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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有的一些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探测方法存在的某些不足 , 提出了利用人工神经元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 ork , ANN)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探测的方法 ,并对 ANN 网络的输入输出 、网络结构和不同的网

络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 ,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地理信息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辅助选取了 ANN 训练样本。试

验结果表明 ,利用 ANN 总体上可提高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探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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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探测可为人们提供及时

可靠的信息 ,常用的方法有图像分类后比较法 、不

同时相图像的算术运算法 、屏幕数字化法等多种

方法 ,但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缺陷。例如 ,

被人们经常使用的不同时期的图像算术运算法首

先存在着变化阈值不容易确定的问题 ,需要凭经

验或反复试验来确定。此外 ,这种方法只是给出

了变化区域 ,并不能确定变化的地物类型 ,还需要

对变化区域做进一步的分类才能确定。而另一种

被广泛使用的图像分类后比较法 ,它的一个主要

缺点是存在着分类误差累积现象 ,再加上现有的

遥感影像自动分类的精度本身就不高 ,由此得出

的变化探测结果的精度就更低 。因此 ,需要寻找

一些新的方法 ,能够克服这些缺陷并简化探测流

程。本文提出了利用 ANN 技术进行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探测 ,期望能够克服传统方法存在的缺

陷 ,以提高其变化探测精度。

1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分类及数据
预处理

1.1　变化分类

笔者选择的试验区是在广东珠海地区 ,数据

情况如表 1所示 。

表 1　试验数据

Tab.1　Experimental Data

地

区

数据描述

数据类型及
获取时间

波段 大小/像素 用途

珠
海
/
澳
门
地
区

TM(1992_01)
TM(1996_03)

Band3/Ba_
nd4/ Band5 327×411 参与变化

探测

SPOT(1995_03) 全色 840×840
辅助选取样
本训练区及
验证结果

1∶25万基础地
理数据(1989年) 同一地区

辅助选取样
本训练区

　　在进行变化探测之前 ,首先要根据用地类型

进行变化类型的分类 ,试验区的用地地类划分如

下:Class1表示城镇用地;Class2表示水体(河道/

池塘/海洋);Class3表示农业用地(耕地/稻田);

Class4表示裸地;Class5 表示林地。根据上述用

地类型 ,结合试验区的具体情况 ,将地类变化按表

2所示进行了变化分类编码。在表 2 中 ,共分为

11类变化类型 ,其中“林地_裸地”和“林地_农业用

地”被划分为同一类 ,每一种编码表示一种变化类

型 ,如“4”表示农业用地向城镇用地的变化;“ 8”

表示裸地向城镇用地的变化。

1.2　图像几何纠正 、辐射校正及不同数据源的集成

在进行变化探测之前要进行图像几何纠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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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区的地类变化分类

Tab.2　Classification o f Land Use Changes

Class1 C lass2 Class3 Class4 Class5

Class1 1

Class2 2 3

Class3 4 5 6 7

Class4 8 9

Class5 10 10 11

及辐射校正。试验中图像的几何纠正采用绝对几

何纠正的方法 ,通过判读当地 1∶5万的地形图 ,在

相应图像上选取控制点 ,并从地图上读取大地坐

标 ,采用 Erdas软件的多项式几何纠正。由于变

化探测涉及的是两个不同时期影像的相互比较 ,

所以采用了“波谱不变地物控制点”原理的相对辐

射校正方法 ,以 1996年 TM 各波段影像为参考图

像 ,将相应的1992年 TM 各波段影像进行了相对

辐射校正 ,经几何和辐射校正后的原始影像见插

图A(a)和图 A(b)。插图 A(c)为 TM(1992 年)

合成影像和基础地理矢量数据的叠加结果。

2　利用 ANN 方法进行遥感影像土

地利用/覆盖变化探测

　　使用 ANN 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探测总

体流程如图 1所示。

ANN用于土地利用/变化发现过程是将分类

和变化发现整合成一个过程 ,它和使用 ANN 进

行图像分类的不同之处在于 ,在进行变化探测时 ,

网络输入和输出的含义不一样 ,具体表现在:它将

不同时相和不同波段的影像灰度或其他辅助信息

按照某种顺序同时作为网络的输入 ,而网络的输

出则表示不同的地类变化 ,它们既包含分类信息 ,

又包含地类变化信息 。

不同时

相的遥

感影像

 

几何校正图

像配准相对

辐射校正　
 

ANN 变化探测

ANN 训练

ANN 模拟信真

 

最终的

变化探

测结果

图 1　使用 ANN 进行土地利用/覆盖

变化探测总体流程

Fig.1　Change Detection Based on Sa tellite

Images of Different T imes

2.1　利用 BPNN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探测

2.1.1　网络结构

从理论上讲 ,对于 BPNN 网络而言 ,较多的

隐层会给出更好的结果 ,但隐层过多会造成网络

学习时间过长 。笔者最终选择了 4层网络结构 ,

如图 2所示。

1)网络输入

如图 2所示 ,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多光谱影像

上 ,每次读入一组各波段上表示一定地类的对应

像素值时 ,将它们同时作为网络输入值 。例如 ,在

T 1(1992年)图像各波段上某像素为“农业用地” ,

在 T 2(1996 年)图像各波段上某像素表示“城镇

用地” ,将这些像素灰度值同时输入 BPNN 网络 ,

其含义表示由“农业用地”向“城镇用地”变化的训

练样本。

2)网络输出

根据表 2中的变化分类情况 ,有 11种变化类

型 ,因此 ,ANN 网络输出节点有 11个 ,其输出编

码分别为[ 10 0 0 0 00 0 0 0 0] (城镇用地_城镇

图 2　4 层 BPNN 变化探测结构图

F ig.2　Network of Change Detection Based on BP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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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0 1 0 0 0 0 0 0 0 0 0] (水体_水体)、…

[ 0 0 0 0 0 0 0 0 0 0 1](农业用地_城镇用地),每

种编码代表一种变化类型 。

2.1.2　训练样本数据的半自动化选取

训练样本的正确选取非常关键 ,在试验所用

的 TM 影像上由于城镇用地和耕地的光谱相近 ,

容易发生混淆 ,所以使用已有的 1∶25万基础地理

数据辅助训练样本的选择 ,选取过程如图 3所示。

在基础地

理数据中

选定样本

地类　　

 

读取该样本

地类的最大

面状图斑边

界坐标　　

 

求取该

图斑最

大内接

正方形

 

读取 TM

影像相应

位置的像

素值　　

 

形成该

地类的

训练样

本　　

图 3　利用 GIS 数据进行“城镇用地”样本集的选取

F ig.3　Sample Data Selection for U rban Land with G IS

　　上述过程在 ArcView 8.1环境下 ,通过使用软

件自身的 Scripts和 VBA语言进行编程可实现过程

的完全自动化 ,此外 ,还参考了分辨率较高的SPOT

影像辅助选取其他地类的样本点。试验证明 ,上述

样本点选取方法可以解决从 TM 影像上判读城镇

用地较为困难这一问题 ,并且克服了人工选点的繁

琐性 ,大大提高了样本点的选取效率。

2.1.3　BPNN训练和学习

根据前面设计的网络模型 ,对所选的训练样

本进行 BPNN 训练 ,通过选取多种网络结构进行

了试验 ,最终确定6_30_30_11 为最佳网络结构;网

络经过 20 000 次循环 , 达到收敛 , 所需时间约

4min;BPNN训练完成后 ,就可将两个时期影像的

像素逐个代入训练好的网络中进行模拟仿真 ,得

到插图 B(b)所示的变化探测结果图。在试验中

发现 ,BPNN 网络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即网络学习

过程中收敛速度较慢 ,且很容易陷入局部最小 ,因

此 ,引入了学习矢量量化(learning vecto r quantiz-

ers ,LVQ)网络用于变化探测。

2.2　使用 LVQ网络用于变化探测

LVQ是在监督状态下对竞争层进行训练的

一种学习算法 ,竞争层将自动学习 ,对输入向量进

行分类 ,这种分类的结果仅仅依赖于输入向量之

间的距离 ,如果两个输入向量特别接近 ,竞争层就

把它们分在同一类。LVQ 还可以通过学习 , 将

输入向量中与目标向量相近的分离出来 。图 4为

LVQ 网络结构。试验中选取了 6_25_11_11的网

络结构 ,网络输入 、网络输出及样本点集选取和

BPNN完全相同 ,学习率 lr =0.05 , LVQ 网络训

练经过2min就可以达到收敛 ,而且没有出现局部

极小的现象;利用训练好的网络进行逐像素的模

拟仿真 ,得到了如插图 B(c)所示的土地利用/覆

盖变化探测结果。

输入 竞争层 线性层 输出

　P

　R×1
※ W 1

S 1×R

　n 1

　S 1×1
※ C

　a1

　S 1×1
※ W 2

S 2×S 1

　n 2

　S 2×1
※

　a2

　S 2×1
※

R　 S 1　　 S 2

P为输入向量 , R 为输入数 , S 1 为竞争层神经元数 , S 2为线性层神经元数 , a2 为最终输出向量

图 4　LVQ 的网络结构图

Fig.4　Network Structure of LVQ

2.3　试验结果比较

2.3.1　精度评估

笔者采用了基于像素级的精度评价方法 ,即

以一定的间隔选取某种已知变化类型的样本数

据 ,分别代入训练好的 ANN 网络 ,将 ANN 判定

结果和已知结果作比较 ,得到各类变化探测的误

差矩阵 。基于这个误差矩阵 ,可以得到综合分类

精度 ,公式表示如下:

综合精度 =∑
r

i=1
x ii/ N (1)

式中 , x ii为正确分类个数;r 为分类类别数;N 为

总样本数 。上述精度分析方法反映了各类别精度

及总的分类效果 ,还有一类精度分析方法是在误

差矩阵的基础上 ,对分类器的总体有效性能进行

定量化的评价 ,其中最常用的是 Kappa系数 ,能

被广泛地应用于遥感影像分类的精度估计中来:

k =
N ∑

r

i=1
xii -∑

r

i=1
xi+x+i

N
2 -∑

r

i=1
xi+x+i

(2)

式中 , +表示行或列的求和;r 为分类类别数;N

为总样本数。因此 ,Kappa 的计算使用了误差矩

阵中的每一个元素。

2.3.2　试验结果比较及分析

在试验中 ,分别对分类后比较法 、BPNN 和

LVQ方法所得变化探测结果进行了精度评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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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出了比较结果 。其中 ,总体精度由检验精度

的样本数据所得的误差矩阵计算而得 ,它们反映

了各变化类别探测精度;BPNN 及 LVQ 方法的

探测总体精度比分类后比较法要高得多 。

表 3　基于不同方法的变化探测结果精度比较

Tab.3　Accuracy Comparison of Several

Change Detection Methods

总体精度/ % Kappa系数

分类后比较法 82.09 0.806 3

BPNN 方法 87.27 0.860 9

LVQ 方法 88.09 0.868 3

3　结　语

通过对试验结果的深入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 。

1)人工神经元网络在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探

测方面也是实用和有效的 ,它将变化探测的两个

主要过程合并成了一个过程 ,直接提供了分类信

息和变化信息 ,使工作程序更为简单。

2)无论是 BPNN 还是 LVQ 网络 ,其探测变

化的总体精度优于极大似然分类后比较法。这主

要的原因在于:①与传统的参数化统计分类方法

不同 ,使用 ANN 技术时 ,对数据不一定预先要求

一定的参数化密度分布;②由于 ANN 具有复杂

的映射能力 ,所以对于一些光谱较为接近的地类

的区分能力优于传统方法;③ANN方法在某种程

度上克服了在分类后比较方法中分类误差累计现

象。

3)由于 ANN 方法不需要数据的分布信息 ,

所以容易集成多源数据进行分析。

4)虽然LVQ 和BPNN的变化探测精度差不

多 ,但 LVQ方法比 BPNN 方法的网络收敛速度

快得多 ,且没有局部极小现象 ,前者比后者的变化

探测效率高。

但是 ,无论上述哪种方法 ,在变化探测结果中

仍然存在着一些由于地类光谱相近造成误分的错

误。使用 ANN 方法只能使这些错误尽可能地减

少 ,但不能完全消除 。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应该

是引入影像的纹理特征信息作为辅助信息来进一

步改进基于灰度的变化探测结果。

参　考　文　献

1　张子平 ,肖　平.时态土地资源信息系统数据结构的

研究.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 , 1998 , 23(2):50 ～ 53

2　骆剑承 , 周成虎 ,杨　艳.具有部分监督的遥感影像模

糊聚类方法研究及应用.遥感技术与应用 , 1999 , 14

(4):37 ～ 43

3　沈　清 , 胡德文 ,时　春.神经网络应用技术.长沙:国

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 1993

4　Xiao P , Li D R.Combined Model o f Fuzzy Logic and Ar-

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n Urban Land Use Simulation.

I n:Spatial I 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 ts Ap-

plications_RS , GPS , GIS , Their I ntegration and Applica-

tions.Wuhan:Wuha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 ress , 1998.417～ 422

5　Wang Y , Civio D L.Three A rtificial Neural Netw ork

Paradigms in High Dimensional Multisource Data Classi-

fication.Geog 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s , 1995 , 1(2):

73 ～ 87

作者简介:肖平 ,高级工程师 ,博士。现主要从事遥感图像处理和

GIS系统开发方面的研究。主持和参与了国家“水下深拖图像处

理系统”和“ 1∶5万土地覆盖分类体系建立”等多项重大课题 , 发

表相关论文 10多篇。

E_mail:xiaopinggis@163.com

Land Use/Cover Change Detec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X IAO Ping
1
　LI Deren

2

(1　Shanxi Provincial Geomatics Center , 334 East Youyi Road , Xi' an ,China , 710054)

(2　Nat ional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Su rveying ,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ANN has been int roduced in land use/cover change detection to improve the change de-

tection results.In this paper , the input and output , the structure and reasonable settings of ANN

have been studied and compared.Dif ferent ANN models and algorithms have been int roduce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ANN .The results have show n that LVQ andMAALR(momentum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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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adjust ment of learning rate)have turned to be more ef ficient in land use/cover change

detection than BPNN because they take less ANN training time and have no local minimum .

The experiments based on TM satellite images of different time have shown that ANN

method is practical and eff icient for the change detect ion.The accuracy of it i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t raditional methods , and i t can provide both changed areas and categories at the same time.Be-

sides , i t is easy to integrate multi_source data because of low demand for data distribution.

Key words:land use/cover;dynamic monito ring ;art if icial neural netw 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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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velops new methods to detect the adjusting parameters for digital image

distortion , and to determine the elements of interio r orientation of cameras.The mean square er-

rors of pho to coordinate is low er than 2.5 pixels.A new manner of digital pho to geological logging

and its principle are introduced , so is a pract ical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authors.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geometric precision of photo geological logging fo r tunnels.Theory and practice prove

that the precision of pho to logging can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use of a digital o rientation_cam-

era based on a normal digi tal camera , that digital orthophotomosaic obtained from original photos

can be used as logging base_map , and that photog rammetry based on a normal dig ital camera can

also be used to measure geological elements of at titude of layers.

Key words:geological log ging;close_range photog rammetry;tunnel;geometric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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