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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犓均值聚类存在的初始聚类中心不稳定、聚类数目难以确定的问题，提出利用正交投影散度

（ＯＰＤ）优化犓均值算法的初始聚类中心，设计了ＲＤ指标函数用于估计聚类数目犽。将所提出的算法应用于

高光谱影像特征提取与端元提取分析，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算法的性能高于已有的类似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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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聚类的非监督特性，其只能利用原始的

高维数据，导致计算复杂度及性能都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响。而传统的监督分类由于利用了大量的

先验样本数据，可以大幅提高高光谱影像分类精

度，但是获取足够多的样本数据的难度仍然十分

大。因此，小样本情况下高光谱影像的快速降维

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犓均值算法作为最早

提出且应用广泛的聚类算法，因简单、高效、鲁棒、

适应性强等优点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模式识

别、遥感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３］。但此算法仍有

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① 对初始聚

类中心十分敏感，不同的初始聚类中心可能导致

不同的结果；② 需要预先指定聚类个数犽，当无法

获得数据的先验知识时，无法预测该值的具体大

小。本文将典型地物的光谱数据作为先验样本知

识，设计了监督犓均值聚类的高光谱快速降维方

法，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正交投影散度（ｏｒ

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ＰＤ）的犓均值

初始化方法以及能够有效估计聚类个数犽的

方法。

１　改进的犓均值算法

犓均值算法的思想为：对于一个给定的包含

狀个对象的遥感数据，以及事先给定的聚类个数

犽，该算法利用一定的划分准则函数，通过迭代过

程将数据划分为犽个组，其中，犽≤狀，每一组代表

一个聚类。划分后的聚类符合聚类算法的原则，

即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类的个

体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１．１　犓均值初始聚类中心的选取

近年来，正交子空间投影（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ｓｕｂ

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ＳＰ）理论在遥感领域应用广

泛［４］，为了求解其最优解，需要在高光谱数据中找

到能够使最小二乘估计趋向于最优值的波段。根

据最小二乘估计原理，即最大化端元（代表某一典

型的地物类）与背景之间的距离：

ｏｐｄ＝狉
Ｔ
犻犘

⊥
狉
犼
狉犻 （１）

　　由式（１）可以定义一个对称的光谱测度，即正

交投影散度：

ＯＰＤ（狉犻，狉犼）＝ （狉
Ｔ
犻犘

⊥
狉
犼
狉犻＋狉

Ｔ
犼犘

⊥
狉犻
狉犼）

１／２ （２）

其中，犘⊥狉犽 ＝犐－狉犽（狉
Ｔ
犽狉犽）

－１狉Ｔ犽，犽＝犻，犼。这就是

ＯＰＤ的思路，它表达了两个像元向量狉犻 和狉犼 之

间的正交投影残差的测度，可以用作不同地物光

谱向量之间相似性的测度指标。此算法继承了

ＯＳＰ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分离感兴趣目标信息与

背景信息，提高地物类光谱向量的区分度，利用

ＯＰＤ进行波段选择能够选择出较好的算法
［４］。

因此，可以将ＯＰＤ算法的波段选择结果作为犓

均值的初始聚类中心，从而改进犓均值因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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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聚类中心而导致的不同收敛结果问题，特别

是较差的初始聚类中心导致的局部收敛问题。

波段选择时采用顺序浮动前向搜索（ｓｅｑｕｅｎ

ｔｉａｌ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ｅａｒｃｈ，ＳＦＦＳ）作为波段选

择的策略。该算法首先执行前向添加步骤，然后

判断上一步所取得的值是否高于最新值，如果高

于则执行后向排除步骤，反之，继续执行前向添加

过程。此算法只是在需要时才执行后退步骤，能

够得到接近于最优的解，且计算速度要快于经典

的穷举搜索算法。此算法详见文献［６］。

１．２　犓均值聚类数目的确定方法

犽值的估计是犓均值算法中的一个难点问

题。假定聚类数目从犽＝１增长到犽＝狀，那么，不

同聚类之间的“距离”也将从大一直减小。因此，

在“距离和聚类个数”的曲线图上，那些具有明显

拐点的地方则指示了相对合理的聚类个数。所

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一个距离指标函数，根据其

曲线拐点就能很容易地找到相对合理的聚类个

数。

从以上思路出发，本文设计了距离指标函数，

即类间平均距离与类内平均距离之比ＲＤ：

ＲＤ犫狑 ＝犱犫／犱狑 （３）

其中，犱犫＝∑
犼

‖狓犼－珚狓犽‖为类间平均距离；犱狑＝

∑
犽

犻＝１
∑
犼
‖狓犻犼－珚狓犻‖为类内平均距离。本文利用ＲＤ

函数评估犽值的大小，为了便于对比，实验部分实

现了几种犽值估计方法，如Ｒ２、ＳＲ２、和ｐｓｅｕｄｏＦ

等［５，６］。

１．３　改进的犓均值算法流程

本文利用所提出的犓均值初始聚类中心选

取方法和犽值确定方法，提出了基于典型地物光

谱数据的 犓均值监督聚类算法（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犓

ｍｅａｎｓ，ＳＫＭ），步骤如下所示。

１）将 ＯＰＤ算法选出的犽个波段作为犓均

值的初始聚类中心狊
（犻），１≤犻≤犽；

２）对影像数据的地物类别光谱数据进行犓

均值聚类分析，计算波段犿ｔｈ和波段犻ｔｈ（初始中

心）之间的距离犱２（狓犿，狊
（犽）），将其余波段分配到

离其最近的聚类中心；

３）一旦所有波段分配完毕，重新计算各聚类

中心，以计算后的中心代替原指定的中心；

４）利用下式计算各波段与当前聚类中心的

距离：

犱２（狓犻，珚狓
（犽））＝∑

犔

犼＝１

（狓犻犼，珚狓
（犽）
犼 ）

２ （４）

将波段移动到离其最近的聚类中心，重新计算各

聚类中心并根据计算结果更新聚类中的成员；

５）不断重复步骤３）、４），直到所有波段所属

的聚类中心不再变动；

６）根据式（３）计算此时的ＲＤ值，该值将用

于后续的犽值评估。

需要说明的是，ＳＫＭ中可以采用不同的距离

计算方法，如欧氏、城市街区、光谱角度 （ＳＡＭ）

和光谱相关系数等。由于ＳＡＭ 在高光谱数据中

的优越性，本文采用其作为距离计算依据。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犃犞犐犚犐犛犔狌狀犪狉犔犪犽犲和犆狌狆狉犻狋犲数据

ＬｕｎａｒＬａｋｅ数据为 ＡＶＩＲＩＳ传感器获取的

美国内华达州Ｎｙｅ县北部地区的２２４波段数据，

在删除了水吸收和低ＳＮＲ波段后，保留１５８个波

段。根据实地调查，影像中包含火山渣、干盐湖、

流纹岩、植被和异常物等５种地物（见图１（ａ））。

实验采用从原始数据左上角裁切的大小为２００像

素×２００像素的子图像（见图１（ｂ））。

Ｃｕｐｒｉｔｅ数据为ＡＶＩＲＩＳ传感器于１９９７年获取

的内华达地区２２４波段的影像，子图像大小为３５０

像素×３５０像素（见图１（ｃ））。在删除了水吸收和

低ＳＮＲ波段后，保留了１８９个波段。该影像含有

明矾石（Ａｌｕｎｉｔｅ，Ａ）、水铵长石（Ｂｕ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ｉｔｅ，Ｂ）、

方解石（Ｃａｌｃｉｔｅ，Ｃ）、高岭石（Ｋａｏｌｉｎｉｔｅ，Ｋ）和白云

母（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Ｍ）等５种矿物（见图１（ｄ））；根据

实地调查，实际上含有２０种以上的矿物。

图１　ＬｕｎａｒＬａｋｅ和Ｃｕｐｒｉｔｅ数据

Ｆｉｇ．１　Ｉｍａｇ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ｕｎａｒＬａｋｅ

ａｎｄＣｕｐｒｉｔｅ

２．２　数据聚类与特征提取

本文对高光谱数据进行聚类特征提取，并利用

ＯＳＰ和约束线性判别分析（ＣＬＤＡ）分类算法分别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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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降维后的数据进行分类［７，８］。为进行对比，实现

了原始犓均值（ＫＭ）、以 ＭＳＮＲＰＣＡ
［９］为初始聚类

中心的犓均值（ＫＭ（ＭＳＰ））、相关系数分组（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ＢＧ（ＣＣ））和均等分组（ｕｎｉｆｏｒｍ

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ＢＧ（Ｕ））等聚类算法。

数据分类的平均精度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

本文提出的ＳＫＭ算法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其性能

要高于其他４种算法；特别是图２（ａ）中当特征个数

较少时，本文算法效果也较好。ＫＭ（ＭＳＰ）算法的

效果次之；ＫＭ和ＢＧ（Ｕ）算法效果最差，这是因为

犓均值的初始聚类中心问题，导致其结果往往陷入

局部最小值，而ＢＧ（Ｕ）则把所有波段均等地分到

各个聚类，导致算法不稳定、效果最差。

图２　特征提取分类结果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３　犓值估计

为验证所提出的犽值估计算法，利用所提出

的ＲＤ算法估计Ｃｕｐｒｉｔｅ数据的端元个数。根据

已有文献，该数据的端元数目为２２个左右
［１０］。

因此，从理论上说，对该数据利用ＳＫＭ 聚类时，

其犽值也应该在２２个左右，算法ＲＤ、Ｒ２、ＳＲ２和

ｐｓｅｕｄｏＦ的实验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Ｃｕｐｒｉｔｅ数据犽值估计图

Ｆｉｇ．３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犓ｍｅａｎｓｆｏｒ

ＣｕｐｒｉｔｅＤａｔａ

根据评估犽值数目的理论，曲线上出现拐点

的位置最有可能是犽的取值。由图３中各算法的

结果，ＲＤ算法得到的可能值为３、９、１８、２２；Ｒ２算

法和ＳＲ２得到的可能值分别为３、９、１５、２２和９、

１２、１５、２１、２７；而ｐｓｅｕｄｏＦ算法得到的结果为３、

９、１５、２５。前３种算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相同

值为９和２２。这与ＶＤ的结果是相符的，也说明

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距离特征曲

线上可能找不到任何拐点，此时就无法判断和估

计犽值的大小。幸运的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同时

发生在所有估计犽值的算法上。因此，总可以根

据某一算法得到估计的犽值，这也是本文提出

ＲＤ算法的意义所在。

２．４　端元提取

为进一步验证ＳＫＭ 算法的有效性，从ＳＫＭ

降维后的Ｃｕｐｒｉｔｅ数据中提取了２２个端元，并与

５种地面真实矿物光谱（简称为真实值）进行对

比。其中，利用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提取了端元信息，

以ＳＡＭ作为端元相似性的评判标准。表１～４

显示了提取的端元与５种真实矿物（Ａ、Ｂ、Ｃ、

Ｋ、Ｍ）的ＳＡＭ相似性对比结果。

表１　基于犛犓犕提取的端元与真实值相似性对比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ＳＡ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ｕｎ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

ｆｏｒＳＫＭ

Ａ（６２，１６１）Ｂ（２０９，２３４）Ｃ（３０，３４７）Ｋ（２２，２９８）Ｍ（３３，２７１）

ａ（６２，１６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７６ ０．２０３８ ０．０９６１ ０．１４２１

ｂ（６９，１４２）０．１５１８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７４６ ０．１６６２ ０．０８３４

ｃ（１１，１５６）０．２１１５ ０．０９６７ ０．０３５０ ０．２１３５ ０．１１７０

ｋ（２２，２９９）０．１０７６ ０．１７８９ ０．２１７７ ０．０２２０ ０．１３０５

ｍ（３３，２７１）０．１４２１ ０．０９６８ ０．１１０８ ０．１２６３ ０．００００

表２　从所有波段中提取的端元与真实值相似性对比

Ｔａｂ．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ＳＡ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ｕｎ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ｕｔｈｆｏｒＡｌｌＢａｎｄｓ

Ａ（６２，１６１）Ｂ（２０９，２３４）Ｃ（３０，３４７）Ｋ（２２，２９８）Ｍ（３３，２７１）

ａ（６２，１６０）０．０１６７ ０．１５２４ ０．１９７８ ０．０９２１ ０．１３５６

ｂ（２０２，２１８）０．１６３６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８８２ ０．１７４８ ０．０９２６

ｃ（２９，３４８）０．２２２５ ０．１１０８ ０．０５１６ ０．２１９４ ０．１２１３

ｋ（２３，２９８）０．１０９８ ０．１５２３ ０．１９１８ ０．０６１３ ０．１０７９

ｍ（３３，２７１）０．１４２１ ０．０９６８ ０．１１０８ ０．１２６３ ０．００００

表３　基于犅犌（犆犆）提取的端元与真实值相似性对比

Ｔａｂ．３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ＳＡ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ｕｎ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ｕｔｈｆｏｒＢＧ（ＣＣ）

Ａ（６２，１６１）Ｂ（２０９，２３４）Ｃ（３０，３４７）Ｋ（２２，２９８）Ｍ（３３，２７１）

ａ（６１，１６１）０．０１７２ ０．１６４５ ０．２１１５ ０．０９６２ ０．１４７６

ｂ（２１０，２４３）０．１２４４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９５９ ０．１４００ ０．０７０１

ｃ（１７１，１６７）０．２１３１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３０８ ０．２２２９ ０．１１９５

ｋ（２２，２９８）０．０９６１ ０．１７３３ ０．２１１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６３

ｍ（３３，２７２）０．１５１９ ０．０９６４ ０．１０４０ ０．１４１３ ０．０２６４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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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基于犅犌（犝）提取的端元与真实值相似性对比

Ｔａｂ．４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

ＳＡ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ｕｎ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ｕｔｈｆｏｒＢＧ（Ｕ）

Ａ（６２，１６１）Ｂ（２０９，２３４）Ｃ（３０，３４７）Ｋ（２２，２９８）Ｍ（３３，２７１）

ａ（６２，１６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７６ ０．２０３８ ０．０９６１ ０．１４２１

ｂ（１０３，１８４）０．１４９７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７２２ ０．１６０５ ０．０７０５

ｃ（１１，１５６）０．２１１５ ０．０９６７ ０．０３５０ ０．２１３５ ０．１１７０

ｋ（２２，２９９）０．１０７６ ０．１７８９ ０．２１７７ ０．０２２０ ０．１３０５

ｍ（３３，２７２）０．１５１９ ０．０９６４ ０．１０４０ ０．１４１３ ０．０２６４

　　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利用ＳＫＭ 方法所提

取的端元最为纯净（提取出了２种矿物，且其余矿

物的ＳＡＭ值是所有算法中最小的），其他算法至

多只提取了一种矿物；利用所有波段数据提取的

端元次之（提取了一种矿物），最差的是利用

ＢＧ（ＣＣ）和ＢＧ（Ｕ）分组结果提取的端元（ＳＡＭ值

普遍偏大）。因此，基于ＳＫＭ 的端元提取能够得

到较好结果，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２．５　算法复杂度分析和统计显著性比较

ＳＫＭ算法的复杂度为犗（犔犛犓狋），普通的犓

均值算法复杂度为犗（犔犖犓狋），其中，犛为典型地

物光谱的数目；狋为算法的迭代时间；犖 为原始影

像数据的像元个数，很明显犛犖。因此，ＳＫＭ

算法的复杂度大大低于原始的犓均值算法。另

外，为在统计上验证本文算法，基于 ＡＶＩＲＩＳ

Ｐｉｎｅｓ数据采用 ＭＣＮＥＭＡＲ′ＳＴＥＳＴ对ＳＫＭ算

法与其他算法的显著统计性进行了分析（见表

５）。可以看出，在５％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ＳＫＭ

的性能明显高于其他算法。

表５　犕犮狀犲犿犪狉′犛犜犲狊狋获得的犣值（犘犻狀犲狊数据）

Ｔａｂ．５　犣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Ｍｃｎｅｍａｒ’ＳＴｅｓｔｆｏｒＡＶＩＲＩＳＰｉｎｅｓ

（５％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ＫＭ ＫＭ（ＭＳＰ） ＢＧ（Ｕ） ＢＧ（ＣＣ）

ＳＫＭ
｜狕｜ ２２．１８ １５．３２ ４．５４ ４．０７

显著？ 是 是 是 是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犓均值的监督聚

类分析（ＳＫＭ）方法，并将其应用于高光谱影像特

征提取与端元提取。与聚类分析仅仅利用原始数

据或监督方法利用先验样本标签数据不同，本文

将典型地物类别的光谱数据引入聚类算法，改进

了聚类方法的非监督特性。实验结果证明，改进

的初始聚类中心选取算法提高了犓均值算法的

稳定性、鲁棒性；本文提出的ＲＤ算法为估计犽值

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本文ＳＫＭ 算法不仅扩展了

聚类分析的应用范围，对于推进高光谱影像处理

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致谢：感谢普渡大学 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博士

提供实验所用的ＡＶＩＲＩＳ高光谱遥感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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