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４年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９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１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１０２１２８，４１０６１１３０５５３）；国家９７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ＣＢ７１９９０５，２０１１ＣＢ７０７１０５）。

第一作者：王楠，博士生。主要从事高光谱遥感图像处理研究。Ｅｍａｉｌ：ｎｗａｎ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通讯作者：杜博，博士，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ｇｕｎｓｐａｃｅ＠１６３．ｃｏｍ

犇犗犐：１０．１３２０３／ｊ．ｗｈｕｇｉｓ２０１２０５７２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２２０５

最小光谱相关约束犖犕犉的高光谱
遥感图像混合像元分解

王　楠１　张良培１　杜　博２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最小化光谱相关度约束的非负矩阵分解方法。该方法根据高光谱遥感图像中端元之间具

有不相关性这一特点，提出了一种光谱相关度函数。该函数度量光谱之间的相关程度，函数值越小，光谱间的

相关度越小。通过联合最小化光谱相关度函数和非负矩阵分解误差函数，使获得的光谱之间具有最小的相关

性，从而获得端元光谱以及组分图。模拟实验和真实实验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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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地表复杂度以及成像光谱仪分辨率的影

响，传感器的一个遥感视场单元内普遍存在多种

地物，因此混合像元普遍存在于高光谱影像中［１］。

混合像元分解技术通常将混合像元分解为一组端

元光谱以及相应的组分［２］。对于端元光谱的提

取，文献［３４］研究的算法均基于凸几何理论———

高光谱数据被包裹在端元形成的单纯形中，都以

端元提取为目的，故组分的获取需要基于提取出

的端元光谱对影像进行分解。常用的组分分解方

法有无约束最小二乘分解、半约束最小二乘分解

和全限制最小二乘分解［５］。这些混合像元分解方

法需要先提取端元光谱，再进行组分分解，因此组

分估计值的精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端元估计值的影

响。为了避免该现象，实现端元与组分的同时估

计，很多学者利用非负矩阵分解（ｎ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ｆａ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ＭＦ）对高光谱影像进行混

合像元分解［６８］。本文根据高光谱图像中端元间

具有的不相关性，利用定义的光谱协方差函数，提

出了一种光谱相关度函数，用来度量光谱间的相

关程度。将非负矩阵分解误差函数加入光谱相关

度函数惩罚项作为目标函数，通过优化此目标函

数，实现对相关程度最小的光谱集提取。

１　混合像元分解模型和非负矩阵分

解模型

１．１　混合像元分解模型

根据地表物体反射情况的不同，将混合像元

分解模型分为线性混合模型（ｌｉｎｅａｒｍｉｘｉｎｇｍｏｄ

ｅｌ，ＬＭＭ ）和非线性混合模型（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ｉｘ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ＮＬＭＭ）
［９］。线性模型是最简洁、应用最

广泛的光谱混合模型。设狉是影像中的任意犔 维

光谱向量，犕＝［犿１，犿２，…，犿犘］是大小为犔×犘

的端元光谱矩阵，狊＝［狊１，狊２，…，狊犘］
Ｔ 是犘维系数

矢量，其各分量元素对应于像元狉中端元犿犻的组

分丰度，狀为犔 维噪声项，则线性混合像元模型

为：

狉＝∑
犘

犻＝１

犿犻狊犻＋犲＝犕·狊＋狀 （１）

其中，组分向量狊满足“和为１约束”，即狊１＋狊２＋

…＋狊犘＝１，以及“非负约束”，即狊犻≥０。

考虑影像中的所有像元，式（１）可以改写为如

下矩阵形式：

犚＝犕犛＋犖 （２）

其中，组分矩阵犛满足“和为１约束”和“非负约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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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非负矩阵分解模型

非负矩阵分解将观测数据近似表达为一组非

负基的线性组合［１０］，其中混合系数为非负值：

犚≈犕犛　ｓ．ｔ．犕 ≥０，犛≥０ （３）

利用最小距离误差函数解算模型（３）：

ｍｉｎＥｒｒｏｒ＝ ‖犚－犕犛‖
２
犉ｓ．ｔ．犕 ≥０，犛≥０

（４）

其中，‖·‖犉 表示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范数。

２　最小光谱相关度约束的犖犕犉

对比线性混合模型（２）和非负矩阵分解模型

（４）可知，非负矩阵分解模型可自然满足线性混合

模型的非负约束。但由于非负矩阵分解的非凸

性，使得模型具有无限多的收敛点。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提高高光谱混合像元分解的精度，本文提

出一种最小化光谱相关度约束的非负矩阵分解

（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ＮＭＦ，

ＭＳＣＣＮＭＦ）模型，即

ｍｉｎ犉（犕，犛）＝ ‖犚－犕犛‖
２
犉 ＋λ犇（犕）

ｓ．ｔ．　犕 ≥０，犛≥０ （５）

其中，犇（犕）为光谱相关度函数，通过最小化光谱

相关度和非负矩阵分解误差函数得到端元光谱。

２．１　光谱相关度函数的定义

在高光谱数据不考虑噪声的情况下，根据线

性混合模型：

狉＝∑
犘

犻＝１

犿犻狊犻 （６）

像素狉犻是端元光谱向量集［犿１，犿２，…，犿犘］的线性组

合，即端元光谱向量集是构成数据空间［狉１，狉２，…，

狉犖］的一组基。由线性代数理论和基是线性无关向

量的极大集合，因此，高光谱图像中的端元光谱向量

集［犿１，犿２，…，犿犘］是线性无关的，通过寻找数据集

中不相关的光谱向量集，即可获取端元光谱。

高光谱遥感图像处理中，每条光谱均可看成

一个随机变量［１１］。本文定义了两条光谱向量的

协方差函数：

ｃｏｖ（犿犻，犿犼）＝

∑
犔

犽＝１

［（犿犽犻－
１

犔∑
犔

犽＝１

犿犽犻）（犿犽犼－
１

犔∑
犔

犽＝１

犿犽犼）］ （７）

　　同协方差函数一致，由光谱协方差函数的定

义（７）可知，当两个变量的变化趋势一致时，协方

差为正值；若相反，则协方差为负值；当两个变量

线性不相关时，协方差为０。

为了度量犘条光谱的相关程度，提出如下光

谱相关度函数：

犇（犕）＝∑
犘

犻＝１
∑
犘

犼＝犻＋１

ｃｏｖ（犿犻，犿犼［ ］）２ （８）

　　式（８）由每两条光谱协方差函数的平方组成，

当每两条光谱的相关度减小时，函数［ｃｏｖ（犿犻，

犿犼）］
２ 的值减小并趋近于０，故犇（犕）的值也随之

减小，反之亦然。

２．２　“和为１约束”

为了满足线性混合模型中对组分的“和为１

约束”条件，使用文献［５］的方法，定义：

犚犈 ＝
犚

η１
［ ］Ｔ ，犕犈 ＝

犕

η１
［ ］Ｔ （９）

其中，η用来控制“和为１”条件的强度，η越大，所

加的“和为１”条件强度越大。

２．３　最小化光谱相关度约束的犖犕犉

使用梯度下降法对最优化问题进行解算具有

简单、稳定和快速的特点，因此本文也使用该方法

解算提出的目标函数（５），得到最小化目标函数

（５）的优化法则：

犛←犛．（犕
Ｔ犚）．／（犕Ｔ犕犛） （１０）

犕 ←犕．（犚犛
Ｔ
－λ
犇（犕）

犕
）．／（犕犛犛Ｔ）

（１１）

其中，“．”和“．／”分别表示 Ｍａｔｌａｂ里的点乘和

点除；函数犇对光谱矩阵元素犿犻犼的梯度为：

犇（犕）

犿犻犼
＝ ∑

犘

犽＝１，犽≠犼

［（犿Ｔ犼犿犽－
１

犔∑犿犼∑犿犽）·

（犿犻犽－
１

犔∑犿犽）］ （１２）

　　按照更新规则（１０）和（１１）即可同时获得估计

的端元光谱和组分值。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使用两组模拟数据

和一组真实数据对算法进行评价。光谱角度距离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ｇｌ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Ｄ）
［９］和均方根误差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
［１２］分别用来度

量估计光谱和估计组分与参考光谱和参考组分的

差别。实验选择如下比较方法：最小体积约束

ＮＭ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ＮＭＦ，

ＭＶＣＮＭＦ）和基于分裂增广拉格朗日的单纯形

提取（ｓｉｍｐｌｅｘ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ｉａｓｐｌｉｔ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ＳＩＳＡＬ）。与本文算法一致，这两种

方法都以光谱矩阵为目标函数或目标函数的惩罚

项。同时选择仅有“和为１约束”的ＮＭＦ（ａｂｕｎ

ｄａｎｃｅｓｕｍｔｏ１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ＮＭＦ，ＡＳＣＮＭＦ）作

为比较方法，以评价提出的约束条件的有效性。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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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模拟数据实验

从 ＵＳＧＳ光谱库中选取三条光谱作为端元

光谱，其波段数为２２４，随机产生服从狄利克雷分

布的组分值，可同时满足组分“和为１约束”和“非

负约束”；模拟数据的样本个数为１２９６个。

３．１．１　不同信噪比下的算法性能

在这组实验中，模拟数据的信噪比ＳＮＲ从５

ｄＢ增大到３０ｄＢ，使用四种算法对不同信噪比

ＳＮＲ的模拟数据进行分解，各个方法得到的结果

如图１所示。图１（ａ）显示ＡＳＣＮＭＦ具有较好的

估计结果，同时 ＭＶＣＮＭＦ在信噪比较大的情况

下也具有较好的光谱估计结果，而ＳＩＳＡＬ在光谱

提取中的优势不明显。图１（ｂ）显示 ＭＳＣＣＮＭＦ

可以获得最准确的估计组分，ＡＳＣＮＭＦ对组分估

计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ＳＩＳＡＬ算法在低信噪

比的情况下可得到较好的组分估计值，而 ＭＶＣ

ＮＭＦ在低信噪比的情况下优势不明显，但其在

高信噪比的情况下则具有较好的组分估计值。

图１　不同信噪比模拟数据分解结果的ＳＡＤ和ＲＭＳＥ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ＮＲｉ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

３．１．２　不同混合程度下的算法性能

混合程度是指影像中组成混合像元的最大组

分的大小，本文用ｐｕｒｉｔｙ来表示混合程度。当影

像中存在纯净像元时，ｐｕｒｉｔｙ＝１，表示混合程度

较小，随着ｐｕｒｉｔｙ的减小，混合程度将逐渐增大。

图２是四种算法对不同混合程度的模拟数据分解

后的结果。从图２（ａ）可以看到，ＭＳＣＣＮＭＦ具有

最好的光谱估计结果。而ＡＳＣＮＭＦ也可准确地

对端元光谱进行估计，ＭＶＣＮＭＦ相对ＳＩＳＡＬ在

光谱估计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从图２（ｂ）可以看

到，在大部分情况下，ＭＳＣＣＮＭＦ可对组分实现

最优估计，而 ＡＳＣＮＭＦ相对于剩余三种方法具

有较好的组分估计结果。ＳＩＳＡＬ在混合程度较

大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较好的估计组分，而 ＭＶＣ

ＮＭＦ仅能在混合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得到较好的

组分估计值。

图２　不同混合程度模拟数据分解结果的ＳＡＤ和ＲＭＳＥ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ｅｄ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

３．２　真实数据实验

真实数据来自美国Ｎｅｖａｄａ的Ｃｕｐｒｉｔｅ地区，

该地区矿物组合多样，其中主要的地物类型为明

矾石、高岭石等［１３］。截取该地区１９９７年获取的

高光谱ＡＶＩＲＩＳ影像作为真实实验数据，如图３

所示。该真实影像大小为１９０像素×２５０像素，

其光谱范围为０．３６９～２．４８０μｍ。为了提高分

解精度，使用去除水吸收和低信噪比波段（１～３、

１０４～１１５、１４８～１７０、２２１～２２４）后剩余的１８２个

波段，选取１２个组分对真实影像进行分解。将分

解结果与ＵＳＧＳ矿物光谱库中的光谱进行匹配，

得到估计端元和参考端元间ＳＡＤ值的结果如

表１所示。

表１是四种算法对Ｃｕｐｒｉｔｅ数据分解后得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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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种算法获得的估计端元和参考端元的犛犃犇

Ｔａｂ．１　ＳＡＤ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

ＵｎｍｘｉｎｇＣｕｐｒｉｔｅＤａｔａｓｅｔ

ＭＶＣＮＭＦ ＳＩＳＡＬ ＡＳＣＮＭＦ ＭＳＣＣＮＭＦ

白云母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９２５ ０．１５９０ ０．１０４６

高岭石１ ０．１３５８ ０．２７５ ０．１２４２ ０．１００２

明矾石 ０．０５０９ ２．２０３５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６２３

蒙脱石１ ０．０６１６ ０．７０４７ ０．０６２２ ０．０６１４

水铵长石 ０．１３３０ ０．０８９１ ０．１２２２ ０．１３３２

高岭石２ ０．１４６１ ０．２１７８ ０．１４３６ ０．１３８４

绿脱石 ０．１４３４ ０．９２００ ０．２０６２ ０．１６３１

蓝线石 ０．２５１４ ０．４６０６ ０．１５８１ ０．１０６２

蒙脱石２ ０．０６５１ ０．１０５２ ０．０６２８ ０．０７７２

高岭石３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６４６ ０．１２７７

高岭石４ ０．０６１７ ０．１７７６ ０．０８６３ ０．０８６３

沙漠岩漆 ０．１９３４ ２．０４６４ ０．１１７８ ０．１１２４

的估计光谱和参考光谱的ＳＡＤ值，黑体字标出了

每种端元的最优估计。由表１可以看到，ＭＳＣＣ

ＮＭＦ相对于其他三种算法具有最多、最优的估

计值，从而证明本文算法对于真实数据也具有较

大的优势。

图３　Ｃｕｐｒｉｔｅ地区数据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ｎＣｕｐｒｉｔｅＲｅｇｉｏｎ

　　图４展示了本文方法分解出的１２种矿物的

组分图。根据１９９５年 ＵＳＧＳ发布的该地区参考

图，标出了各个组分的名称。可以看出，白云母、

高岭石１２、明矾石、蒙脱石１２、蓝线石和沙漠岩

漆被清晰地分离出来。

图４　Ｃｕｐｒｉｔｅ数据分解组分图

Ｆｉｇ．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ＭａｐｓｆｏｒＣｕｐｒｉｔｅＤａｔａｓｅｔ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高光谱图像中端元之间的不相关

性，利用定义的光谱协方差函数，提出了一种度量

光谱不相关性的函数，函数值越小，光谱间的相关

性越小。通过联合最小化光谱不相关函数和非负

矩阵分解误差函数，获得具有最小相关性的光谱

集合，最终同时得到端元光谱集以及组分信息。

模拟实验的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算法对不同信

噪比和不同混合程度的数据能够分解出较好的结

果，而对于真实数据，本文提出的算法同样具有较

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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