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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狅犻狀狋犅狅狅狊狋特征选择的犛犃犚信息可视化技术研究

刘梦玲１　陈嘉宇１　孙　洪１

（１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特征选择的合成孔径雷达（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ＳＡＲ）信息可视化方

法。实验选用了ＥＳＡＲ的德国某机场的极化干涉ＳＡＲ数据，提取几乎所有极化干涉信息分量构成较为完备

的特征信息集合，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图像处理；ＳＡＲ图像；可视化；特征选择；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ＳＡＲ图像包含多种地物目标信息，特别是极

化ＳＡＲ图像的极化散射矩阵包含有丰富的地物

信息，以及干涉ＳＡＲ图像的相位差包含有丰富的

高程信息。因此，对ＳＡＲ图像中的地物目标信息

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ＳＡＲ图像的

独特的成像机理，ＳＡＲ图像的大部分信息不可

见，因此ＳＡＲ图像与光学遥感图像相比较难解

译，而ＳＡＲ图像自动解译将更加困难
［１，２］。目

前，ＳＡＲ图像的解译与应用仍然需要有经验的解

译专家进行人工干预才能得以完成。

Ｓｃｈｕｌｚ提出一种重构ＳＡＲ图像的方法
［３］，但

这种重构方法仅使用了３种特征，不能很好地描

述ＳＡＲ图像的地物特性。

本文基于较为完备的ＳＡＲ特征信息集合，提

出一种新的ＳＡＲ信息可视化方法———基于Ｊｏｉｎｔ

Ｂｏｏｓｔ特征选择的ＳＡＲ信息可视化方法。

１　基于犑狅犻狀狋犅狅狅狊狋特征选择

Ｔｏｒｒａｌｂａ提出的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算法
［５］是一种

新型的Ｂｏｏｓｔｉｎｇ算法，在Ｂｏｏｓｔｉｎｇ算法中加入了

共享特征，如图１所示，字符犚、犫、３三者两两之

间具有字符单元结构上的共享关系。

如右上角的字符结构为犚与３共有，右下角

的字符结构为犫和３共有，左边的字符结构为犚

和犫共有。本文将利用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训练过程中

弱分类器遍历共享特征树并在最小代价的树结点

图１　３类物体的共享特征
［５］

Ｆｉｇ．１　Ｓｈａｒ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３Ｏｂｊｅｃｔｓ

停止的特性来进行特征选择。

假设共享图如图２所示，图中每个犇犛
（狀）中的

狊（狀）表示共享的内容。例如，狊（狀）＝１２３表示１，

２，３类共享；狊（狀）＝１２表示１，２类共享；狊（狀）＝１

表示只有１类，不与其他类别共享，依此类推。

图２　三类分类器的共享图
［６］

Ｆｉｇ．２　ＳｈａｒｉｎｇＧｒａｐｈｏｆＡｌｌ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Ｗａｙｓｔｏ

Ｓｈａ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ｍｏｎｇ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

因此，指定某类犮，可以找到所有包含犮的狊（狀）

集合，并将它们的增量模型累加得到最终的分类器：

犎（狏，１）＝犇
１，２，３（狏）＋犇

１，２（狏）＋犇
１，３（狏）＋犇

１（狏）

犎（狏，２）＝犇
１，２，３（狏）＋犇

１，２（狏）＋犇
２，３（狏）＋犇

２（狏）

犎（狏，３）＝犇
１，２，３（狏）＋犇

１，３（狏）＋犇
２，３（狏）＋犇

３（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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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犇犛
（狀）（狏）＝∑

犕狀

犿＝１
犺狀犿（狏）为增量模型；狀是

共享图中的节点序号，犕狀 为狊（狀）中成员的个数。

假设样本｛狓犻，狔犻｝
犖
犻＝１，其中狓犻∈犚

犱 是训练样

本，狔犻∈犔＝｛１，２，…，犆｝为类别标号。从原始图

像提取特征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将原始数据映射到

特征空间的过程。假设特征空间狏犼∈犞：犚
犱
→犚，

犼＝１，２，…，犕，且ω（狓）为样本狓的权重。对共享

图中的任意节点狊（狀），定义在特征狏犼（狓）上的正

样本及负样本的加权分布分别为犺狊
（狀），＋
犼 （狓｜ω），

犺狊
（狀），－
犼 （狓｜ω）。因此，对于特征狏犼 在节点狊（狀）上

的弱分类器可以定义为：

犺狊
（狀）（狏犼（狓）狘ω）＝

１

２
ｌｇ
犺狊
（狀），＋
犼 （狓狘ω）＋ε
犺狊

（狀），－
犼 （狓狘ω）＋ε

（２）

为了估计特征狏犼（狓）在节点狊（狀）上的性能以判断

是否适合共享节点狊（狀），定义代价函数犑狊
（狀）
犼 （狓）

如下：

犑狊
（狀）
犼 （狓）＝

∑
犖

犻＝１
犵（犺

狊（狀），＋
犼 （狓犻狘ω

狊（狀）
犻 ），犺狊

（狀），－
犼 （狓犻狘ω

狊（狀）
犻 ））

（３）

因此，需要解如（３）式的优化问题如下：

犼狊（狀）＝ａｒｇｍｉｎ犼犑
狊（狀）
犼 （狓） （４）

此时获得的狊（狀）即是最佳共享节点，同时获得对

应第犼维最佳特征。此对应关系的含义为第犼维

特征是将狊（狀）节点从共享图中分离出来的最佳

特征。

２　特征选择的犛犃犚信息可视化

１）ＳＡＲ 信息可视化框架。本文将使用

犢犆犫犆狉 彩色空间来进行ＳＡＲ 信息可视化。与

犚犌犅彩色空间不同，在犢犆犫犆狉 空间中，犢 通道为

亮度分量，犆犫 与犆狉 分别为蓝色色度差异分量与

红色色度差异分量。人眼对亮度分量较为敏感，

因此犢犆犫犆狉 常被用在电视机显示调制上。同时

由于强度分量能够影响其他彩色分量的分布，在

ＳＡＲ信息可视化应用中，ＳＡＲ图像的强度分量

将作为犢犆犫犆狉 空间的犢 通道输入。我们将采用

特征选择算法选择ＳＡＲ图像的重要信息作为犆犫

与犆狉的输入。

犢 通道为ＳＡＲ图像的强度分量；犆犫 通道为

信息１，假设此信息１描述了ＳＡＲ图像低频特

性；犆狉通道为信息２，假设此信息２描述了ＳＡＲ

图像的高频特性。图３为ＳＡＲ信息可视化框架。

从原始ＳＡＲ图像中提取强度分量并进行特征提

取，采用特征选择算法（图３中特征／信息选择部

分［５］）选择原始ＳＡＲ图像重要信息；将强度分量

输入犢 通道，将选择出来重要信息分别输入犆犫

和犆狉通道，进行ＳＡＲ信息可视化，得到可视化图

像如图３右边大图所示。

图３　基于特征选择的ＳＡＲ信息可视化框架

Ｆｉｇ．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ＳＡ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基于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特征选择的ＳＡＲ信息可

视化方法。ＳＡＲ图像包含的信息种类繁多，且描

述了各种不同的物理特性。而对于同一场景的

ＳＡＲ图像，如何选择其重要信息来进行信息可视

化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学

习算法对原始ＳＡＲ图像进行学习，并选择出适合

某类或者某几类的信息用于ＳＡＲ信息可视化应

用。

在每次迭代过程中，弱分类器将遍历共享图

的每个节点，并在最小代价的节点停止。共享图

的节点的含义为适合某类或者某几类共享；弱分

类器则对应着每一维特征。此时，可以认为Ｊｏｉｎｔ

Ｂｏｏｓｔ学习算法在迭代的过程中学习到了某一维

特征适合某类或者某几类地物共享。如图４所

示，对每一维特征定义弱分类器，遍历共享树，在

节点狊（狀）上计算各个弱分类器的代价函数，如

式（３）所示。最小代价弱分类器对应的特征维即

是适合共享树节点狊（狀）的共享含义的特征。

图４　特征选择过程

Ｆｉｇ．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３　实　验

实验数据采用ＥＳＡＲ采集的德国某机场极

１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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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干涉ＳＡＲ图像，大小为１２００像素×１３００像

素。原始 ＨＨ、ＨＶ、ＶＶ三通道的伪彩图如图５

（ａ）所示。特征采用极化ＳＡＲ图像各种相干分解

与非相干分解特征如下：Ｐａｕｌｉ分解系数（３Ｄ）
［７］，

Ｆｒｅｅｍａｎ－Ｄｕｒｄｅｎ分解系数（３Ｄ）
［８］，相关系数

（３Ｄ）
［９］，四分量分解系数（４Ｄ）

［１０］，Ｃｌｏｕｄｅ分解

系数（３Ｄ）
［１１］，Ｂａｒｎｅｓ分解系数（３Ｄ）

［１２］，Ｈｏｌｍ

分解系数（３Ｄ）
［１２］，Ｈｕｙｎｅｎ分解系数（３Ｄ）

［１３］，

ＯＥＣ分解散射系数（３Ｄ）
［１４］，ＳＤＨ 分解系数

（３Ｄ）
［１５］；极化干涉ＳＡＲ图像的各种分解系数如

下：最佳相关系数（３Ｄ）
［１６］，Ｌｅｅ最佳相关系数

（２Ｄ）
［１７］，Ｎｅｕｍａｎｎ分解系数（５Ｄ）

［１８］，ＮＲＦＦ分

解系数（３Ｄ）
［１８］。以上所有特征共计４４维，且每

一维都有独特的物理含义。本文将提取以上所有

特征组成一个４４维的特征向量，并采用Ｊｏｉｎｔ

Ｂｏｏｓｔ算法学习选择重要特征作为可视化的输

入。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算法训练所需的标记结果为手

工标注的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如图５（ｂ）所示。

图５　德国某机场极化干涉ＳＡＲ图像

Ｆｉｇ．５　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ｉｒｐｏｒｔＰｏｌＩｎ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ｆｒｏｍＥＳＡＲ

本文的实验采用犢犆犫犆狉 空间及犚犌犅 空间进

行信息可视化。在犢犆犫犆狉 空间，极化干涉ＳＡＲ

的强度图像作为亮度分量犢 的输入，由Ｊｏｉｎｔ

Ｂｏｏｓｔ学习算法选择出两个重要信息作为犆犫 和

犆狉通道的输入。在犚犌犅空间，由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学

习算法选择出３个重要信息作为犚犌犅３通道的

输入。图６为德国某机场极化干涉ＳＡＲ图像的

信息可视化结果对比分析，其中图６（ａ）图为原始

ＨＨ、ＨＶ、ＶＶ３通道的合成伪彩图，图６（ｂ）～

６（ｄ）为可视化的结果图，图６（ｂ）、图６（ｃ）为ＳＡＲ

信息在犚犌犅空间的可视化结果，图６（ｂ）由Ｊｏｉｎｔ

Ｂｏｏｓｔ选择的重要特征为最佳相关系数分解的３

个系数，图６（ｃ）由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选择的重要特征为

Ｈｏｌｍ分解的３个系数；图６（ｄ）为ＳＡＲ信息在

犢犆犫犆狉空间的可视化，由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选择的重要

特征为Ｎｅｕｍａｎｎ分解的第一个系数及最佳相关

分解的第二个系数。其中，图６（ａ）勾选了３块不

清晰的区域，如椭圆形框内所示。根据用户要求

显示何种地物目标，查询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特征选择的

结果，选择能够凸显此种目标的特征进行显示，获

得如图６（ｂ）、６（ｃ）两个不同的信息可视化结果。

如图６（ｂ）、６（ｃ）中椭圆形框所圈的区域，显示出

了不同的地物目标。而图６（ｄ）是提升了整幅图的

清晰度。此外，在图像进行信息可视化之后，部分

如农田等都较原始伪彩图清晰。基于ＪｏｉｎｔＢｏｏｓｔ

特征选择算法的ＳＡＲ图像信息可视化可以根据

用户的不同要求显示不同的地物目标。因此，这

种ＳＡＲ图像的信息可视化方法的结果是可变的，

是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来改变可视化的结果的。

图６　信息可视化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ｔｌ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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