱角敏感森林方法匹配时，通过改变狋值大

小得到了３组匹配误差均值分别为１％、３％和

５％的匹配结果。当误差越大时，匹配时间越短。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光谱角

敏感森林的匹配时间呈线性增长，但是绝对匹配

时间改变不大，而 ＶＰ树结构的匹配时间增长则

相对较快。对于绝对匹配耗时，光谱角敏感森林

具备较大的优势。

在第二个实验中，同样测试了最近邻匹配（见

图３（ａ））与犓（犓＝１０）近邻匹配（见图３（ｂ））。使

用误差均值分别为１％、３％和５％的光谱角敏感

森林与ＶＰ树对不同维度的数据集进行匹配。从

图３中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维度的增加，光谱角

敏感森林的匹配耗时呈线性增长，但相对变化较

小；而随着维度的增加，ＶＰ树结构匹配时间比光

谱角敏感森林匹配时间的增长速度快，其绝对耗

时同样也远高于光谱角敏感森林的绝对匹配

耗时。

图２　光谱角敏感森林方法与ＶＰ树方法

Ｆｉｇ．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ｉｍｅｖｓ．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Ｄａｔａ
　　　　　　

图３　光谱角敏感森林方法与ＶＰ树方法

Ｆｉｇ．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ｉｍｅｖ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Ｄａｔａ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位置敏感哈希函数

的数据结构———光谱角敏感森林，用于解决海量

高光谱数据的快速匹配问题。在允许少量的匹配

误差和牺牲一部分储存空间的前提条件下，该方

法能显著地提高高维空间中海量数据的匹配速

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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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传统高维数据匹配方法相比，该方法在匹

配速度上有明显优势。与已有的位置敏感哈希函

数相比，该方法解决了因为预设参数在匹配过程

中不能改变而导致部分目标光谱点无法得到匹配

结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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