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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特征选择自适应决策树的层次犛犃犚图像分类

何　楚１　刘　明１　许连玉１　刘龙珠１

（１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特征选择自适应决策树的层次分类算法，用于合成孔径雷达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ＳＡＲ）图像的分类。采用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ｉｎｇ算法选择出最适用于各类的特征组合，并自适应地搜索构造出

一个由两类分类器构成的层次分类器，利用特征选择结果和自适应决策树进行了ＳＡＲ图像的学习和推理，实

现了自动分类，在国内首批极化干涉ＳＡＲ数据上的实验证明了本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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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分类
［１２］是ＳＡＲ图像解译的重要研究内

容。传统的分类方法如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

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ＳＶＭ）
［３］最初都是针对两类分类问

题设计的，而ＳＡＲ图像分类一般是多类别分类问

题［４］，如何组合多个两类分类问题来解决多类分

类问题成为了图像分类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现

有的基于决策树（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ＤＴ）的多类别

ＳＶＭ分类算法对各个类别组合选择的适应性考

虑的不足［５７］，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特征选择自适

应决策树的层次分类算法，并将其应用在国内首

批的极化干涉ＳＡＲ
［８］图像数据的分类上。

１　特征提取与基于犑狅犻狀狋犅狅狅狊狋犻狀犵
的特征选择算法

１．１　特征提取

为了对某一特定类别的散射过程进行描述，

笔者对极化干涉ＳＡＲ数据进行了各种不同的目

标分解，包括Ｐａｕｌｉ分解（３维）、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３

维）、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ｙ分解（３维）、四分量分解（４维）、

Ｃｌｏｕｄｅ分解（３维）、Ｂａｒｎｅｓ分解（３维）、Ｈｏｌｍ分

解（３维）、Ｈｕｙｎｅｎ分解（３维）、ＯＥＣ分解（３维）、

ＳＤＨ分解（３维）、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ｈ分解（３维）、ＬｅｅＯｐｔ

分解（２维）、Ｎｅｕｍａｎｎ分解（５维）、ＮＲＦＦ分解（３

维）等共计４４维。本文将这些分解依次串起来的

极化干涉特征作为图像数据的特征，从而替代原

始的极化干涉矩阵作为进一步处理的基础。

１．２　基于犑狅犻狀狋犅狅狅狊狋犻狀犵的特征选择算法

对于每犿轮的循环，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９］在每个

节点处分别计算每一维特征的代价函数犑ｗｓｅ（狀），

选取使得代价函数最小的特征维数狀，此维数对

应的特征即为适合此类节点的特征：

犑ｗｓｅ（狀）＝∑
犮

犮＝１
∑
犖

犻＝１

狑犮犻（狕
犮
犻－犺

狀
犿（狏犻，犮））

２ （１）

式中，犖 为训练样本的数目；类别犮的标签为狕犮犻∈

｛－１，＋１｝；狑犆犻＝ｅ
－狕
犮
犻犺
（狏犻
，犮）为未归一化的样本权

值。定义第犿 轮的弱分类器犺犿（狏，犮）＝犪δ（狏犳＞

θ）＋犫，其中狏犳 表示特征矢量狏的第犳 维，θ为阈

值，δ为指针函数，犪和犫为回归参数。

２　一种新的基于特征选择自适应决

策树的层次分类算法

２．１　基于特征选择搜索法的自适应决策树生成

算法

基于特征选择搜索法的决策树的基本思想：

先将所有类别的训练样本初始化一个全集；然后

在每次迭代的过程中剔除一个类别，使得此类别

与剩余类别的评价函数达到最优；然后在下一次

迭代中剔除与上一次剔除类别和剩余类别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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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最优的那一类，依次下去。

假设有犓 类样本，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将全部训练样本作为一个初始集犛＝

｛犛１，犛２，．．．，犛犓｝，其中犛犻 为第犻类的样本，剔除

类别集犇＝｛｝，根节点为犆＝｛１，２，…，犓｝；

２）遍历根节点中所有类别犛，剔除一个类别

使得此类别与剩余类别的评价函数达到最优，记

下此评价函数犑＿１，设剔除的类别集为犛犱
１
，剩余

类别集为犛狉
１
；

３）对步骤２）剩余样本集犛狉
１
执行步骤２），设剩

余样本集中剔除的类别为犛犱
２
，记下评价函数犑＿２；

４）在步骤３）剩余样本集犛狉
２
中剔除一类

犛犱
３
，使得犛′犱

３
＝ 犛犱

１
，犛犱

２
，犛犱｛ ｝

３
与剩余样本集的评

价函数达到最优，记下评价函数犑＿３；

５）ＭＡＸ＿犑＝ｍａｘ犑＿１，犑＿２，犑＿（ ）３ ，则此节

点的左右孩子为与最大评价函数对应的剔除出的

类别犛犱 和剩余的类别犛狉；

６）若犛犱 或者犛狉 中类别大于３，则初始集分

别为犛犱 和犛狉，对犛犱 或者犛狉 重新执行步骤２）～

步骤５）。

本文算法采用的评价函数为各类别特征均值

的欧氏距离，采用全部特征生成的决策树用ＤＴ＿

ＡＦ表示；采用特征选择结果生成的决策树用ＤＴ

＿ＦＳ表示。

本文算法在决策树自适应生成中对结构的优

化可以有效地克服一般层次分类器所用的自适应

决策树造成的对各个类别组合选择的适应性考虑

不足的缺陷。因为以往层次分类器所构造的决策

树大都是线性的，不具备对具体的非线性分类问

题中易分和不易分类别的自适应性。

图１　基于特征选择自适应决策树的层次ＳＡＲ图像分类算法

Ｆｉｇ．１　Ａ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ｆｏｒＳＡＲＩｍａｇｅ

２．２　基于自适应决策树的层次分类算法

层次分类算法是以特征选择搜索法生成的自

适应决策树为参考结构，在沿着决策树从上到下

遍历的过程中，在决策树的每个节点采用一个二

值分类器，并选择适合左右孩子的特征，直到到达

叶节点为止，叶节点所属类别即是样本所属类别。

假设有犓 类样本（狓１，狔１），…，（狓犓，狔犓），狓∈

犚狀，狔∈｛＋１，－１｝，其中狀为输入的特征维数。

构造第犼个二值子分类器时，将左孩子定义为

犛＋１，右孩子定义为犛－１，于是对于第犼个分类器

而言，分类超平面最优化问题可以描述为：

ｍｉｎ
１

２
‖狑犼‖

２
＋犮∑

犓
犼

犻＝１
ζ
犼
犻

ｓ．ｔ　
狑Ｔ犼φ（狓犻）＋犫犼≥ζ

犼
犻，狔犼∈犛

＋１

狑Ｔ犼φ（狓犻）＋犫犼≤－ζ
犼
犻，狔犼∈犛

－１
（２）

式中，ζ
犼
犻≥０，犼＝１，２，…，犓－１。对于第犼个分类器

的优化问题，求解可得到对应的决策函数犳犼（狓）：

犳犼（狓）＝ｓｇｎ（∑
犓

犻＝１
狔犼犽（狓，狓犻）＋犫犼） （３）

３　实　验

３．１　实验数据

本实验所用ＳＡＲ图像来自国内首批机载犡

波段单航迹极化干涉ＳＡＲ数据，分辨率为３ｍ，

所拍图为中国海南省某县的水稻图，原始图像

（图３（ａ））的大小为２０４８像素×２０４８像素，图像

的地面参照（图３（ｂ））是本文进行了实地考察后

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进行的人工标注。图３将本文

所关注的地物类别———水稻田，根据不同生长期

分为４类，图中标注为４种不同的颜色。所有实

验以数据的１０％作为训练，９０％作为测试。

３．２　实验步骤和结果

本文基于所提出的方法设计了两个方案：

① 基于ＤＴ＿ＡＦ＋层次分类器的分类方法；② 基

于ＤＴ＿ＦＳ＋层次分类器的分类方法。实验结果

分别为图３（ｅ）和３（ｆ）。决策树的每一层所选择

的特征见表１。为了说明本文方法的有效性，本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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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ＤＴ＿ＡＦ和ＤＴ＿ＦＳ决策树

Ｆｉｇ．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ｓｏｆＤＴ＿ＡＦａｎｄＤＴ＿ＦＳ

文与经典方法［１０］进行了对比实验，如图３所示。

图３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表１　犑狅犻狀狋犅狅狅狊狋犻狀犵特征选择结果（犕＝２００）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犕＝２００）

类别 适合的特征维数 维数

２＆（１＆３＆４）５，６，７，８，１４，１５，２１，２２，２３ ９

１＆（３＆４）
１，２，４，５，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２１，２２，２３，２５，

３５，４３
１４

３＆４ ５，７，１４，１５，１６，２１，２２，２８，３０，３４ １０

１＆２＆３＆４ ５７１４１５２８３０ １７

（１＆２）＆（３＆４）１，２，４，５，８，１４，１５，１６，１８，２１，２２，２３ １２

１＆２ １，５，６，８，１３，１４，１５，２１，２２，２５，３３，３５，４３ １３

３＆４ ５，７，１４，１５，１６，２１，２２，２８，３０，３４ １０

　　本文在水稻ＳＡＲ数据上分析各成长期的水

稻分类的分类精度。比较４类方案（图３（ｃ）～

３（ｆ））的平均分类精度可以发现，本文的方案

（图３（ｅ）和３（ｆ））相较于对比实验（图３（ｃ）和

３（ｄ））总体提高了２～３％。与图３（ｃ）相比，第２

类的准确度降低５％，但是第３类和第４类的准

确度分别提高了１１％和３％；与图３（ｄ）相比，第２

类的准确度降低１０％，第３类和第４类分别提高

了６％和２０％。

对比本文方法和经典方法，特征选择＋层次

分类器的分类结果明显优于特征选择＋传统分类

器，其优越性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① 基于特征

选择搜索法的自适应决策树为层次分类器提供了

合理的分类顺序，使最易分的类别最早分出来，从

而克服了误差累积的问题；② 特征选择＋传统分

类器只选取了适合单个类别的特征，特征选择＋

层次分类器既选取了适合单个类别的特征又选取

了适合组合类别的特征；③ 层次分类器中的每个

子分类器的核参数可以单独调整，更有利于提高

准确率。此外，特征选择＋层次分类器的速度也

快于特征选择＋传统分类器，因为它测试样本时

不需要计算所有的二类分类器。

比较基于全部特征和特征选择搜索的两种自

适应决策树的实验结果，运用选择后的特征分类

的平均准确率提高了０．５１％，而且特征维数降低

了接近一半，减少了算法学习的时间。本文的两

个方案都选用了分别适合于每一种类别的特征，

由于两种方法的决策树不同，ＤＴ＿ＡＦ树中还选

取了分别适合１＆３＆４类和３＆４类的特征，ＤＴ＿

ＦＳ树中则选取了适合１＆２类和３＆４类的特征。

比较特征选择的结果，我们发现很多特征不仅适

合某一类，也同时适合其他一类或多类。

表２　４个方案结果对比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ｕ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类

别

准确率（％）

１ｖ１分

类器

１ｖｒ分

类器

ＤＴ＿ＡＦ＋层

次分类器

ＤＴ＿ＦＳ＋层

次分类器

１ ９４．７９ ９６．５４ ９４．１６ ９４．７３

２ ８１．７１ ８６．８１ ７６．９６ ７５．９８

３ ５６．５０ ６１．８９ ６７．８９ ６７．７１

４ ４０．８８ ２０．９２ ４２．６２ ４４．７２

平均 ７５．４６ ７３．５４ ７７．２８ ７７．７９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特征选择自适应决策树

的层次ＳＡＲ图像分类算法。针对多类别ＳＡＲ图

像数据和极化干涉分解特征，首先利用自动搜索

和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ｉｎｇ特征选择结果进行学习并生成

决策树结果；然后设计一种层次分类算法自动获

得最终分类结果。在国内首批极化干涉ＳＡＲ数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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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对不同生长期的水稻进行分类的结果证明了

本文提出算法较传统算法的优越性。下一步将在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分类等领域对该算法进行进一

步的扩展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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