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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约束与影像分割相结合的快速半自动房屋提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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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充分利用影像中的几何信息 ,针对航空影像中常见的平顶直角型和人字型房屋 , 提出了一种几

何约束与影像分割相结合的快速半自动房屋提取方法。实验结果证明 , 该方法方便快捷 、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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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影像的房屋提取方法多种多样 ,根据人

工干预的程度可分为半自动和全自动方法;根据

不同的原理可分为单像和多像分析方法 。各种方

法适用的范围不同 ,有的适合于平顶直角型房屋 ,

有的适合于人字型房屋 ,而有的适合于圆顶或复

合型房屋 ,计算机一般无法区分这些类型 ,需要人

工事先选择。这是因为数字摄影测量中所使用的

影像包含了大量的复杂情况 ,如影像的模糊 、失

真 、深度断裂和相互遮挡等 ,这造成了影像信息的

不完全性和多义性。尽管全自动化测图方法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 ,但实用还有些困难 。就目前而言 ,

一些有效的半自动化方法更加实用 。

半自动房屋提取中用得较多的是人工标定的

方法 ,它需要人工给定房屋关键点的大致位置 ,通

过计算求出房屋的准确轮廓。这种方法从总体上

讲是适用面最广和最稳健的方法 ,然而 ,由于需要

人工标定每个房屋关键点的大致位置 ,使得该方

法自动化程度较低 ,操作起来不方便 。本文针对

航空影像中出现较多的直角平顶型房屋 ,采用了

几何约束与影像分割相结合的方法 ,目的是为简

化操作 ,加快提取速度 ,同时简单介绍了基于分割

和直线几何约束的人字型房屋的半自动提取 。

1　直角平顶房屋的提取

1.1　直线条件约束的影像分割

影像分割是图像处理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在

航空影像的房屋提取中 ,可以利用影像分割的方

法来识别和定位房屋 ,但是 ,要将房屋从背景中分

割并准确地把边缘线提取出来却有很大的难度。

在航空影像中 ,并不是所有的房屋影像都是复杂

的 ,有的还相当简单和清晰。因此 ,分割仍旧是一

种有效的方法 。对于直角平顶的房屋 ,只要屋顶

的灰度均匀 ,边沿部分清晰 ,就可以得到满意的分

割结果 。但是 ,由于图像中边缘的灰度在影像中

处于变化状态 ,因此在图像边缘处无法得到准确

平滑的分割结果 ,而这又是描述房屋屋顶边缘线

最关键的部分 。所以 ,传统的基于灰度直方图的

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

本文采用一种类似于传统的分_合算法的分

割方法 ,依据一定的影像性质 ,将性质相同的块进

行合并 ,合并后得到的物体边界都是精确的直线。

由于应用了直线约束条件 ,所以该方法能得到房

屋屋顶精确的边缘直线描述。

1.2　直角平顶房屋提取算法

1)获取影像窗口

尽管基于分割的算法无须人工标定 ,但仍要

求操作员给出被提取房屋屋顶的大致位置 ,即要

求操作员用鼠标在影像上开窗将房屋框出。该步

骤的意义在于人工给定房屋影像的大致位置 。由

于无须标定每个房角点 ,因此 ,减少了操作员的工

作量 。

2)获取边缘点

　　对所获取的影像窗口进行边缘提取 ,边缘提

取采用局部梯度极大值法 ,同时也获得边缘的梯

度方向 ,再根据梯度方向筛选出相互垂直的边缘

点 ,然后进行边缘的细化 ,细化算法采用 Rosen-

feld八连接细化 ,得到单像素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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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取矢量化的直线

由于提取出的直线是基于方向的 ,不同方向

的直线不可能连接 。删除边缘窗口图像的孤立

点 ,然后对边缘窗口图像进行 8邻域边缘跟踪 ,得

到每条边缘的端点 ,并计算其长度 ,将长度小于一

定阈值的边缘链删除 ,在所剩下的边缘链中 ,利用

两端点和中点 3点拟合 ,形成直线 。

4)利用直线分割影像

利用所提取出来的线段计算平顶直角房屋的

方向角。首先 ,将所有直线依方向角分为两类 ,将

其中一类中的所有角度加上(或减去)90°,这样 ,

所有直线段的方向角都大致相同 ,以线段长度为

权求所有直线段方向角的加权平均值 ,然后计算

每一条直线段的方向角与平均值之差 ,将偏差最

大的几条直线段的角度删除 ,再次计算方向角平

均值(也可以设定一固定的偏差阈值 ,与所有直线

方向的偏差比较 ,若大于阈值 ,删除偏差最大的直

线 ,然后重新计算偏差 ,再进行比较 ,反复迭代 ,直

到满足条件 ,并计算最终的方向平均值)。令方向

角平均值为 θ,则所有直线段的方向角都为 θ或

θ+90°,计算出每一条直线段的中点 ,根据中点和

方向角 ,可以得到所有的相互平行或垂直的直线

的描述 。对于平行的距离小于两个像素(或人工

设置)的直线 ,则以其长度为权求平均值 ,合并成

一条直线 。

5)标记分割块

通过使用直线算法 ,得到由直线相交而成的

分割块 ,使用种子填充算法进行标记 ,对于和窗口

边相连接的块将以“0”标记 ,其余的用一个正数 k

标记。由于黑色块为与窗口边相邻块 ,它们不可

能对应房屋屋顶的影像 ,因此以黑色标记为被删

除的块 。检查由 2)得到的直线段中点的坐标 ,与

图 1对应坐标的像素的邻域内是否存在像素值为

正数 k 的像素 ,若不存在 ,则该直线段将被删除

(如图 1(b)中虚线框所示)。再次应用种子填充

算法对子窗口图像进行处理 ,并用不同的值标记

各块 。

6)合并相似块

(1)统计每一被标记块的面积 。由于不同的

块有不同的标记值 ,因此 ,只要将不同标记值的数

量进行统计就可求出每一标记块的面积 。

(2)统计每一被标记块的灰度平均值 。分割

的图像与窗口影像一一对应 ,分割图像上每一个

像素在窗口影像上都有自己的灰度值 ,对所有标

记相同的像素所对应的灰度求平均值 ,也就是对

同一块内像素求平均值。

(3)计算每一被标记块的块内离散度。与

(2)类似 ,在得到块内平均值后 ,求出同一块内像

素灰度值离散度。

(4)选择标准块。选择面积大且块内离散度

小的块为标准块 ,标准块一般对应平顶房屋屋顶

的一部分 ,它是与其他块进行比较的标准。

(5)合并相同块。将灰度平均值和块内灰度

离散值与标准块基本相同的块进行合并 ,将相同

的块以相同的值进行标定 ,相似程度可以设置一

个阈值 ,以控制是否合并 。

7)获取房顶轮廓线

检测图中每一标记为分割线的像素 ,若其八

邻域内不含有屋顶标记值 ,则将其删除;若其八邻

域都是屋顶标记 ,也将删除 ,将非直线标记像素删

除 ,最终留下的是直角平顶房屋的屋顶轮廓线。

该轮廓还存在细小的“毛刺” ,将轮廓线用细化算

法再次细化 ,获得由单像素构成的直线链 。此时

得到了由直线标记像素所形成的栅格图像 ,但还

没有得到直线的矢量描述 ,因此还要进一步处理。

8)栅格转化为矢量

进行 8字链码的跟踪 ,被跟踪的是由直线标

记像素构成的单像素链。得到的链码标记为一串

数字 , 例如:111111112222222222 …777777777。

由于每一个标记代表一条直线描述 ,因此 ,去掉重

复的数字 ,实际上得到了 12…7所代表的直线 ,这

些直线都具有由直线提取算法得到的矢量描述。

9)去伪

尽管对于清晰的图像能得到较好的效果 ,但

影像信息模糊且边缘与背景在灰度上没有明显的

区分时 ,得到的轮廓会出现多余的扩张 。在解决

这类问题之前 ,首先假设所提取的目标建筑物的

屋顶轮廓不会出现小的直角边 ,这个假定对于大

多数简单的直角平顶房屋是成立的 。对所得到的

房屋轮廓边线标记数字串进行“去伪”处理 ,计算

每个标记所代表的直线的长度 ,若长度小于某个

阈值 ,则将该标记从数字串中删除。在图 2所示

的平顶房屋影像中 ,图 2(a)为原始影像 ,图 2(b)

显示了灰度值相同的块的边缘 ,可见 ,并不是所有

灰度相同的区域都会求出 ,只有块边缘符合一定

的几何关系才考虑 。图 2(c)显示了获取的是最

大块 ,同时将凸凹不平的一边用一条直线表示 ,这

就是“去伪”处理的结果。

2　提取人字型屋顶房屋

由于人字型房顶其左右结构大致对称 ,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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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取垂线　　　　　　　　　　(b)　影像分块　　　　　　　　　　(c)　影像分块标记

图 1　直角平顶房屋提取

Fig.1　Extraction o f Rectangular House

　(a)　　　　　　　　　　　　　(b)　　　　　　　　　　　　　(c)

图 2　实验结果

Fig.2　Experimental Results

空影像中一般呈现出一边亮 ,一边暗 ,因此 ,很难

使用分割算法将房屋屋顶的边缘提取出来 ,但是 ,

可以把屋顶局部的分割结果作为屋顶结构分析的

重要依据 ,利用它将房屋结构推导出来 。方法如

下:

1)采用与平顶直角房屋相同的方法将房屋

影像用鼠标开窗框出 ,形成窗口影像。

2)提取房屋主方向

人字型房屋的主方向指的是 3条长边缘线的

方向 ,它们代表了房屋的朝向。在窗口影像中进

行边缘提取 ,然后对边缘图像进行 Hough 变换。

在Hough参数空间中提取最大值 ,与最大值角度

方向垂直的方向为房屋主方向 。

3)房屋轮廓长边沿的提取

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字型屋顶相互平行

的长边缘与脊线在航空影像中较明显 ,且方向与

主方向平行 ,因此 ,提取长边缘和脊线较为容易。

求出在 Hough 空间的 3 个相距一定距离的极大

值后 ,就可以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 ,求出两条

长边缘和脊线的精确描述 。

4)影像分割

将窗口影像用所求出的两条长边缘和脊线分

成 4个部分 ,如图 3所示 ,把屋顶亮的一面的影像

转变成二值影像(图 3 中为区域 2),选取其中面

积最大的一块作为分割的结果 。对于分割的结

果 ,并不在意它的精确性 ,只要大致准确即可 。

　　5)计算人字型房屋屋顶长边缘

求出屋顶亮的一面区域与屋顶脊线大致垂直

(±30°)方向的边缘 ,其余的滤掉 ,然后统计剩余

边缘点的梯度角直方图 ,求出直方图中的极大值 ,

与该极大值垂直的方向即是人字型房屋屋顶一侧

短边缘的方向 。

图 3　人字型房屋

Fig.3　House with “人” Shape Roof

　　6)求出房屋一侧短边缘

对步骤 5)边缘图进行 Hough变换 ,根据已知

的短边缘的粗略方向和两条短边缘的平行的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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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可以建立一个判别公式 ,用来在 Hough 参

数空间中求出一对最符合要求的直线。

7)提取房屋暗面一侧短边缘

在一般情况下 ,人字型屋顶阴暗的一侧由于

整体灰度值较低 ,所以其对比度也较低 ,无法得到

明显的短边缘 ,因此 ,无法采用与亮的一侧相同的

方法 ,但只要求出其中两条短边中边缘效果明显

的一个 ,另一边就可以推算出来。

3　实验结果

图 4为采用几何约束与影像分割相结合的快

速半自动法对于平顶房屋的提取效果。图 4(b)

显示的中间效果中包含了多余的块和小的扩张。

从实验效果可看出 ,该算法具有一定的容错性。

图 5所示的是对人字型房屋的提取结果 ,对于房

屋边缘被严重遮盖的会导致算法提取出错。

4　结　论

由于无需人工标定 ,只要将房屋从航空影像

中框出来 ,这种方法提取房屋的速度要明显快于

人工标定的方法。同时 ,对于孤立的房屋(不相互

靠近),在得到数字表面模型以后 ,可以通过识别

方法得到孤立房屋的大致方位和大小 ,这相当于

将房屋从航空影像中框出 ,操作员只要事先选择

直角平顶或人字型房屋的类型 ,并在房屋屋顶点

击一下鼠标即可调用相应的房屋快速提取方法求

出房屋的边缘轮廓 。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几何约

束条件和影像分割相结合的快速半自动房屋提取

方法大大提高了提取速度 ,并获得了满意的提取

结果 。

(a)　原始图像　　　　　　　　　(b)　中间结果　　　　　　　　(c)　最后结果

图 4　直角房屋的提取结果

Fig.4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Rectangular House

图 5　人字形房屋的提取结果

F ig.5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人” Shape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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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Semi_automatic Extraction Based on Integration of

Geometrical Constraints and Image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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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a new approach was introduced to ex t ract house from aerial image.This

approach can reduce the interaction of operator using the semi_automatic ex traction that integ rates

geometrical const raints and image segmentation.We use segmentation to f ind boundaries of build-

ing w hose shape is a single or a composition of rectangular parallelepipeds(thus allowing“L” ,“ T”

and“I” shapes fo r examples).The segmentation is based on line ex t raction.Therefore , the house

edge can be acquired exactly.The edge of building roof , whose shape likes a “人” —a Chinese

character , can be also found through analy zing its structure.This analysis is based on result of seg-

mentation of the image.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s int roduced in this paper

are practical and improve the wo rk efficiency.

Key words　building ex traction;Hough transformation;image segmentation;photogra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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