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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波段选择改进的高光谱端元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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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传统ＮＦＩＮＤＲ算法降维时破坏像元光谱曲线的物理意义这个问题，采用波段选择方法中的最佳指
数法代替特征提取，改进ＮＦＩＮＤＲ算法的降维方式；利用模拟和真实高光谱数据进行实验，分别用改进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
与其它两种算法提取端元，并用全约束最小二乘法解混。结果表明，改进的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的解混精度更高，用时更少。
用波段选择代替特征提取改进降维方式，保留了光谱曲线的物理意义，在ＮＦＩＮＤＲ算法中是可行的。

关键词：光谱学；高光谱；端元提取；波段选择；最佳指数法

中图分类号：ＴＰ７５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７５１０／ｊｇｊｓ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３８０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４

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ＹＡＮＹａｎｇ，ＨＵＡＷｅｎｓ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ＣＵＩＺｉｈａｏ，ＬＩＵＸ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ｒｍ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ｉｘｅｌｓｉ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ＦＩＮＤ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ｂｅｓｔ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ｂ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ｕｓｅｄ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ＮＦＩＮＤ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ｒｅａｌ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ａｔａ．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ＮＦＩＮＤ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ｕｌ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ｍｉｘ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Ｎ
ＦＩＮＤ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ｕｓｅｓｌｅｓｓｔｉｍｅ．Ｉｔ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ｕｓｅｂ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ｒｅｔａｉ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ｉｎＮＦＩＮＤ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ｎｄｅｘｆａｃｔｏｒ

　　作者简介：严　阳（１９９３），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
光谱图像处理等方面的研究。

通讯联系人。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ｗｅｎｓｈ＠１２６．ｃｏ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０４；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０９

引　言

高光谱成像技术在不断发展，在军事目标探测、矿

物含量检测和农作物成熟度测量等多个领域应用广

泛［１］。高光谱的光谱分辨率在不断提高，但是其空间

分辨率还不够高，美国机载可见光红外光谱仪［２］（ａｉｒ
ｂｏｒｎ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ＡＶＩＲＩＳ）采
集到的高光谱图像的空间分辨率为２０ｍ，较低的空间
分辨率使得高光谱在获取图像时，图像中会存在大量

的混合像元。对混合像元的解译通常包含端元提取和

丰度反演两个部分［３］。高光谱图像中的纯净像元称

为端元，寻找端元的过程叫做端元提取；混合像元中各

端元的含量称为丰度，利用端元求解混合像元丰度的

过程叫做丰度反演［４］。

高光谱的光谱维数较高，在处理数据时，有时需要

先对高光谱数据进行降维，使高维数据变为低维数

据［５］。高光谱数据的降维方法包括特征提取和波段

选择两种［６］。特征提取是对高光谱数据进行投影变

换，把数据从高维空间投影到低维空间中，这个过程会

破坏光谱曲线的物理意义。波段选择则是从多个波段

中选择波段子集，构成低维的光谱空间，从而实现降

维。特征提取的典型方法有最小噪声分离［７］和主成

分分析［８］，波段选择的典型方法主要有最佳指数法和

自适应波段选择法［９］等。

线性光谱混合模型认为光谱信号由各端元按照相

应的丰度线性组合而成。一般几何上认为，高光谱数

据在高维光谱空间中构成凸面单形体，端元分布在凸

面单形体的顶点上，而混合像元则主要分布在单形体

的内部［１０］。近些年，研究者主要从以下算法研究端元

提取过程：像元纯度指数、ＮＦＩＮＤＲ算法、自动目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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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及单形体增长算法等。ＷＩＮＴＥＲ等人［１１］根据最

大单形体理论提出了ＮＦＩＮＤＲ算法，因算法简单易行
备受关注。ＣＨＡＮＧ等人［１２］在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的基础
上提出了单形体增长算法，每次增加一个顶点，逐步提

取端元。ＷＡＮＧ等人［１３］采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

距离尺度计算代替传统ＮＦＩＮＤＲ算法中的体积计算。
ＸＩＯＮＧ等人［１４］通过寻找端元可能的存在区域，减少

体积计算过程，提高端元提取速度。

传统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利用特征提取的方式对高
光谱数据进行降维，使其满足体积公式，但是其破坏了

数据的物理意义。为此，本文中利用降维方法中的波

段选择代替特征提取方法，其降维后不仅能满足体积

公式，而且不改变光谱的物理意义。

１　改进的ＮＦＩＮＤＲ端元提取方法

１．１　端元数的计算
端元提取时，需要确定端元数目，计算端元数常用

的方法有虚拟维度［１５］和最小误差高光谱信号识别法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ｍｉｎｉｍｕｍｅｒｒｏｒ，
ＨＹＳＩＭＥ）［１６］。本文中用虚拟维度，在一定虚警率下，
评估高光谱图像中的端元数Ｐ。
１．２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是通过寻找最大体积提取端元，假
设高光谱图像中端元的光谱向量为 ｅｉ＝（ｘ１，ｘ２，…，
ｘＬ）

Ｔ，ｉ＝１，２，…，Ｐ，其中下标 Ｌ为高光谱的波段数，Ｐ
为端元数，所有端元组成的光谱矩阵为 Ｅ＝（ｅ１，ｅ２，
…，ｅＰ）∈ＲＬ×Ｐ，Ｒ代表实数域。首先，利用特征提取方
法中的最小噪声分离对高光谱数据降维，使其光谱维

度变成Ｐ－１维，然后在高光谱图像中选择 Ｐ个像元
点作为初始端元集，最后利用体积公式计算端元集构

成的凸面单形体体积［１７］，体积计算公式为：

Ｖ（Ｅ）＝ａｂｓ（Ｅ）／（Ｐ－１）！ （１）

Ｅ＝
１ １ … １
ｅ１ ｅ２ … ｅ[ ]

Ｐ

（２）

式中，Ｅ为端元矩阵Ｅ的行列式，Ｖ代表体积，ａｂｓ为
取绝对值，ＮＦＩＮＤＲ算法将图像中其余的像元点更换
其中一个端元，迭代计算其体积，直至找到最大的体

积，此公式在计算体积时，需要对高光谱数据降维。

ＧＥＮＧ等人［１８］改进体积公式，使得体积计算不受数据

维度限制。令ＡＰ－１＝［ｅ２－ｅ１，ｅ３－ｅ１，…，ｅＰ－ｅ１］，变
换行列式，则体积公式转换为：

１ １ … １
ｅ１ ｅ２ … ｅＰ

＝

１ ０ … ０
ｅ１ ｅ２－ｅ１ … ｅＰ －ｅ１

＝
１ ０
ｅ１ ＡＰ－１

（３）

１ １ … １
ｅ１ ｅ２ … ｅＰ

＝
１ ０
ｅ１ ＡＰ－１

＝

ＡＰ－１ ＝ （ＡＰ－１）
ＴＡＰ－１

１／２ （４）

　　由于（ＡＰ－１）
ＴＡＰ－１是方阵，因此改进后公式适用

于任何维度的高光谱数据，则采用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时不
需要先降维，但是此公式会增加计算量，影响时效性。

用特征提取方法降维会破坏像元光谱的物理含义，因

此可以考虑用波段选择改进降维方式。同时，波段选

择和特征提取降维后都能满足原始的体积计算公式。

１．３　波段选择
波段选择也是一种降维方法，波段选择主要依据

波段间相关性，信息量及类间可分性［１９］。最佳指数

法［２０］（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ｎｄｅｘｆａｃｔｏｒ，ＯＩＦ）是一种经典的波段选
择方法，其计算方法简单，且表达的物理意义明确。当

用最佳指数法选择ｋ个波段时，计算公式为：

Ｓ＝
∑
ｋ

ｉ＝１
σｉ

∑
ｋ

ｉ＝１
∑
ｋ

ｊ＝ｉ＋１
Ｃｉｊ

（５）

式中，σｉ为第ｉ波段的标准差，标准差越大，代表波段
的信息量越大；Ｃｉｊ为第 ｉ波段和第 ｊ波段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越小，表示两波段间的相关性越小，则波段间

的独立性越好，波段间的信息冗余度越低。利用最佳

指数法可以选择出波段中相关性小且信息量大的波段

子集，同时实现降维的目的。

本文中将波段选择方法中的最佳指数法引入到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中，用最佳指数法代替传统ＮＦＩＮＤＲ算
法中的最小噪声分离方法，使降维后不破坏像元的光

谱信息，同时提取的端元更加准确，进而使混合像元分

解的精度更高。改进的 ＮＦＩＮＤＲ端元提取算法流程
如图１所示。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ＮＦＩＮＤＲ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由于高光谱数据中端元的真实丰度信息不能准确

获得，因此，高光谱混合像元的分解精度一般可通过端

元矩阵和丰度矩阵的重构高光谱图像，与原始高光谱

图像的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２１］

判别比较，进而判断端元提取的准确性，均方根误差的

计算方法为：

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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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ＭＳＥ ＝
１
ｎ∑

ｎ

ｉ＝１
（ｘ－ｘ^）[ ]２

１
２

（６）

式中，ｘ为原始高光谱图像的像元光谱向量，ｘ^为解混
的端元矩阵和丰度矩阵的重构高光谱图像的像元光谱

向量，ｎ为图像中的像元数。ＭＲＭＳＥ的值越小，代表端
元矩阵和丰度矩阵的重构图像，与原始高光谱图像越

相近，说明解混误差越小。

２　实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中用模拟高光谱数据和真实高光谱数据进行

实验验证，分别用波段选择方法改进的 ＮＦＩＮＤＲ算
法，特征提取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和耿修瑞改进的未降维
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３种方法提取端元，然后用解混方法
中常用的全约束最小二乘法解混［２２］，对比３种方法提
取端元的解混精度以及提取端元的时间。

２．１　模拟高光谱数据
模拟高光谱数据采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模型，从美

国地质勘探局光谱库中随机选择４种不同物质的光谱
作为端元，实验中所选的４种端元在光谱库中的名称
分别 为：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ＣＯＤ２００５，ＫａｏｌｉｎｉｔｅＣＭ３，Ｃａｌｃｉｔｅ
ＣＯ２００４和ＧｉｂｂｓｉｔｅＷＳ２１４。这４种端元分别用 Ａ，Ｂ，
Ｃ和Ｄ表示，Ｆ是４种光谱的平均值，作为背景。所选
端元的波段范围为０．４０１１μｍ～２．９７６μｍ，波段数目为
４３０。图２为模拟数据的第５０波段灰度图。图３为所
选４种端元的光谱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５０ｔｈｂａｎｄ

模拟图像的空间大小为 １００×１００像元，在 ４行
中，每行均有４个大小为１５×１５像元的方块，其余部
分为背景，方块中物质的含量满足“和为１”与“非负”
约束，方块的含量如表１所示。

实际高光谱数据中存在噪声，为使模拟数据更接

近真实高光谱数据，选择在模拟数据中加入３０ｄＢ的
高斯噪声。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

Ｔａｂｌｅ１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ａｃｈ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ｕｂｅ

ｔｈｅ１ｓｔ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ｈｅ２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ｈｅ３ｒｄ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ｈｅ４ｔｈ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ｈｅ１ｓｔｒｏｗ Ａ ０．７５Ａ＋０．２５Ｂ ０．５Ａ＋０．５Ｆ ０．２５Ａ＋０．２５Ｂ＋０．５Ｆ

ｔｈｅ２ｎｄｒｏｗ Ｂ ０．７５Ｂ＋０．２５Ｃ ０．５Ｂ＋０．５Ｆ ０．２５Ｂ＋０．２５Ｃ＋０．５Ｆ

ｔｈｅ３ｒｄｒｏｗ Ｃ ０．７５Ｃ＋０．２５Ｄ ０．５Ｃ＋０．５Ｆ ０．２５Ｃ＋０．２５Ｄ＋０．５Ｆ

ｔｈｅ４ｔｈｒｏｗ Ｄ ０．７５Ｄ＋０．２５Ａ ０．５Ｄ＋０．５Ｆ ０．２５Ｄ＋０．２５Ａ＋０．５Ｆ

　　由于模拟数据中已知实际端元数Ｐ＝４，因此需要
提取３个波段子集使其满足体积公式，改进的 ＮＦＩＮ
ＤＲ算法利用最佳指数法选择的波段子集为｛２２５，
２４９，４２１｝。分别用３种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提取端元，然后
利用全约束最小二乘法解混，解混精度和端元提取时

间如表２所示。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ＭＳＥａｎ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ＦＩＮＤ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ＮＦＩＮＤ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ＮＦＩＮＤ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ＭＳＥ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３６８

ｔｉｍｅ／ｓ ５．９３ ８．８１ ５７．８９

　　由表２可以看出，改进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相对其它
两种方法的均方根误差都要小，同时可以看到，两种降

维之后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端元提取时间明显比未降维
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少。
２．２　真实高光谱数据

真实高光谱数据采用１９９７年ＡＶＩＲＩＳ获取的美国
内达华州 Ｃｕｐｒｉｔｅ矿区的高光谱图像，从中选择一个
１００×１００像元的子空间进行实验，图４为所选区域的
第５０波段的灰度图。高光谱数据的波段范围为
０．３７μｍ～２．５１μｍ，将信噪比低的波段９８～１２８和１４８～
１７０移除，总共利用１７０个波段进行实验。

改进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在虚警率为１０－６时，Ｐ＝４，
即端元数为４。用最佳指数法对高光谱数据降维，选
择波段子集，波段子集的数目为（Ｐ－１），根据公式计
算得到的波段子集为｛１，１０７，１６８｝，此波段子集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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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ｏｆｔｈｅ５０ｔｈｂａｎｄ

关性小，信息量大的波段，并且满足单形体体积计算公

式。特征提取方法的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是利用最小噪声
分离降维，然后根据体积公式计算，选择端元。ＧＥＮＧ
改进的未降维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是改进了体积公式，解
决了维数限制，但是也增加了计算量。

３种方法提取端元后，利用全约束最小二乘法解
混的均方根误差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以看出，利用
　　

波段选择方法中的最佳指数法，代替传统 ＮＦＩＮＤＲ算
法中最小噪声分离，提取的端元经过解混之后，改进的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得均方根误差最小，说明改进的 ＮＦＩＮ
ＤＲ算法能有效提取端元，且效果优于传统的 ＮＦＩＮ
ＤＲ算法。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ＭＳＥａｎｄ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ｕｅｄａｔａ

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ＦＩＮＤ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ＮＦＩＮＤ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ＮＦＩＮＤ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ＭＳＥ ７２．６３ １１７．０３ １０７．７９

ｔｉｍｅ／ｓ ５．６９ ５．７８ ２２．９３

　　３种 ＮＦＩＮＤＲ端元提取方法解混后的误差图像
如图５所示。从图中也可以看出，在绝大多数像元点
中，改进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比用特征提取方法降维的Ｎ
ＦＩＮＤＲ算法和未降维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的误差值小，说
明此种改进方法是有效的。

通过模拟和真实高光谱数据都能发现，改进的 Ｎ
ＦＩＮＤＲ算法的均方根误差比其它两种方法小。同时，
　　

Ｆｉｇ５　ＲＭＳ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ＮＦＩＮＤ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ＮＦＩＮＤ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ＮＦＩＮＤ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降维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比未降维的 ＮＦＩＮＤＲ算法端元
提取的时间少很多。而且随着光谱数据维度的增加，

改进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时间会比未降维方法少更多，而
且解混精度也相近。

由于改进的ＮＦＩＮＤＲ算法是利用波段选择降维，
其能在满足体积公式的前提下，利用最佳指数法选择

相关性小，信息量大的波段，同时不破坏光谱的物理意

义，使在端元提取时像元与原始像元更相似，最终提高

解混精度，提高算法时效性。

３　结　论

高光谱降维方法包括两种方式，特征提取会破坏

像元的物理意义，而波段选择则不能破坏其物理意义。

将波段选择与ＮＦＩＮＤＲ算法相结合，代替原本的特征

提取方法，在满足体积计算公式的基础上，也不破坏像

元光谱曲线的物理含义，使得混合像元的解混精度也

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说明用波段选择代替特征提取实

现高光谱数据的降维，在ＮＦＩＮＤＲ算法中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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