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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域谱概率协同表示的高光谱图像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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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高光谱遥感图像的分类精度，通过结合像元邻域谱与概率协同表示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信息

与光谱信息的分类方法。首先采用插值方法生成像元的邻域谱，然后用概率协同表示方法将待测样本进行分类。用所

提出的方法在ＡＶＩＲ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和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ｃｅｎｅ高光谱遥感数据库上进行分类实验，并和主成分分析、支持向量机、稀
疏表示分类器和协同表示分类器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在 ＡＶＩＲ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库上识别精度
比主成分分析法高约１７％，其识别精度和ｋａｐｐａ系数都优于另外４种方法。该方法是一种较好的高光谱遥感图像分类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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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光谱图像具有光谱分辨率高、波段数量多、光谱

信息丰富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军事［１］、农业［２］、矿

业［３］、渔业［４］、林业［５］等领域。在高光谱图像的众多

应用中，分类是前提，其目标是给图像中的每个像元赋

以唯一的类别标识。高光谱图像在为地物分类和识别

提供了细致丰富的光谱信息的同时，其数据的高维性

与谱间存在的大量冗余信息也给分类带来了困难。如

果直接用高光谱数据对地物进行分类，容易产生

Ｈｕｇｈｅｓ现象，且计算量大、耗时长。为了克服这些困
难，经常采用数据降维技术。

对于数据降维，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方法，这些方法

通常依据某种准则，将高维的谱向量投影到低维的特

征空间，然后在低维特征空间进行分类。经典的线性

降维方法有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和线性判别式分析（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ＤＡ）。ＰＣＡ和ＬＤＡ都是在高光谱数据满足全局线性
的假设下通过寻找不同的线性模型进行降维，但高光

谱数据往往是非线性的，因此，采用线性的 ＰＣ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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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ＤＡ无法揭示其非线性结构。为了在提取的特征中
揭示高光谱数据的非线性结构，研究者通过核函数将

低维的线性空间映射到高维的非线性空间，然后进行

数据降维。这些方法包括核主成分分析（ｋｅｒｎｅｌｐｒｉｎｃｉ
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ＫＰＣＡ）［６７］、核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式分
析［８］、广义判别式分析［９］和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ＳＶＭ）。流形学习算法是另一种揭示样本非
线性结构的方法。与基于核函数的方法相比较，流形

学习算法通过邻接图的嵌入能够有效保留数据的局部

结构信息［１０１３］。

近来，稀疏表示分类器（ｓｐａｒ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ｌａ
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Ｃ）被广泛应用［１４１６］。与其它的分类器

相比较，ＳＲＣ不需要训练过程，而是用所有的训练样本
组成一个字典，并通过稀疏最小化重构误差实现对测

试样本的分类。由于对每一个测试样本都需要进行复

杂的编码过程，因此，在数据量较大时，ＳＲＣ的算法复
杂度是巨大的。ＺＨＡＮＧ等人［１７］的研究表明，在对测

试样本进行分类时，起主要作用的是所有样本对测试

样本的协同表示而不是稀疏性约束，并提出一种基于

ｌ２范数编码的协同表示分类方法（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Ｃ）。与基于 ｌ１范数编
码的ＳＲＣ相比较，这种基于ｌ２范数的编码方法能够得
到解析解，因此具有更小的计算复杂度，且在人脸识别

与高光谱分类方面具有较高的识别性能［１８２１］。最近，

ＣＡＩ等人从概率的角度出发，分析了 ＣＲＣ的机理并提
出概率协同表示分类方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ＰｒｏＣＲＣ）［２２］，在 ＭＮＩＳＴ
数据库与ＡＲ数据库上取得了较好的识别结果。

上述方法在分类时仅仅考虑了像元的光谱信息，

而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空间相邻的像元最有可能属于

同一类，即具有空间一致性。为了充分利用像元的空

间信息，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空谱联合的高光谱

图像的分类方法。这些方法在相似性度量和特征提取

时考虑了像元的空间相关性，取得了优于纯光谱特征

的分类精度［２３２４］。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空间信息与光

谱信息进行像元的分类，是高光谱图像分类的研究热

点。

现有的大多数基于空谱信息的高光谱分类方法仅

利用的是单个像元的光谱数据，而事实上高光谱遥感

数据是通过光谱技术与成像技术相结合得到的，最终

的光谱数据中可能存在高光谱传感器噪声、无光照时

仪器自身带的暗电流、大气校正时的偏差等；在反射率

计算时，混合像元、地形、光照等问题也会影响到最终

的数据。由此可见，每个像元的光谱数据易受到噪声

污染且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邻域其它像元紧密相关

的。为了降低单个像元光谱数据对噪声的敏感性并充

分利用近邻像元的光谱相似特点，本文中对每个像元

的光谱数据用半径为ｒ的圆形邻域内像元光谱数据生
成的邻域谱代替，这样可有效克服噪声影响并充分利

用空间信息。生成邻域谱后，再采用概率协同表示分

类器进行分类。

１　像元邻域谱的生成

以坐标（ｉ，ｊ）为中心点的像元，图１中给出了其半
径为ｒ的Ｐ个像元构成的邻域，表示为Ｇ（ｒ，Ｐ）。Ｐ个
邻域像元中，第ｍ（ｍ＝１，…，Ｐ）个邻域点的坐标位置
可通过下式计算：

ｉｍ ＝ｉ－ｒｓｉｎ
２πｍ( )Ｐ

ｊｍ ＝ｊ－ｒｃｏｓ
２πｍ( ){
Ｐ

（１）

Ｆｉｇ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ｐｉｘｅ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当邻域点未落在像元中心位置时，其谱向量可通

过双线性插值计算得到，如图２所示。假定像元（ｉ，ｊ）
　　

Ｆｉｇ２　ｖｐｏｉｎ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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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个邻域像元为 ｖ，距离 ｖ最近的４个像元分别是
ｖ１，ｖ２，ｖ３和 ｖ４，且它们的谱向量分别为 ｓ１，ｓ２，ｓ３和 ｓ４，
各点之间的距离为１个像素。假定像元ｖ到点ｖ１和点
ｖ３的水平距离为ａ，到点ｖ２的垂直距离为 ｂ，则 ｖ的谱
向量ｇ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ｇ＝ｓ１·（１－ａ）·（１－ｂ）＋ｓ２·ａ·（１－ｂ）＋

ｓ３·（１－ａ）·ｂ＋ｓ４·ａ·ｂ （２）
　　在计算得到像元（ｉ，ｊ）所有 Ｐ个领域点的谱向量
ｇｉ（ｉ＝１，…，Ｐ）后，若像元（ｉ，ｊ）谱向量为 ｓ，则其邻域
谱 ｓ^可由下式得到：

ｓ^＝ １
Ｐ＋１（ｓ＋∑

Ｐ

ｉ＝１
ｇｉ） （３）

２　谱特征的概率协同表示

假定第 ｉ类训练样本表示为矩阵 Ｘｉ＝［ｘｉ，１，ｘｉ，２，

…，ｘｉ，ｎｉ］，向量ｘｉ，ｊ∈Ｒ
ｄ是第ｉ类的第ｊ个样本，则训练

基共有Ｎ＝ｃ×ｎ个样本，所有的训练样本集可表示为
矩阵Ｘ＝［Ｘ１，Ｘ２，…，Ｘｃ］，Ｒ

ｄ表示 ｄ子维空间，ｃ是样
本的类别数量，ｌＸ＝｛１，２，…，ｃ｝表示样本标签集合，并
将全体训练样本张成的子空间 Ｓ称为协同子空间。Ｓ

空间中的样本向量 ｘ可表示为 ｘ＝Ｘα＝∑
ｃ

ｉ＝１
Ｘｉαｉ，其

中向量 α＝［α１，α２，…，αｃ］，αｉ是对应于 Ｘｉ的编码。
若ｌ（ｘ）表示样本ｘ的标签，则样本ｘ可由训练集中的

样本协同地表示为ｘ＝Ｘα＝∑
ｃ

ｉ＝１
Ｘｉαｉ，其属于第ｉ类的

概率可表示为［２２］：

Ｐ（ｌ（ｘ）＝ｉｌ（ｘ））∈ｌΧ∝
ｅｘｐ（－ε‖ｘ－Χｉαｉ‖２

２） （４）
式中，ε是一个常数。

对于待测样本 ｙ，其属于第 ｉ类的概率可表示
为［２２］：

Ｐ（ｌ（ｙ）＝ｉ）∝ｅｘｐ［－（‖ｙ－Ｘα‖２
２＋

λ‖α‖２
２＋γ‖Χα－Χｉαｉ‖２

２）］ （５）
式中，λ和γ是常数。α可由下式计算得到［２２］：

α^＝ａｒｇｍｉｎ
α

γ
ｃ∑

ｃ

ｋ＝１
‖Ｘα－Ｘｋαｋ‖２

２{ ＋

　
　λ‖α‖２

２＋（Ｘα－ｙ）ＴＷｘ（Ｘα－ｙ}） （６）

式中，Ｗｘ为对角矩阵，其对角元素为：

Ｗｘ（ｉ，ｉ）＝１／（∑
Ｎ

ｊ＝１
Ｘｉ，ｊαｊ－ｙｉ） （７）

式中，Ｘｉ，ｊ表示矩阵Ｘ的第ｉ行第ｊ列元素。

３　测试样本分类

在得到解向量 α后，可由（５）式得到样本 ｙ属于
第ｉ（ｉ＝１，…，ｃ）类的概率：

Ｐ（ｌ（ｙ）＝ｉ）∝ｅｘｐ［－（‖ｙ－Ｘ^α‖２
２＋

λ‖α^‖２
２＋γ‖Χ^α－Χｉ^αｉ‖２

２）］ （８）
　　由（８）式可知，对所有的类，‖ｙ－Χ^α‖２

２＋λ‖α^‖２
２

是相同的，因此，样本ｙ属于第ｉ类的概率可表示为：
Ｐｉ＝ｅｘｐ（－‖Ｘ^α－Ｘｉ^αｉ‖２

２） （９）
　　这样，样本ｙ的类别归属由下式表示的规则决定：

ｌ（ｙ）＝ｍａｘ
ｉ
｛Ｐｉ｝ （１０）

４　实验结果

实验中选取美国印第安纳西北地区的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ｉｎｅｓ高光谱图像和美国加州的萨利纳斯山谷的高光
谱图像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ｃｅｎｅ，利用总体识别率和ｋａｐｐａ值作为
分类性能的评价指标，并和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支持向
量机（ＳＶＭ）、基于稀疏表示的分类器（ＳＲＣ）、基于协
同表示的分类器（ＣＲＣ）方法进行性能比较。
４．１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数据库上的实验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图像大小为１４５ｐｉｘｅｌ×１４５ｐｉｘｅｌ，波长
范围为４００ｎｍ～２５００ｎｍ，光谱分辨率为１０ｎｍ。原始波
段数为２２４个，去除坏波段和和水体吸收波段，用剩余
的２００个波段进行分类实验，图３显示了真实的地物
分布情况。

Ｆｉｇ３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ｖａｌｕｅ

图４中给出的图像位置为８０行５０列 ～９０行７０
列像元的原始谱数据与生成的领域谱数据的比较。其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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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ｐｉｘｅｌ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ｎｅｉｇｈ
ｂｏｒｈｏｏ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ｂ—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中图４ａ为原始数据，图４ｂ为邻域谱数据（图中波带数
和幅值均无单位）。对比两个图可以看出，像元的邻

域谱较原始谱具有更好的聚类性，尤其在第 ４０～第
１００波段之间的数据，明显优于原始的谱特征。

在分类实验中，选择样本数大于４００的地物进行
训练，因此，参与分类实验的样本共有９种。每一类地
物随机选择５０个样本作为训练样本，其余作为测试样
本进行实验。表１中给出了４种算法的性能指标。从
表１可知，本文中算法的分类精度与 ｋａｐｐａ系数明显
优于其余几种算法，具有较好的分类性能。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ＰＣＡ ＳＶＭ ＳＲＣ ＣＲＣ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６７．３６％ ８３．７２％ ７６．６７％ ７８．５３％ ８４．６２％

ｋａｐｐａ ０．６５５２ ０．８３２１ ０．７４２８ ０．７７５２ ０．８３８２

４．２　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ｃｅｎｅ数据上的实验
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ｃｅｎｅ图像大小为５１２ｐｉｘｅｌ×２１７ｐｉｘｅｌ，空间

分辨率为３．７ｍ，用去掉２０个水吸收波段后剩余的２０４
个波段进行实验。本次实验中采用了 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ｃｅｎｅ图
像的一个大小为８６ｐｉｘｅｌ×８３ｐｉｘｅｌ的子图像，其地面真
实数据如图５所示。

数据库２上的分类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 ２可
知，在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ｃｅｎｅ图像上，除了 ＰＣＡ算法，其余４种
算法都表现出良好的识别性能，但本文中算法在识别

性能与ｋａｐｐａ系数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Ｆｉｇ５　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ｃｅｎ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ｖａｌｕｅ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ｎ

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ｃｅｎｅ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ＰＣＡ ＳＶＭ ＳＲＣ ＣＲＣ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９５．１２％ ９８．２６％ ９７．７８％ ９７．３６％ ９８．８２％

ｋａｐｐａ ０．９４３１ ０．９７９５ ０．９７２１ ０．９７１２ ０．９８１５

　　在ＩｎｄｉａｎＰｉｎｅｓ与 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ｃｅｎｅ数据库上的实验
结果表明，随着样本数量与类别数的增加，５种算法的
识别性能都有所下降。本文中算法由于充分利用了近

邻像元的光谱相似特性，得到的像元光谱特征更稳定，

因此获得了更好的识别性能。

５　结　论

高光谱图像的空间一致性表明在同一邻域的像元

很大概率上属于同类地物的，其光谱数据具有相似性，

然而在高光谱数据的生成过程很容易受到由各种因素

带影响，容易造成同一邻域同类像元谱特征的差异，为

了克服这个困难，本文中通过采用插值方法生成像元

的邻域谱，充分利用了高光谱图像空间一致性特点。

与原始的谱特征相比较，邻域谱的类内聚类性更好，更

利于分类。其次，概率协同表示分类方法是最近提出

的一种分类方法，研究表明其具有较高的分类精度。

本文中结合邻域谱与概率协同表示分类器，将其应用

于高光谱遥感图像的分类中，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

基于邻域谱与概率协同表示方法的高光谱分类方法是

一种高性能的分类方法。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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