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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约束满足网络的建筑物阴影结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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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39号 , 430070)

摘　要　在分析了现有建筑物阴影识别提取方法不足的基础上 ,介绍了利用约束满足网络提取黑

白城区航空影像中建筑物阴影结构的原理及方法。实验表明 ,文中所述的方法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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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是建筑物的一种重要识别特征 ,可用于定位
[1, 2 ]
、估计高度

[2, 3 ]
及预测顶面结构

[3 ]
等。

对于建筑物阴影的识别提取 ,目前多数的方法是:首先利用直方图峰值检测法 [4 ]或结构线一侧

灰度统计 [1, 3 ]等方法估计阴影灰度及协方差 ,然后采用某一阈值提取建筑物阴影。 采用单一阈

值的缺点是常在低反差的阴影边界出现凸出与凹进错误 ,造成阴影结构的严重变形。 鉴于此 ,

本文提出首先采用多个阈值将建筑物阴影的各种可能边界、可能结构加以提取 ,并利用建筑物

阴影的结构约束从中组合出建筑物阴影结构。 考虑到建筑物阴影结构的分层性以及组合搜索

中存在的优化评价问题 ,本文采用了约束满足网络实现各种建筑物阴影可选结构的优化选择。

1　基于 CSN的建筑物阴影结构提取原理

CSN即约束满足网络 ,是并行最优化理论中的一种优化计算模型。在实际应用中 ,一般须

首先将问题转化为结点集、结点代价、结点间关系连接代价、优化收敛方程定义的约束满足网

络 ,其求解由模拟退火 [5 ]、 Hopfield神经元网络
[ 6]、 Boltzman机

[7 ]、概率松弛 [8 ]等途径实现。 如

将建筑物的各种可能阴影结构定义为结点 ,将阴影结构所存在的约束定义成网络结点连接代

价 ,则建筑物阴影结构提取问题便转化为一约束满足网络求解问题。

图 1　阴影

1. 1　建筑物阴影结构的几何约束

建筑物阴影包括本影与倒影二种 ,

见图 1。所谓本影 ,是指建筑物表面没有

光照的部分 ,如背阳墙面 ;所谓倒影 ,是

指建筑物在地表上投射的影子。本影与

倒影经航空摄影成像 ,即成建筑物阴影

结构 ,其大小形状取决于中心投影、大

阳光投影方向、所投射地表的地形起

伏、建筑物的顶面边线形状及墙面构

成、视线遮挡等诸因素。如假定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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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人字顶、平顶直面体建筑物 ,且地表平坦 ,则建筑物阴影结构具有如下的约束。

1. 1. 1　太阳光光照方向对阴影边界的约束

一个完整的建筑物阴影影像结构由两部分边界组成 ,即建筑物 /阴影公共边界及阴影 /地

表投影边界 ,见图 2。

图 2　太阳光对阴影边界的约束

　　从图 2可看出 ,b实为不可能出现的建筑

物 /阴影公共边界。如以建筑物顶为边界前进

方向的左侧 ,定义前进方向角为θ,太阳光方

向为U,则对于前者 θF= {U- 180,U} ,对于后

者θB= θ-F。边界的方向由边界两侧的灰度大小

决定 ,本文假定阴影灰度总是小于建筑物顶

面及地表背景灰度。

1. 1. 2　平行投影对阴影边界的约束

由平行投影知识知 ,建筑物 /阴影公共顶面边与其地面投影两两成对出现 ,在地表平坦及

阴影所投射区无其它目标出现的情况下 ,阴影不能间隔出现。 在航空影像上 ,也即要求阴影是

一闭合的区域 ,内部没有空洞 ,同时该闭合区域中被解释为建筑物 /阴影的公共边界不能有多

个地面投影边界段相对应。 反之也如此 ,但允许缺失的存在。

1. 1. 3　建筑物知识对阴影边界的约束

图 3　 5种交角类型

　　对于位于平坦地表的人字

顶、平顶直面体建筑物 ,其阴影

边界应满足如下约束:

—— 所有边线均只能由水

平线、垂直线、固定倾角斜线 (人

字顶 )及其投影构成。 由平行投

影知识知 ,如无视线遮挡 ,且建

筑物高度 h H (航高 ) ,水平线

与其投影应长度相等且相互平行 ,垂直线在像片上应过像底点 ,且其投影为太阳光在像片上的

投射方向线 ,其投影长应为 Lctgθ,其中 θ为太阳光倾角 , L为垂直线长 ;而固定倾角斜线则应

满足水平与垂直线分量之和的约束。

——建筑物顶面边线交角只能为下列 5种图形:设 a与 b为连在一起的两空间顶面边线 ,

则 a与 b位于同一水平面而且相互垂直 ; a位于水平面内 ,而 b位于垂直于 a的垂直面中且 b

与水平面间具某一固定倾角θ; a与 b位于同一垂直面内 ,且 a、b与水平面间具某一固定倾角

θ; a垂直于地面 ,而 b为水平线 ; a垂直于地面 ,而 b为一固定倾角斜线 ,参见图 3。

——建筑物总是具有高度限制的 ,故其投影长度应有一定限制 ,其最大、最小投影长度可

由
f
H
hmax、

f
H
hmin决定。

1. 2　约束满足网络构成

鉴于结构提取算法的不够完善及噪声影响 ,上述约束关系在检测时往往存有误差 ,故宜采

用优化评价的方法。据约束满足网络原理 ,得建筑物阴影结构识别提取的下述计算模型:

H= {hi } , H为各种可能的边线、角点、阴影结构所构成的集合 ,实为水平线、垂直线、固定

倾角斜线及投影、 5种角点及投影以及由上述线、角结构组成的阴影结构类型 ,如“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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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可信度函数 V (h i )= V i ( 0≤V i≤ 1)表示边线、角点、建筑物阴影结构等出现的可能性。对于

结点 V i的计算 ,首先构造每种结点的经验概率 ,使对结点的观测转化为由 0～ 1之间的值表达

的可信度。实际计算时 ,需对观测空间离散化 ,如某一边线的最大可能反差为 5,则可构造 ( 0-

0) , ( 0. 2-1) , ( 0. 4-2) ,… , ( 1-5) ,从而得到某一边线的可信度 Vi。若某个结点有多个观测 ,则应

以诸观测的 Vi之乘积为其可信度。

支持函数 S (h i ,h j )= TijV iV j , Ti j≥ 0, Tij取两假设间的依赖关系 ,其构造方法同 Vi ,指不同

类型不同层次结点间的连接支持关系。 hi高于 hj或 hj高于 hi ,即表示低层次结点是高层次结

点的一部分 ,这一关系应以正的 Tij加以连接。

非相容函数 C (hi ,hj )= Ti jV iV j , Ti j < 0,它表示了处于同一层的结点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

言 ,是指边线 /边线之间、角点 /角点之间、可选的阴影结构轮廓间存在的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

其构造方法同 V (h i )。

结点输入函数 I (h i )= Ii ,表示某一假设由哪些判据构成 ,以及支持或不支持该 h i假设。如

利用两线平行与否输入 ,则可增加某一顶面边界段为水平线假设的可信度。某一结点的输入来

自各个不同层的结点输出 ,既有全局的也有局域的。如某一边线的阴影结构轮廓输入即为全局

的输入 ,而其自身的反差强度等的输入则为局域的。

结点输出函数 E (hi )= I iV i指示该结点对其它假设结点的支持与非支持程度 ,如直角假设

结点即对其所连的两条边线具有水平线输出。

1. 3　 Hopfield神经元网络求解

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到 ,建筑物阴影结构的识别提取实为一从上述模型中推导出一组最符

合建筑物阴影结构解释的过程。 从网络求解角度来讲 ,也即寻找∑ S+ ∑ C+ ∑ E

或∑∑ Tij ViV j+ ∑ I iV i (据 Nevatia )
[9 ]取最大值并满足结点有关约束的结点的过程。解决

这一问题有多种途径 ,本文则采用了 Hopfield神经元网络来求解。 据 Hopfield、 Tank [6 ] ,将每

个结点的运行收敛方程定义为:

dui /dt = - _ i + ∑
N

j= 1
Tij V j + I i - hi

式中 ,V j= g (ui ) ,hi为结点元的潜态 , N为结点总数 , Ti j为从结点 j到结点 i的连接权重 , I i为

结点 i的总输入 ,V i为结点 i的输出 ,_ i为结点 i的存储态 ,g为非线性“ S”型取值函数 ,被定义

为 ( H tanh ( Hi ) ) /2。

据 Hopfield
[6 ] ,在网络运行过程中 ,每个结点均有输出。这一方面可看作为其它结点的输

入 ,另一方面也可看作该结点的当前存储态 ,即指示结点是什么的可信度。 Hopfield网络经数

次运行之后便趋于某一稳定态 ,借助于二值化结点状态值 ,即可区分出结点的实际物理意义 ,

也即识别出所对应的客观要素 ,如水平线、斜线、垂直线、建筑物阴影结构及非建筑物阴影结构

等。

2　实验分析

图 4是某一城区航空影像的原始图。图 5为建筑物阴影的可能结构 ,它通过多个阈值边界

检测矢量化得到。 图 6为建筑物阴影结构 CSN识别的结果 ,图 5中的边角经过了形状约束平

差。从图 6的识别结果来看 , CSN能有效地解决分层次建筑物阴影结构的识别提取问题。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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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运行看 ,对于图 5中建筑物的阴影结构 ,一般仅需 10多次迭代便能达到实际需要。由此可

见 ,本文所介绍的方法不仅对建筑物阴影的识别提取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结点分层次描述的

约束满足问题求解具有普遍意义。

图 4　原始影像图　　　　　　　　图 5　建筑物可能阴影　　　　　　图 6　 CSN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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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Based Extraction of Buildings’ Shadow Structures

Mei Xuel iang　 Zhang Zuxun　Zhang J ianqing
( Sch ool of Information Engeineering, WT USM, 39 Lu oyu Road, Wuh 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theo rem and method o f CSN ( const raint

satisfaction netw o rk ) based ex t raction of building s’ shadow st ructures in black-

whi te urban aerial images. The experiments find the CSN-based method robust.

Key words　black-whi te urban aerial images; CSN; shadow st 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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