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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国内外比较成功的几种从遥感影像提取道路信息的技术方法 ,归纳其方法原理 , 评述其优缺

点 ,提出存在问题及继续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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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计算机从遥感数字影像中自动提取道路

之类的线性地物信息 ,是人们多年的愿望 。国内

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大概有 20多年的历史 ,发表的

文章难以计数 ,但是 ,至今还没有一套功能完善的

系统能实现此愿望 。粗看起来 ,影像上的道路比

其他地物更突出 ,而且道路成网 ,关系明晰 ,但实

现起来却很困难 。究其原因 ,主要是目前计算机

人工智能还远未达到能全自动化地从数字影像中

理解与提取地物信息的水平。但是 ,20多年国内

外在此领域的研究 ,汇聚了多学科知识的精华 ,出

现了许多理论与技术的创新。如果不仅仅局限在

全自动化上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半自动化系统仍

然是很有价值的 。

本文意在学习国内外同行的研究经验 ,略加

归纳分析 ,与同学者研讨继续努力之路径。

1　线状地物遥感影像的视觉特征

从遥感影像提取信息首先必须明确所要提取

的目标的内容及其特征。线状地物的一切能量特

征按曲线型几何分布展开 。以道路信息为例 ,

Vosselman和 Knecht 将其描述为几何(geoma-

tric)、光度或辐射度(photometric)、拓扑(topolo-

goc)、功能(functional)、关联或上下文(contex tual)

的特性。这里进一步将其描述为景物域和影像域

的特征 ,并且把这些特征用知识的形式表达 。道

路的功能和上下文特征是其在景物域和物方空间

的知识 ,偏重于语义描述;而道路的光度 、几何与

拓扑特征则属于影像域[ 4] 。

影像特征的提取 ,即从影像视觉特征中提取

有用的信息。按照 Marr 视觉理论 ,视觉从最初

的原始数据(2维影像数据)到最终对 3维环境的

表达经历了 3 个层次:要素图 —2.5 维图 —3 维

图。以物体为中心的 3维描述是由要素图与 2.5

维图得到的 ,它包含对物体的理解 、识别等 ,这个

层次称为高层次处理[ 1] 。

道路特征提取可以遵循 Marr 视觉理论 ,在

低 、中 、高三个层次上进行
[ 1]
。

目前出现的多种提取方法 ,实质上是对影像

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在各个层次采取不同措施

而产生的 ,它反映了测绘学科与计算机图形学 、模

型识别 、人工智能 、数学等学科的结合。

目前时兴的人机交互半自动化方法 ,本质上

可以看成是利用人工目视方法进行属性识别和利

用计算机自动处理进行量测与描绘 。

2　从遥感影像提取道路信息的现有
方法

　　道路特征自动提取包括道路特征的自动识别

和几何特征的自动定位 ,道路影像特征提取已有

各种各样的方法 ,有局部的 、全局的 ,有人工智能 、

计算机视觉 、模型识别 、数学模型等 ,已经能够做

到把道路影像从其他地物影像中分割出来甚至能

区分道路类型。已有的道路提取算法大多都针

对不同的影像类别 ,即航空影像或卫星遥感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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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比例尺(影像分辨率),不同区域的影像(如

城区 、乡村或郊区)和不同的道路类型 ,如乡村路 、

街道 、高速公路 、高等级公路等 ,若干有代表性的

方法介绍如下。

　　1)Barzohar and Cooper[ 5] 对道路的中心线 、

宽度 、灰度 、边缘和背景灰度级建立模型 ,将整幅

图中的每个小窗口进行最大后验估计 ,然后用动

态规划法从这些候选者中得到全局的最优估计。

2)Vosslman和 Knecht[ 4] 提出了一个与上述

类似的方法并做了一些改进。道路的位置由灰度

断面和表面模型的最小二乘匹配(LSM)计算出

来 ,并用卡尔曼滤波更新路径的参数 。该方法并

未给出实验结果 ,此外它假定道路的曲率固定不

变也是不正确的 。

3)Heipke[ 7]用一个分级式的多分辨率方法 ,

在粗分辨率上提取亮线 ,在高分辨率上用类似于

Nevatia方法的边缘跟踪算子提取两边线 ,利用一

些简单的规则将两级的结果合并。

4)Sylvain[ 8]为提高效率和节省计算时间 ,提

出了集成自动和半自动的道路提取方式的方案 ,

以自动化方法提取道路网的一部分信息 ,然后再

人工干预的道路半自动跟踪 ,提取结果进行三维

投影成制图数据 。从建立实用系统来看 ,此方案

很庞大 ,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5)Trinder and Wang
[ 4]
提出的基于道路网的

拓扑关系的假设-验证方法 ,从策略上看 ,它是一

个从低到高的自底向上的解释 。包括低水平的边

缘提取 、跟踪和连接 ,中水平的相对平行线的生

成 、编组及符号化表达 ,高水平的道路段的识别。

其过程是在小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生成道路段的

拓扑假设 ,中尺度影像上产生的道路段的假设_验

证由一般的网络的拓扑信息完成。这一方法从实

验结果看只是提取了影像上的主干道路 ,因而具

有局限性 。

6)Ralf Tonjes[ 4]提出多传感器(红外 、航片 、

SAR等)的信息融合的道路提取方法。多传感器

的信息用一个分层的语义网络(semant ic net-

work)表达。语义网络用来从各传感器数据中选

择提取出最突出的道路 ,并给各种传感器的特征

提取加权 。它还使用了在人工智能中相对成熟的

技术 ,如基于似然理论修正不同的线索 ,处理不确

定性和不精确的传感器数据 ,搜索树算法等 ,这是

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而且多传感器数据是不易

得到的。从实验结果看最终也只是确认了影像上

的主干道路。

7)Banmgartnet
[ 9]
提出将道路的辐射度信

息 、几何线索及道路局部的上下文关系集成于道

路的模型中。该方法分为两步 ,第一是从多分辨

率的影像上提取基元(边缘 、线等),第二是根据道

路的辐射度和几何约束 ,将可能的道路部分由相

邻的基元(elements)跨过断裂反复编组成段(seg-

ment)。对于不符合辐射度约束的位置 ,提取的局

部的上下文(local context)信息 ,对道路段的连接

给以约束。随着交叉点的提取 ,道路网也提取出

来了。这种方法能较好地在影像清晰 、道路稀疏

且有少数地方压盖的遥感影像中提取乡村道路

网。

8)文贡坚等[ 10]提出了一种从城市航空影像

自动提取比较直的主干道路网的方法。该方法先

将整幅图像分块 ,在每一个子块基于直线提取检

测道路段 ,再自动连接形成道路网。这种方法的

特点在于以直线作为中层符号 。

9)对道路网进行探测的一个较为有效的方

法是亮度梯度方向剖面分析法 。这种方法曾经被

用于从陆地卫星 TM 和 SPOT 卫星多光谱图像上

提取道路网 。它首先对每个像元在其 3×3邻域

上计算出最大坡度方向 ,然后在整幅图像上寻找

最大梯度超过某一特定阈值的像元作为寻找道路

的种子像元。对于任一种子像元沿其最大梯度方

向选择几个像元 ,对于这些像元亮度值进行多项

式拟合以寻找拟合的峰顶或谷底像元。如果在最

大梯度方向上的亮度峰顶或谷底像元的曲率超过

设定阈值 ,则该像元被初步确定为道路像元 。此

算法用于陆地卫星 TM 或SPOT 卫星多光谱数据

时 ,绿光波段或红光波段对道路要素的道路要素

的提取最为有效(Wang 等 ,1992;1994)。

综合上各种方法 ,其基本思路大致是将影像

道路的提取分解成四个步骤:①道路影像的特征

增强;②道路种子点的确定;③将种子点扩展成线

段;④将线段确认并连接成道路网 。

按全自动化提取的要求 ,目前的方法还很不

完善 ,当前研究的热点集中在综合利用其关联信

息 、拓扑特性来进行道路段的自动连接而达到道

路网的自动提取。

3　现有线状地物半自动提取方法的
原理

　　归纳起来 ,前述各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在找

到道路特征和种子点(目前这主要靠目视判读)的

基础上利用计算机的自动化方法提取道路图形信

息 ,即道路中心线(小比例尺影像)或道路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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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例影像)的信息 。目前比较成熟的原理性方

法有以下几种。

1)最小二乘模板匹配方法[ 11 ,13] 。该方法在

给定特征点初始值的条件下 ,以最小二乘法估计

模板与影像之间的几何变形参数。解算和精度评

定方法比较成熟 ,可获得较高精度 。

2)动态规划方法
[ 4]
。该方法导出了道路的

一般参数模型 ,将其表达成种子点之间的“代价”

函数 ,以动态规划作为确定种子点之间最优路径

的计算工具。

3)Snakes或 Active Contour 模型
[ 4]
。该方

法来自计算机视觉界(Kass , 1987)。将初始曲线

的变形归结为外部约束 、内在约束(几何约束)和

影像特征引起的“势能” ,由三者和的能量极值点

作为结果 ,可扩展到三维 。

4)LSB_Snakes方法[ 12] 。该方法是由最小二

乘法与 Snakes法结合起来的方法。将线状特征

的样条描述和影像特征很好地结合 ,是目前理论

上最为严密的方法。

5)基于边缘跟踪的方法[ 11] 。该方法给出起

始点和方向 ,自动边缘跟踪 ,自动终止于无边缘处

作为新的起点。

4　现有方法的问题分析

归纳上述从遥感影像中提取道路信息的技术

方法及其原理 ,可以发现如下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

得以解决 ,就会更接近自动化提取的目标。

4.1　信息量问题

影像信息量的不足是识别与提取可靠性不足

的主要原因之一 。主要情况有以下三种 。

1)影像缺损

这种现象在低分辨率影像情况下比较严重 ,

连续的且边缘整齐的道路影像出现断裂和残缺。

目前常用两种方法来弥补缺陷 ,一种是对影像进

行类似滤波的处理 ,这样做虽能补平缺损 ,但同时

又损伤了道路的细节(如尖锐拐角 、复杂交叉等);

另一种方法是先从缺损影像中提取线划图形 ,然

后对缺损的图形进行类似数学形态学的整形处理

或类似上下文关系的逻辑处理 ,这往往又需要人

工干预以避免误入歧途。

2)影像特征类似

实地上的线状地物多种多样 ,不同属性的线

状地物可能有相同的影像特征 ,有些特征在目视

判读中并不混淆 ,但由于目前所使用处理方法的

缺陷而导致不能区分 ,这样就造成了错误提取。

这种情况在高分辨率影像情况下更显严重 ,这个

问题可以借助多种影像融合的方法解决 。

3)属性特征不足

当要求识别的道路类型比较详细时 ,影像上

所显示的特征往往不足以区分这些属性 ,这种信

息量不足是由于问题的不确定度提高而导致的 ,

可以通过借助其他辅助信息或知识来降低问题不

确定度的方法解决 ,也可以通过多源影像融合的

方法解决 。

4.2　知识库与方法库的建设

人们已经发现 ,用低水平(低层次)和高水平

(高层次)方法的有机结合 ,可以提高从影像提取

道路信息的可靠性和效率 。即便在目前人工智能

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 ,用目视判读进行高水平处

理 ,用计算机算法进行低水平处理 ,两者结合起来

仍然是有效的 。但是 ,人们只是找到了这种办法 ,

实际上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远不及解决问题的程

度。人们早已在多光谱影像自动分类中体会到模

式识别的困难 ,正在着手建设地物波谱库和针对

不同地物识别的方法库。道路线划提取主要是基

于影像结构信息的处理 ,应当把低水平处理的方

法详细建成方法库 ,以便对不同数据和目标采用

不同的方法;也应该把地物的属性知识建成知识

库 ,以便对不同的目标属性采取不同的约束来辅

助和加强低水平处理 ,以实现复杂情况的低水平

有机结合 ,从而提高识别与提取的可靠性和效率。

参　考　文　献

1　史文中 , 朱长青 ,王　昱.从遥感影像提取道路特征的

方法综述与展望.测绘学报 , 2001 , 30(3):257 ～ 261

2　张祖勋.王之卓先生的教诲与摄影测量的全数字化道

路.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 1998

3　李德仁.摄影测量与遥感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武汉

测绘科技大学学报 , 2000 , 25(1):1～ 3

4　胡翔云.航空遥感影像线状地物与房屋的自动提取:

[博士论文] .武汉:武汉大学 , 2001

5　Barzoha M R , Cooper D B.Automa tic Finding of Main

Road in Aerial Images by Using Geometricsto chastic

Models and Estimation.IEEE CVPR , 1993

6　Heipke C , Steger C ,Multhammer R.A Hierarchical Ap-

proach to Automatic Road Ex traction from Aerial Im-

agery.In:Mckeown D M Jr , Dowman I J , eds.I ntegrat-

ing Photog rammetric Techniques with Scene Analy sis and

Machine V ision Ⅱ , Pro.SP IE 2486 , 1995.222 ～ 231

7　Sylvain A.From Manual to Automatic Stereo P lotting:E-

valuation of Different Road Network Capture P ro cesses.

IAPRS XXXI Part B3 , Viena , 1996

8　Karimi H A.Techniques for Automated Extraction of

92 　　　　　　　　　　　　　　　武汉 大学学报·信息 科学版　　　　　　　　　　　　　　　2003年



Roadw ay Inventory Features from High_reso lution Satel-

lite Imagery.Geocato International , 1999 , 14(2):5～ 16

9　Baumgartner A.Ex traction of Roads from Aerial Imagery

Based on G rouping and Local Context.ISPRS Comm.Ⅲ

Workshop , 1998

10　文贡星 ,王润生.从航空遥感图像中自动提取主要道

路.软件学报 , 2000(11):17 ～ 20

11 　Heipke C.Semiantomatic Ex traction of Roads from

Aerial Images.IAPRS Com Ⅲ Workshop , Munich ,

1994

12　Gruen A , Li H H.Semiautomatic Linear Feature Ex-

traction by Dynamic Programming and LSB_Snakes.

Pho to gramertic Eng ineering & Remote Sensing , 1999 ,

63(8):985 ～ 995

13　Gruen A , Pgouris P.Linear Feature Ex traction by Least

Square Template Matching Constrainted by Internal

Shape Forces.ISPRS Comm.Ⅲ Workshop , 1994

第一作者简介:林宗坚 ,博士生导师 ,教授。主要从事遥感图像处

理、模式识别和地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方面的研究。

E_mail:lincasm@public.bta.net

Methods and Prospects of Road and Linear Structure

Extraction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

LIN Zongjian
1
　LIU Zhengrong

2

(1　Chinese Academy of Surveying and M apping , 16 Beitaiping Road , Beijing ,China , 100039)

(2　Research Center of Spat ial Information &Digit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has made a detail analysis on several exist ing methods of the

automatic road and linear structure ex t raction by using some multi_spect ral remote sensing images

acquired f rom different spatial resolut ions ,districts , and road characteristics.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have been generalized in order fo r us to make use of these methods fo r various appli-

cable purposes.Finally , the author recommended some research issues fo r future study.

Key words:ex traction;linear objects and st ructures;remote sensing image

About the first author:LIN Zongj ian , Ph.D supervisor , professor.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image processing , pattern recognit ion , data

capturation in GIS.

E_mail:lincasm@public.bta.net

93　第 1 期　　　　　　　　　　　林宗坚等:从遥感影像提取道路信息的方法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