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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在遥感图像理解专家系统中 ,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表示知识 ,使得图像分类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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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 ,随着航天技术、电子技术、信息

技术的发展 ,遥感技术在环境监测、国土资源调查

等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能克服以往

人工调查中费工、费时、不直观等缺点 [1 ]。 特别是

将计算机技术与遥感技术结合起来 ,将人工智能

表达概念、处理问题的方法引入遥感图像的理解 ,

建立由多个专家的知识组成的专家系统 ,模拟专

家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方法 ,由计算机推理计

算得到图像的分类结果。而专家知识的正确表达

毫无疑问是构建专家系统的关键问题 [2 ]。 在这特

定的领域内 ,不仅要考虑推理结果的可靠性 ,也要

考虑它的推理效率。因为通常的遥感图像不仅范

围大 ,而且影像又有多个波段 ,加上一些辅助数

据 ,如果采用的知识表达不恰当 ,不仅会影响分类

结果 ,同样会影响处理速度。

面向对象的方法吸收了软件领域十几年的新

方法和新概念 ,正引起全世界越来越强烈的关注

和高度的重视 ,它被誉为“研究高技术的好方

法” [3 ]。 将这一方法引入遥感图像理解专家系统 ,

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知识的表达 ,将图像中的

类别抽象为对象 ,各种类型的求解机制分布于各

个对象之中 ,通过对象之间消息的传递 ,完成整个

问题的求解过程 ,这与传统的知识表达及推理比

较 ,更加灵活、方便。因此将这一方法引入遥感图

像理解专家系统 ,不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还有

一定的研究价值。

1　知识表示的概念及发展

知识表示是研究用某种形式将有关问题的知

识存入计算机 ,以便进行处理。传统的知识表达在

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需要处理的知识和数据量的增加 ,对知识的

表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的表达总的来说有

以下几个发展方向:第一是知识表示中本质问题

的研究 ,要求给出表示的严格语义。第二是新的表

示理论的提出。它是指要从复杂的世界抽取不同

的概念 ,找到一个有效的表示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

更便于知识库的组织和提高知识处理的效率。 第

三是指标准化。这里主要指表示术语、原语以及表

达技术的标准化。 最后是提出一种知识表达的综

合模式。这并不是指在一种表达方式之上叠加另

一种表达方式 ,而是将知识表达任务进行划分 ,按

不同类型的任务 ,用不同的知识表达方式来表达。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具有自动“任务划分”和“任务

与表达模式匹配”的能力。

笔者正是从以上知识表达的发展方向出发 ,

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表达遥感图像处理的知识问

题。因为面向对象的方法用对象表示客观世界模

型 ,这种表示自然 ,符合表示的语义 ,使得知识处

理效率更高。并且这种表达方式符合近期在高新

技术行业兴起的采用面向对象方法处理问题的潮

流 ,这种潮流的兴起 ,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

它表明了这种方法处理问题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2　面向对象的知识表示

2. 1　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概念

对象是该方法的核心　客观世界是由许多具

体的事件或事物及抽象的概念、规则等组成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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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何感兴趣或要加以研究的事物都可以称为对

象。通常在实际中用数据来描述对象所具有的状

态 ,用封装在对象中的操作来改变对象的状态。这

样 ,对象既是信息的存储单元 ,又是信息处理的独

立单元 ,它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和处理能力。 可

见 ,对象这种形式正是客观世界模型在计算机中

的一种自然表示。

面向对象方法的性质　抽象性、封装性、继承

性、多形性、对象标识符。

2. 2　遥感图像理解专家系统中面向对象的知识

表示

用于专家系统的知识 ,按地域和季节两个层

次分设子库 ,这主要是考虑到遥感影像因地域随

分类系统而异 ,季节不同光谱信号也相异。其中区

域分为山区、丘陵、平原 3种区域 ,季节一般分为

春、夏、秋、冬 4个季节 ,如某分类区域是丘陵地

区、夏季的影像 ,则用于 分类的知识库也要与之

相对应:

山区

丘陵

平原

——

春

夏——

农业用地

林地

草地

水源

居民用地

交通用地

秋

冬
针对不同的地物类别 ,根据它们所处的地域

及季节 ,采集专家知识 ,包括卫星影像不同波段影

像的灰度值 (最大、最小、平均值 )、高程范围、生物

量指标、坡度、坡向、纹理、邻类等特征值。 将这些

具有相似特征值的地物类别表示为对象类 ,其中

的对象就是具体的地物类别 ,例如林地、草地、水、

居民地等。

对象中知识的数据 ,它的结构为: s t ruct Ob-

ject

{

unsigned char Type类别 ;

unsigned char Neighbo r [20];邻接类别 (伪 )

unsigned cha r Neighbo rCen [20];邻接类别

(伪 )所占百分数

unsigned char TureNeighbo r [20 ];真实邻类

类别

unsigned char GrayVal [ 7] [3];灰度值 ( max

meang min)

unsigned char BioMass [3];生物量指标

unsigned char ContourVal [3 ];高程值

unsigned char SlopeV al [3 ];坡度值

unsigned char Aspect [3];坡向值

unsigned char Tex ture [3];纹理参数

unsigned char Landuse [3 ];土地利用

unsigned char UserDef;用户自定义值

unsigned char CondWeight;权值

3　推理机制

推理是根据一定的原则 ,从已知的判断得出

另一个新的判断的思维过程。从确定性上分 ,有确

定性推理与不确定性推理。在人类知识中 ,有相当

一类属于人们的主观判断 ,是不精确和含糊的。由

这些知识归纳出来的推理知识也往往是不确定

的。基于这种不确定的知识进行推理 ,形成结论 ,

就称为不精确推理。目前常用的不精确推理的方

法有确信度法、主观 Bayes方法、模糊集合论法

等 [4 ]。

在遥感图像理解中 ,由于地域、季节等不同 ,

知识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推理也只能采用不

精确的推理来完成。这里我们通过确信度的计算

来进行不精确推理。

3. 1　确信度的计算

在笔者的程序中 ,每一对象属性的确信度是

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一个是知识中每种类别判据

特征值所对应的权值 (专家给出 ) ,它相当于给出

了对应项在参加推理过程中所占的份量。例如 ,某

辅助参数的份量要想定得比卫片各波段的影像灰

度低 ,则权值就可给得小些 ,这本身就体现了专家

的一些思想 ,也含有不确定的因素。另一个影响确

信度值的函数为 DefCF,这个值视多边形某项特

征值均值落入知识中对应项特征值的某个范围而

定。确信度值等于权值乘以 DefCF值。

3. 2　对象中基于规则的推理

采用面向对象的知识表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就是:对象的操作包含于对象之中 ,即推理分布于

各个对象之中。笔者在系统中将这种推理主要设

计成基于规则的推理。规则提供了表示建议、指导

或策略的形式方法 ,用来表示专家在某具体知识

表示时的特殊体验。在通常基于规则的表示程序

中 ,用 IF-THEN语句表示。 在系统中 ,是将这一

表示语句隐含于一个推理表达式中 ,它就是在类

中定义过的成员函数 IDa ta。当某一对条件表达

式与结果表达式中没有任何内容时 ,则表明这类

对象要用缺省推理 (即属性表匹配 )的方式 ,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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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CF函数计算确信度进行推理。结果表达式在

有值的情况下 ,一般就是专家给出的确信度值 (浮

点数 )或一个算术表达式。

3. 3　对推理的控制

推理机就是一组具有推理和控制功能的程

序 ,其中推理具有属性表匹配求确信度方式 ,也有

对象中基于规则的推理。在什么情况下采用哪种

推理方式 ,是由推理机的控制功能决定的。当某一

具体的知识对象内没有自己的推理求确信度的方

式时 ,就调用属性表匹配推理方式。它是利用图像

处理以后生成的多边形属性表中各判据的特征值

与专家知识对象中的每一个对象属性表的相应值

匹配 ,得出 DefCF值 ,再与各判据特征值的权项

相乘 ,得到各判据特征值的确信值。将该知识中所

有判据特征值求和 ,得到多边形与对应知识类的

总确信值 ,则对应于该类的确信度 = (
n

i= 1
确信

值 ) /n ,其中 n为判据特征值个数。某属性的确信

值= 权值× DefCF。

以此类推 ,求出所有类别的确信度 ,选出确信

度最大的一类 ,作为这个多边形的类别值。当某多

边形与所有的知识类计算确信度后 ,最大的确信

度小于 0. 5时 ,则利用多边形邻类之间的拓扑关

系 ,通过对象之间消息的传递 ,重新给确信度赋

值。

当某一多边形与某一知识对象匹配 ,对象中

有自己的推理方式时 ,则优先运用 IDa ta的相应

项进行推理 ,求确信度 ,并不再对这类知识的所有

属性项进行匹配。这样可大大节约推理时间 ,使推

理更加灵活、方便。

4　实验与结果分析

实验区域是吉林双阳地区 , 1987年 9月 26

日 , TM卫片 1∶ 5万 670× 790范围的影像。将 7

个波段影像进行处理 ,处理工作在专家系统的图

像处理部分完成 ,采用植被指标为特征值。对像元

进行快速分类 ,生成 4 578个多边形。每个多边形

生成属性表 ,其中包括伪类别、面积、周长、邻类关

系、各波段灰度值、高程值、生物量指标、坡度值、

坡向值、纹理参数等等。再对多边形的边缘进行多

次平滑 ,这些处理以后的多边形是以后专家系统

中进一步分类的基础。

对实验区 4 000多个多边形进行推理 ,在系

统中采取的是友好界面。从原始影像与分类结果

屏幕叠加显示统计得出 80%的分类结果是正确

的 (实验中所用的辅助数据较少 )。与以前作的遥

感图像分类结果比较 ,如表 1所示。

表 1　遥感图像分类结果的比较

Tab. 1　 Compar sion of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 f Remo te Sensing Images

方　　　　法 分类类别数 像元或多边形数 分类推理时间 正确率 /%

以像元为分类单元分类 (在 ARIES-Ⅱ

系统中快速分类 )
10 40 000个像元 2h 72. 79

以多边形为分类单元 (草场资源遥感专

家系统 )
10 961个多边形 4min 82. 67

以多边形为分类单元 (面向对象的知识

表达与推理 )
12 4 578个多边形

DOS下运行 5s,并入

专家系统中运行 20s
80以上

　　实验表明 ,知识的表达在专家系统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影响着分类结果 ,同时影响

着处理的效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表示知识并进

行推理 ,这对于大范围遥感图像 ,采用较多辅助数

据参与的影像理解 ,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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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ea t human errors to decideλ. Final ly, the new comprehensiv e method is practised in

parts of land g rading in Nanning city. It s achievement indicates that it i s practised bet ter and

accepted easier. And th e land g rading results are no t only unique, but also co rresponding w ith

the facts.

Key words　 fuzzy comprehensiv e method; land g rading;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uzzy cluster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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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oriente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for Expert

System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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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 e field of AI and expert sy stem ,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is v ery impo rtant.

From analy zing conventional know ledge 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object-o riented

know ledge representa tion method, w hich is used in the remo te sensing image understanding

expert system. Interested class is abst racted in object. Va rious solving algo ri thms a re dis-

tributed wi thin object representation. By passing the message betw een the objects, the total

problem-so lv ing procedure is completed. In the system of object-oriented know ledge repre-

sentation, there is enti ty ma tch inference mechanism , and also various solving mechanism en-

vo lv ed. Compa red w ith conventiona l know ledge representa tion and inference appro ach, the

object-o riented method is more flexible and ef fective. The experiment results have show n

that the inference based on object-o riented approach is reliable.

Key words　 object-o riented; inference; know ledge representa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 un-

derstanding; expe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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