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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高光谱图像异常检测算法大多只考虑异常点与背景像素的光谱差异、忽略二者空间

结构差异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局部空间结构差异的自适应多层结构空谱联合异常检测方法。 该新

方法计算待测像素与背景窗像素在光谱维度上的差异以及内窗与背景窗在空间结构上的差异，重点

构建了一种自适应多层结构的异常检测框架。 该框架基于背景抑制的思想，构建多层级联的异常检

测器，将每一层检测器的异常检测结果作为约束，抑制下一层检测器中输入图像的背景信息，从而自

适应地完成背景抑制。 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较传统的双窗模型（包括全局 ＲＸ、局部 ＲＸ 和 ＫＲＸ）
更好地利用了局部空间结构和光谱维度信息，自适应地对背景进行抑制，降低了虚警率，提升了对尺

寸较小的异常目标的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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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光谱遥感是在电磁波谱的可见光、近红外、中
红外和远红外波段范围内，获取许多非常窄的连续

光谱影像数据的技术［１］。 高光谱目标检测是高光

谱图像处理中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它利用丰富的

光谱信息，通过对目标和背景信息的分析和处理，可
以有效地将弱小的地物目标从背景图像中探测出

来［２］。 通常目标检测算法建立在一定先验信息的

基础上，而实际应用中，先验信息的获取十分困难。
因此，利用无监督方式来对异常目标进行检测，具有

广泛的实用价值，其研究和发展也受到了大量的关

注。 异常检测实际上是一种二分类问题，将高光谱

图像分为目标和背景，根据异常目标光谱和周围背

景光谱特征的差异（这种差异常常是微弱的）进行

信息提取。 基于这种差异的高光谱图像异常检测，
在森林火灾检测、矿产勘探、医学肿瘤检查、军事目

标监测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３⁃４］。
异常检测主要依靠全局或局部统计变化来检测

异常。 异常检测算法主要包括 ＲＸ（Ｒｅｅｄ⁃Ｘｉａｏｌｉ）算

法［５⁃８］、核 ＲＸ（ＫＲＸ）算法［９⁃１０］、基于支持向量描述

（ＳＶＤＤ）的算法［１１⁃１３］、基于稀疏表示的算法［１４⁃１５］ 以

及基于协同表示的算法［１６］。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

在图像分类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卓越性能，Ｌｉ 等［１７］

在迁移学习基础上，建立了基于 ＣＮＮ（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卷积神经网络）框架的高光谱异常检

测算法，通过比对测试点和近邻域像素来获取异常

目标，但其只考虑了光谱差异。
随着成像技术的发展，成像光谱仪的光谱分辨

率和空间分辨率不断提高。 高光谱数据不仅包含了

地物的光谱辐射信息还包含了地物的空间分布、形
状以及纹理等空间信息。 异常检测的目的是寻找与

背景有明显差异的目标，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光谱

信息上还体现在空间结构上（如纹理特性）。 然而

传统异常检测算法大多只考虑异常点与背景像素的

光谱差异、忽略了二者在空间结构上的差异，这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高光谱数据的浪费，也使得检测性

能未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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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局部空间结构差异

的空谱联合高光谱图像异常检测方法。 该方法，不
仅计算待测像素与背景窗内像素在光谱维度上的差

异程度，还度量了内窗与背景窗在空间结构上的差

异。 由于异常检测中，目标形状、纹理、大小等信息

都是未知的，存在尺寸很小甚至为亚像元的目标，传
统的检测器对小目标的检测效果较差。 因此本文又

构建了自适应多层异常检测框架，较传统的双窗模

型（全局 ＲＸ、局部 ＲＸ 和 ＫＲＸ）更好地利用了局部

空间结构和光谱维度信息，降低了虚警率，提升了对

像素少的异常目标的检测效果。

１　 局部空间结构差异的异常检测算法

１．１　 算法模型

异常检测算法多基于 Ｒｅｅｄ 和 Ｘｉａｏｌｉ Ｙｕ 提出的

ＲＸ 双窗模型［５］，通过检测当前像素与背景像素的

光谱差异来发现异常点，但却往往忽略了目标和背

景在空间结构上的关联性。 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

于局部空间结构差异的空谱联合异常检测算法。 该

算法不仅考虑光谱信息，还通过内窗和背景窗的空

间结构相似性计算异常值，同时调整空间异常值和

光谱异常值的权值，得到最终的异常指数。 该算法

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局部空间结构差异的空谱联合算法模型

在检测过程中，采用相同中心点的双窗模型。
图 １ 中，红色代表待测像素；绿色内窗大小为 ｒｉｎ ×
ｒｉｎ，可以看作目标区域，起到保护待测像素的作用；
灰色部分的外窗大小为 ｒｏｕｔ × ｒｏｕｔ，可以看作背景区

域。 通常 ｒｉｎ 和 ｒｏｕｔ 取奇数，ｒｏｕｔ ＝ Ｋ·ｒｉｎ（Ｋ∈Ｒ ＋）。 为

了更好地描述待测像素与背景区域间的异常性，设
置异常指数（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ｄｅｘ，ＡＩ） 进行评估。

１．２　 光谱异常值

将高光谱遥感图像各个像元每条光谱曲线看作

是光谱空间的一个矢量，通过计算待测像元光谱矢

量与背景光谱矢量之间的角度大小来表示两者之间

的相似度，进一步度量光谱异常值（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ｖａｌｕｅ，ＳＡＶ）。

待测像素 ｒ（ ｉｋ，ｊｋ） ＝ ｛ ｒ１，ｒ２，…ｒＬ｝ Ｔ，背景窗像素

ｒｂ（ ｉｋ，ｊｋ） ＝ ｛ ｒｂ１，ｒｂ２，…ｒｂＬ｝ Ｔ，均表示为 Ｌ × １维列向量

（Ｌ 为总波段数），两者之间的相似函数定义为

ｓｉｍ（ｒ，ｒｂ） ＝ ｃｏｓ（ｒ，ｒｂ） ＝
ｒＴｒｂ

‖ｒ‖‖ｒｂ‖
＝

∑
Ｌ

ｔ ＝ １
ｒｔ × ｒｂｔ

∑
Ｌ

ｔ ＝ １
（ ｒｔ） ２ × ∑

Ｌ

ｔ ＝ １
（ ｒｂｔ） ２

（１）

式中，‖·‖为 ２范数，用于求解向量的长度。 由高

光谱数据某一像素点在所有波段的成像性质可知，
ｓｉｍ（ｒ，ｒｂ） ∈ ［０，１］，待测像素与背景像素的光谱波

形越相似，夹角越小，相似函数值越大。 由于异常值

需要计算待测像元和背景像元间的“相异程度”，对
（１） 式变形得到

ｆ（ｒ，ｒｂ） ＝ １ － ｓｉｍ（ｒ，ｒｂ） （２）
ｆ（ｒ，ｒｂ） 的值越大则待测像素和背景像素的光谱差

异越大。 计算待测像素与背景窗口内所有像素点之

间的相异程度，取均值即可得到该待测像素与外窗

内背景像元之间的光谱异常值

δＳＡＶ ＝ １
ｒｏｕｔ × ｒｏｕｔ － ｒｉｎ × ｒｉｎ

∑
ｉｂ
∑
ｊｂ

ｆ（ｒ（ ｉ，ｊ），ｒｂ（ ｉｂ，ｊｂ））[ ]

（３）
１．３　 局部空间异常值

本文定义了局部空间结构的异常值 （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ｖａｌｕｅ，ＬＳＳＡＶ），将待测像素

同内窗看作一个整体，以体现出待测点的空间结构

信息。
如图 １ 所示，在当前第 ｋ 波段中，将以待测像素

位置（ ｉｋ，ｊｋ） 为中心点的局部空间结构窗口表示为

Ｓｉｋ，ｊｋ，像素归一化后的灰度值表示为 ｇ（Ｓｉｋ， ｊｋ），该窗

口可以理解为传统ＲＸ算法中的内窗结构（图１中绿

色和红色方块组成部分）。 搜索窗中心点位置为

（ｉｋ，ｊｋ），局部空间结构窗为 Ｓｉｋ，ｊｋ（图 １ 中黄色方块），

对应像素归一化后的灰度值表示为 ｇ（Ｓｉｋ，ｊｋ）。
使用 ｌ２ 距离对图像中 ２ 个空间结构相似性进行

·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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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１８］。 定义不同窗口的空间结构之间的异常值

为

δＬＳＳＡＶ ＝ １
ｒ２ｉｎ

‖ｇ（Ｓｉｋ，ｊｋ） － ｇ（Ｓｉｋ，ｊｋ）‖２ （４）

　 　 计算完当前窗口之后，搜索窗按照图 １ 所示的

搜索路径，以 ｌ 为步长进行滑动。 每次滑动后的计

算结果作为当前 ２ 个空间结构的异常值，最终取当

前像素（ ｉｋ，ｊｋ） 所有空间结构异常值中的最小值作

为待测像素内窗空间结构异常值
δＬＳＳＡＶ（ ｉｋ，ｊｋ） ＝ ｍｉｎ

Ｓｉｋ，ｊｋ∈ｏｕｔｗｉｎｄｏｗ
δＬＳＳＡＶ（ ｉｋ，ｊｋ） （５）

　 　 将待测像素内窗与最相似结构的欧氏距离作为

异常指数的评价准则，充分考虑了异常目标“小”的
特性，减弱了利用均值时大面积的背景对评价准则

的影响。 δＬＳＳＡＶ 越大，当前像素（ ｉｋ，ｊｋ） 的局部空间结

构异常度越高；反之，当前像素的空间结构异常度

越低。
１．４　 异常指数

第 ｋ 波段待测像素（ ｉｋ，ｊｋ） 的异常指数 δ（ ｉｋ，ｊｋ）
由光谱异常值 δ ＳＡＶ 和局部空间结构的异常指数

δＬＳＳＡＶ 组成

δ（ ｉｋ，ｊｋ） ＝ （１ － ｗ）δＳＡＶ（ ｉｋ，ｊｋ） ＋ ｗ·δＬＳＳＡＶ（ ｉｋ，ｊｋ）
（６）

式中， ｗ 为［０，１］ 之间的常数，作为权重调整空间异

常值和光谱异常值对异常检测结果的影响，待测像

素遍历整幅图像即可得到当前第 ｋ 波段的异常检测

结果。 对于波段数为 Ｌ 的高光谱数据，将各个波段

的异常指数进行累加，最终得出该算法当前像素（ ｉ，
ｊ） 的异常检测结果为

δＡＥ（ ｉ，ｊ） ＝ ∑
Ｌ

ｋ ＝ １
δ（ ｉｋ，ｊｋ） （７）

２　 基于背景抑制的异常检测算法

在空谱联合检测的基础上本文又构建了基于背

景抑制的自适应多层结构的异常检测算法框架（ａ⁃
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
ｌａｙｅｒ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ＤＡＭＬ），进一步提高异常检测的性

能。 ＡＤＡＭＬ 框架主要由异常检测层、背景抑制层

和判决停止层构成，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基于自适应多层结构的异常检测算法框架

２．１　 异常检测层

大小为Ｍ × Ｎ × Ｌ的高光谱数据，每个波段内像

元总数为 Ｐ（Ｐ ＝ Ｍ × Ｎ），总波段数为 Ｌ。 该数据可

以看作一个 Ｐ × Ｌ 的矩阵 Ｘ ＝ ［ｘ１，ｘ２，…ｘＬ］，每行代

表该波段的所有数据。 这里使用上文提出的空谱联

合异常检测器作为异常检测层，采用图 １ 所示的双

窗模型，第 ｎ 层检测器的输出为

ｙｎ ＝ δｎＡＥ（ ｉ，ｊ） （８）
计算出的 ｙｎ 是［０，１］ 上的实值，大小为Ｍ × Ｎ ，表示

各个像素点的异常指数，即为当前的检测结果。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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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背景抑制层

第 ｎ 层异常检测层的输出 ｙｎ，经过非负函数激

活后与该层的输入 ｘｎ 相乘，在背景抑制层对背景进

行抑制，构造出 ｘｎ＋１ 作为第 ｎ ＋ １层检测器的输入值

ｘｎ＋１ ＝ ｑ（ｙｎ）·ｘｎ （９）
非线性激活函数 ｑ（·） 表示如下

ｑ（ｕ） ＝ ｕλ ｕ ∈ ［０，１］
０ ｕ ∉ ［０，１］{ （１０）

式中， λ 为正常数，通过 λ 数值可以调整 ｑ（·） 的形

状，同时改变对于 ｘｎ 的约束力度。 对于背景光谱，
ｙｎ ∈ ［０，１） 并接近于 ０，每个光谱向量 ｘｎ 与（ｙｎ） λ

相乘后会快速下降；对于目标光谱，ｙｎ 接近于 １，ｘｎ

与（ｙｎ） λ 相乘后基本保持不变。 因此，通过对背景

光谱的非线性约束，背景光谱和目标光谱之间的差

异逐渐扩大，经过背景抑制层处理后，结果如下

ｘｎ＋１ ＝ ｘｎ，
０，{ ｙｎ ＝ １

ｙｎ ＝ ０
ｘ 为异常目标光谱

ｘ 为背景光谱向量
（１１）

　 　 在多层约束之后，背景被抑制后的结果仅包含

值为 ０ 的向量，异常目标谱仍然为原始的光谱矢量

值。 虽然该算法包含多层异常检测器，但是随着层

数的增加，数据的稀疏性也随之增加，除了第一层以

外，计算速度逐层加快，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由图

２ 可以看出背景抑制层的作用。
２．３　 判决停止层

如果人为设置异常检测的层数 ｎ，不仅需要不

断调整 ｎ 值使之达到较优结果，而且易陷入局部最

优解，计算效率较低。 因此，需要设置一个判决函

数，使该算法能够自适应确定层数 ｎ，在达到某种情

况时，停止计算，同时输出当前层的异常检测结果。
本文中的判决函数使用第 ｎ 层和第 ｎ ＋ １ 层的平均

能量之差

σｎ ＝
‖ｙｎ＋１‖２

２ － ‖ｙｎ‖２
２

Ｐ
＞ η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 η　 ｓｔｏｐ{ （１２）

　 　 在理想情况中， η ＝ ０，但在实际实验过程中，η
为趋近于 ０ 的一个正值。 当平均能量之差大于 η
时，继续下一层迭代；否则，停止检测。 本文通过设

计了判决停止层，自适应确定层数 ｎ，从而达到良好

的异常检测效果。
算法流程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ＡＤＡＭＬ 算法流程图

３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 １ 和实验数据 ２ 来自 ＡＶＩＲＩＳ 传感器

获取的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海军机场图像，该高光谱数据集在

光谱范围 ３７０～２ ５１０ ｎｍ 之间共有 ２２４ 个波段，将低

信噪比和水汽吸收波段剔除后还有 １８９ 个波段。 原

始图像大小为 ４００×４００，为使检测效果更直观，截取

左上角 １００×１００ 的子图像作为实验数据 １，灰度图

如图 ４ａ）所示，目标分布如图 ４ｂ）所示，共 ５７ 个目标

像素点。 选取原始图像中间大小为 ２００×２００ 的子

图作为实验数据 ２，灰度图像如图 ４ｃ）所示，目标分

布如图 ４ｄ）所示，共有 １３４ 个目标像素点。 实验数

据 ３ 来自 ＲＯＳＩＳ 传感器拍摄的 Ｐａｖ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在光谱

图 ４　 实验数据图示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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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４３０～８６０ ｎｍ 之间共有 １１５ 个波段，去除低信

噪比和水汽吸收波段后，还有 １０２ 个波段。 原始图

像大小为 １ ０９６×７１５，截取的子图像横坐标范围在

２２３～３２２ 之间，纵坐标范围在 １～ ９６ 之间，该子图像

大小为 １００×９６，其灰度图像如图 ４ｅ）表示，目标分

布如图 ４ｆ）所示，共有 ３３ 个目标像素点。
３．２　 算法参数选择

３．２．１　 异常指数权重选择

针对本文提出的空谱联合算法设计了多组对比

实验，调整空域异常值权重（ｗ），得到 ＲＯＣ 曲线如

图 ５ 所示。 由图 ５ 可以看出，当空域异常值权重在

［０．３，０．５］之间效果较好，越远离这个区间，效果越

差。 当空域异常值所占权重为 ０．９ 时，检测的结果

最差。 由此说明：高光谱数据空间和谱域的信息都

很重要，不能仅考虑单一方面的信息，要有效结合空

域和谱域信息，从而得到更优的检测结果。
３．２．２　 窗口大小选取

内窗作为待测像素的空间结构窗，内窗和外窗

之间的区域作为待测像素的背景。 外窗既要能反映

图 ５　 不同 ｗ 取值下 ＲＯＣ 曲线对比（实验数据 １）

像素的局部信息，又要能体现背景的结构信息，因此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综合考虑，令 ｒｏｕｔ ＝ ３×ｒｉｎ。
调整内窗边长 ｒｉｎ，通过计算 ＲＯＣ 的面积 ＡＵＣ，

验证窗口大小对检测效果的影响，其中 ｗ＝ ０．４，步长

ｌ 设置为 １，实验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不同窗口大小对本文空谱联合检测算法的性能影响

ｒｉｎ
实验数据 １ 实验数据 ２ 实验数据 ３

ＡＵＣ 时间 ／ ｓ ＡＵＣ 时间 ／ ｓ ＡＵＣ 时间 ／ ｓ

３×３ ０．９９０ １ １５．９２ ０．８６２ ９ ２０．０７ ０．９８９ ９ １２．０１
５×５ ０．９９８ ３ １７．３３ ０．８８６ ９ ２３．４３ ０．９８９ １ １３．３８
７×７ ０．９９５ ２ １９．０９ ０．９２４ ５ ２６．９６ ０．９８９ ０ １４．４７
９×９ ０．９９４ ３ ２３．７７ ０．９０４ ４ ２９．３２ ０．９８９ ０ １５．４２

１１×１１ ０．９９３ ９ ２６．９８ ０．８９３ ３ ３４．４４ ０．９８８ ７ １６．９１
１３×１３ ０．９９３ ３ ３０．３８ ０．８９２ ９ ３９．４９ ０．９８８ ０ １９．０２

　 　 可见，不同大小的窗口影响异常检测的结果，如
果窗口大小与异常目标尺寸相近或略大于目标尺寸

时，异常检测的性能较好，窗口过大或过小，都会影

响异常检测的效果。 综合 ＡＵＣ 和运算时间，３ 组数

据的内窗大小分别设置为 ５×５，７×７，３×３。
３．３　 空谱融合异常检测算法的仿真实验结果

图 ６ 至 ８ 分别显示了采用 Ｇ⁃ＲＸ、Ｌ⁃ＲＸ、ＫＲＸ 和

本文提出的空谱联合 ４ 种异常检测算法对实验数据

１、实验数据 ２ 和实验数据 ３ 的异常检测效果二值

图。 各异常检测算法的运行时间如表 ２ 所示。

图 ６　 不同算法在实验数据 １ 上的检测结果对比

图 ７　 不同算法在实验数据 ２ 上的检测结果对比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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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同算法在实验数据 ３ 上的检测结果对比

表 ２　 各异常检测算法的运行时间（单位：秒）

算法 实验数据 １ 实验数据 ２ 实验数据 ３

ＧＲＸ ２．５６７ ７ ３．５６４ ９ １．７８３ ２

ＬＲＸ ２９．９７０ ７ ４１．１１４ ３ １１．７３４ ５

ＫＲＸ ３９５．８９７ ２ ５７６．８２５ ０ ２６５．９４０ １

空谱联合

（本文算法）
１７．３３ ２６．９６ １２．０１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Ｇ⁃ＲＸ 算法的检测结果虚

警率较高，目标更易受到背景干扰；Ｌ⁃ＲＸ 算法能在

一定程度上减弱背景的影响，使得异常目标更为显

著，但是计算效率较低；ＫＲＸ 方法将非线性的像素

投影到更高维度的空间中，将其转变为线性可分的

情况，有效利用了高光谱数据的高阶统计信息，能够

较好地检测出目标的轮廓，在实验数据 １ 和实验数

据 ３ 中都有较好的表现，但是在实验数据 ２ 中，却并

没有将背景和目标进行很好分离，而该方法的计算

量比 Ｌ⁃ＲＸ 算法更大，需要更多的运算时间；本文提

出的空谱联合算法可以更好地利用空间结构信息和

光谱域的信息，更加准确地检测异常目标，并且虚警

率较低，无需计算逆矩阵，运行时间较短。
３．４　 ＡＤＡＭＬ 算法的仿真实验

由图 ６ 至 ８ 可以看出，空谱联合算法虽然可以

检测出异常目标，但是对尺寸较小的异常目标检测

时仍存在较大的虚警率。 利用自适应多层结构框架

ＡＤＡＭＬ 分别在实验数据 １、实验数据 ２ 和实验数据

３ 上进行异常检测仿真实验，仿真结果的 ＲＯＣ 曲线

如图 ９ 所示。 实验中，η＝ １０－５，λ＝ ３。

图 ９　 空谱联合算法和 ＡＤＡＭＬ 算法的 ＲＯＣ 曲线对比

　 　 由图 ９ 的 ＲＯＣ 曲线可以看出，在使用 ＡＤＡＭＬ
结构后，ＡＤＡＭＬ 的 ＲＯＣ 曲线处于仅使用单层空谱

联合算法结构的上方，说明本文提出的自适应多层

结构对图像背景有抑制作用，可以更好地分离目标

和背景，降低虚警率。 而在相同虚警率的条件下，提
升了检测率。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尺寸较小的异常目标，提出了一种自

适应多层结构的异常检测新方法。 该方法主要由异

常检测层、背景抑制层和判决停止层构成。 其中，异
常检测层采用了空谱融合的异常检测器，将局部空

间结构异常值与光谱域异常值相结合，构造出新的

空谱联合异常指数；背景抑制层通过结合上一层检

测器的输出结果，非线性地约束背景向量，增大目标

与背景的差异；判决停止层设置算法停止条件，自适

应完成背景抑制，避免人为设置参数导致性能不稳

定和计算效率低等问题。 实验结果表明，ＡＤＡＭＬ
算法通过抑制背景信号，提高了异常检测效果。

·９８４·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３９ 卷

参考文献：

［１］　 童庆禧，张兵，郑兰芬． 高光谱遥感：原理、技术与应用［Ｍ］．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ＴＯＮＧ Ｑｉｎｇｘｉ， 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Ｌａｎｆｅ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ＭＡＮＯＬＡＫＩＳ Ｄ， ＳＨＡＷ 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ＩＥＥ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０２， １９ （１）： ２９⁃４３

［３］　 ＳＴＥＩＮ Ｄ， ＢＥＡＶＥＮ Ｓ， ＨＯＦＦ Ｌ， ｅｔ 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Ｊ］． ＩＥＥ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０２， １９（１）： ５８⁃６９

［４］　 ＭＡＴＴＥＯＬＩ Ｓ， ＤＩＡＮＩ Ｍ， ＣＯＲＳＩＮＩ Ｇ． Ａ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Ｊ］． ＩＥＥＥ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１０， ２５（７）： ５⁃２８

［５］　 ＲＥＥＤ Ｉ， ＹＵ 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ａｎｄ ＣＦＡ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１９９０， ３８（１０）： １７６０⁃１７７０

［６］　 ＬＩ Ｗ， ＤＵ Ｑ．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ｕａｌ⁃ｗｉｎｄｏｗ⁃ｂａｓｅｄ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９（１）： ０９７２９７⁃０９７２９７

［７］　 ＣＨＥＮ Ｓ， ＷＡＮＧ Ｗ， ＷＵ Ｃ， ｅｔ ａ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４， ５０： １５１１⁃１５３４

［８］　 ＺＨＡＯ Ｃ， ＷＡＮＧ Ｙ， ＱＩ Ｂ，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Ｊ］．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７（４）： ３９６６⁃３９８５

［９］　 ＫＷＯＮ Ｈ， ＮＡＳＲＡＢＡＤＩ Ｎ． Ｋｅｒｎｅｌ ＲＸ⁃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４３（２）： ３８８⁃３９７

［１０］ ＨＥ Ｍ， ＭＥＩ Ｈ， ＷＵ Ｙ， ＹＡＮ Ｈ．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ｋｅｒｎｅｌ⁃ｂ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ｓｕｂ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
９ｔｈ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１⁃５

［１１］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Ａ， ＢＵＲＬＩＮＡ Ｐ， ＤＩＥＨＬ Ｃ．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４４（８）： ２２８２⁃２２９１

［１２］ ＫＨＡＺＡＩ Ｓ， ＨＯＭＡＹＯＵＮＩ Ｓ， ＳＡＦＡＲＩ Ａ， ｅｔ 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ＩＥＥ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１， ８（４）： ６４６⁃６５０

［１３］ ＧＵＲＲＡＭ Ｐ， ＫＷＯＮ Ｈ， ＨＡＮ Ｔ． Ｓｐａｒｓｅ ｋｅｒｎｅｌ⁃ｂａｓｅｄ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ＩＥＥ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 ９（５）： ９４３⁃９４７

［１４］ ＣＵＩ Ｘ， ＴＩＡＮ Ｙ， ＷＥ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ｗ⁃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ｓｐａｒｓ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９０６９

［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Ｙ， ＤＵ Ｂ， ＺＨＡ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Ａ ｌｏｗ⁃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ｓｐａｒｓ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５４（３）： １３７６⁃１３８９

［１６］ ＬＩ Ｗ， ＤＵ Ｑ．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５３（３）： １４６３⁃１４７４

［１７］ ＬＩ Ｗ， ＷＵ Ｇ， ＤＵ Ｑ．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Ｊ］． ＩＥＥ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７， １４（５）： ５９７⁃６０１

［１８］ ＥＦＲＯＳ Ａ， ＬＥＵＮＧ Ｔ， ｅｔ ａ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ｙ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１９９９： １０３３⁃１０３８

·０９４·



第 ３ 期 闫红梅，等：一种自适应多层结构和空谱联合的高光谱图像异常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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