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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卫星遥感全色图像中自动提取城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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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从卫星遥感全色图像中自动提取城市目标的方法。在总结城市目标的卫星遥感全色图像

特性的基础上 ,设计了一种层次提取的方法。首先在低分辨率图像中提取城市目标的候选区域;接着在候选

区域内利用城市目标一些更复杂的特性在高分辨率图像中证实城市目标。为了获得城市目标的边界 , 提出了

一种基于边缘点密度的算法 ,并将算法应用去提取 SPOT 图像中的城市目标 , 取得了较好的试验结果。

关键词:卫星遥感图像分析;目标识别;目标提取;变化检测

中图法分类号:TP751;P231.5

　　最近十几年遥感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 ,各种

遥感平台得到的图像无论是在空间分辨率 、时间

分辨率还是光谱分辨率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

卫星遥感技术成为一种极其方便 、且能获得同一

地理位置多时相图像的技术手段 。因此 ,卫星遥

感图像为分析城市变化趋势提供了一种方便简洁

的途径。

通过分析对照不同时期的卫星遥感图像来发

现城市的变化情况 ,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变化检测

问题 。Ridd等人提出并比较了多种检测城市变

化的方法 ,包括差分法 、回归法等[ 1] 。这些方法

要求事先将两个不同时期的图像进行精确的几何

和辐射校正 ,校正的精度将会直接影响到变化检

测的结果[ 2] 。同时 ,这类方法大多只分析了单个

像素的灰度和光谱特性 ,获得的结果难免会存在

错误 。

解决城市变化分析问题的另一种思路是应用

模式分类和识别方法 ,先从每个时期的图像中提

取出城市目标 ,然后再作比较[ 3] 。几何和辐射校

正的精度对这类方法影响较少 ,它最重要的一步

是如何从遥感图像中提取出城市目标。运用这种

方法 ,人们利用多光谱图像进行了不少研究[ 4] ,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然而 ,目前很少有人在全色

图像中研究城市目标的提取问题
[ 5]
。

全色灰度图像上的每个像元只用一个数值表

征 ,因此 ,采用分析灰度值的统计方法难以获得可

靠的结果
[ 5]
。人在识别目标时 ,更多的是利用目

标的几何结构特征。本文拟采用基于结构特征的

方法来识别城市目标 ,它具体涉及两个方面的问

题:①如何用几何特性来描述目标的模型;②怎样

从图像中提取几何特性来证实模型 。对于简单刚

体目标 ,形状是基本一致的 ,可通过多边形 、多面

体或 CAD构建模型 。但对于城市目标 ,它是一类

组合型的复杂目标 ,每个城市的组成方式都不一

样 ,因此 ,难以用一种精确的方式来描述它的模

型。目前 ,国内外利用几何结构特征来识别复杂

目标的研究成果不多[ 6 ,7] ,笔者在这一方面做了

一些研究 ,提出了一种方案 ,初步地解决了多类复

杂目标的自动提取[ 8] 。

由于复杂目标的外在表现形式比较复杂 ,难

以用固定的参数和结构来表征 ,人们通常用一些

抽象的语句来描述。这些语句包括目标内部的组

成部分 、各组成部分的特性以及该目标与其他目

标的相互关系等。这样描述语句一般难以直接被

计算机所认知 ,因此 ,复杂目标识别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将这些语句转化为计算机能识别的模

式。严格地说 ,建立复杂目标的精确模型是不现

实的 ,同时对解决识别问题并无多大帮助 。笔者

提出的复杂目标识别方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如何设计复杂目标在图像中的特性;②如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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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根据这些特性来识别和提取目标 。本文拟

采用这种方案来解决从卫星遥感图像中自动提取

和分割城市目标的问题。

1　城市目标在卫星遥感图像中的特
性

　　城市是一类复杂的组合目标 ,不同城市的组

合方式也不一样 ,因此 ,精确地描述城市模型是不

现实的 ,即使能够得到这样的模型 ,也只能适应于

少数城市 。虽然描述城市目标的精确结构非常困

难 ,但绝大多数城市有相同的特性:①城市是一类

面积较大的组合型目标;②城市内部由建筑物 、街

道 、空地 、植被以及水域等组成;③城市中建筑物

的数量最多 、屋顶的样式多种多样 ,但在小范围内

建筑物的排列一般较为整齐;④城市中街道纵横

交叉 ,有主次之分 ,在规划较好的区域内 ,街道之

间相互平行或垂直 ,将城区分隔成若干个街区;⑤

城市周围一般是田野 、山地以及分布稀疏的居民

区 ,且城市通过铁路或公路与外界连接起来。

通过分析城市目标上述共同特性和观察大量

的实际图像 ,城市目标在卫星遥感全色图像中的

一些特性如下。

1)城市内部区域的图像灰度变化一般比较

剧烈 ,而城市周围区域的图像灰度变化比较平缓 ,

城市内部也可能存在灰度变化比较平稳的区域。

城市的内部绝大多数由建筑物组成 ,一般建筑物

长几十m 、宽十几 m ,在卫星遥感全色图像中就是

几个点 ,而建筑物的边界处以及不同建筑物的连

接处的灰度变化较大 ,因此 ,一般城市内部相邻像

素之间的灰度变化显著。而城市的周围一般是田

野 、空地和稀疏的房屋 ,它们在卫星遥感上的灰度

分布比较平稳 。当然 ,在城市内部也存在少量的

空地 、植被 、水域等 ,它们的灰度分布也是比较平

稳的 。

2)城市目标具有一定的面积。城市是一类

面积较大的目标 ,面积常常由几 km2 到几十 km2

甚至上百 km2 ,折合到 10m 分辨率的 SPOT 图像

中有几万到几百万个像素 。

3)在城市图像的大部分局部区域中 ,短直线

的方向直方图有两个波峰 ,且两峰之间的相位差

大约为 90°。建筑物在卫星遥感图像只有几个像

素 ,因此 ,它们的边缘大多形成短直线。考虑到城

市中居民地内建筑物分布一般比较规整 ,建筑物

的走向基本一致 ,而建筑物的相邻轮廓线之间常

常是垂直的 ,因此 ,组成建筑物的短直线在局部范

围内一般有两个方向 ,而且这两个方向相差 90°。

4)在城市图像的局部范围内 ,长直线的方向

直方图也有两个波峰 ,且两个波峰在整个直方图

所占的比例应该比较大。城市图像中的长直线大

多由街道的边界形成 ,而局部范围内街道方向一

般只有两个 ,因此 ,在长直线的方向直方图中 ,前

两个波峰在整个直方图所占的比例应该比较大。

2　城市目标提取方法

若在整个图像上计算每一特性 ,尤其是计算

后两个特性都涉及到直线的提取 ,计算量将是非

常大的 。笔者仔细分析了城市目标的几个特性 ,

发现前两个特性的计算比较简单 ,后两个特性计

算复杂 ,由此设计了一个层次提取方法:首先依据

城市目标的前两个特性 ,从图像中分割出城市目

标的候选区域;然后利用城市目标的后两个特性

在候选区域中证实城市目标。为了监视城市的变

化趋势 ,不仅要识别出城市 ,还要得到城市的边

界。因此 ,整个城市目标提取方法分为 3步:①分

割城市的候选区域;②在候选区域中证实城市目

标;③提取城市目标的边界。其处理流程图如图

1所示。

遥感图像

↑

目标预提取

↑ ↑

非城市目标区域 城市目标候选区域

← ↑
否

证实城市目标

↑是

城市目标区域

↑

提取城市边界

↑

城市目标及边界

图 1　自动提取城市目标的流程图

Fig.1　Flow Char t of Automatic Ex traction o f City Objects

2.1　提取城市目标的候选区域

根据城市目标的特性 1),可以通过分析图像

灰度的变化剧烈程度来提取城市目标的候选区

域。表征图像的灰度变化程度的特征有许多 ,如

灰度方差 、梯度幅度分布 、熵以及纹理能量测量算

子等 。本文采用纹理能量测度来提取城市目标候

选区 ,通过试验 ,可在更低分辨率的图像上来提取

城市候选区域 ,整个算法处理流程图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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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图像

↑

抽样

↑

直方图均衡与量化

↑

图像分割

↑

城市目标候选区域

图 2　提取城市目标候选区域的流程图

Fig.2　Flow Chart of Automatic Detection of

Candidate Regions of City Objects

　　1)抽样。在试验中每隔 10行 10列抽取 1

个像素。

2)直方图均衡与量化。卫星遥感图像的灰

度大多集中在很少的范围内 ,为了计算纹理能量

测度 ,将直方图均匀量化为 8个等级。

3)图像分割。采用分裂合并算法分割图像 ,

分割采用的测度是纹理能量 ,具体算法可参考文

献[ 9]和[ 10] 。

4)选择候选城市目标区域。根据城市目标

的特性 2),它应具有一定的面积 。将纹理能量高

且面积较大的区域作为城市目标的候选区域 。

2.2　在城市目标候选区域内证实城市目标

通过上面描述的方法 ,虽然可以排除不少灰

度变化比较平缓的非城市目标区域 ,但是灰度变

化剧烈的区域不一定就是城市目标 ,因此 ,还需要

进一步利用城市目标的其它特性在候选区域内证

实城市目标。

城市目标的特性 3)和特性 4)主要反映城市

图像中直线的分布特征。它们主要体现城市目标

的局部特性 ,因此 ,需要将候选区域进行分块 ,然

后在每一分块图像上进行证实 。整个方法分为两

步 ,其处理流程图如图 3所示 。

候选区域

↑

图像分块

↑

标记分块图像属性

↑

城市证实

↑

城市目标

图 3　在城市候选区域内证实城市目标

F ig.3　City Object Verification in the

Candidate Reg ions

　　1)将候选区域分成小块 ,分割的方法如下:

先将整幅图像分割成大小为 N ×N 、互不重叠的

图像块;然后计算每块子图像中候选区域的占有

率 ,保留占有率大于 80%的图像块。在试验中 ,

选择 N =128。

2)判断分块图像是否为城市目标是整个识

别算法的关键 ,其处理流程图如图 4所示。

分块图像

↑

直线提取

↑

特征提取

↑

标记分块图像属性

↑

分块图像属性

图 4　标记分块图像属性流程图

Fig.4　F low Char t o f Labeling Sub_images

　　①提取直线。首先采用 Canny[ 11] 算子提取

并细化边缘 ,然后利用卡尔曼滤波器跟踪边缘点 ,

获得直线支持区 ,最后用稳健的方法拟合直线支

持区(详细算法请参考文献[ 12])。记从图像中提

取出的直线集为 L ={(l i , θi),(1≤i≤n)},其中

n 为直线数目 , li 、θi 分别为第 i 条直线的长度和

斜角 , θi 在 0°与 180°之间。

②计算直线参数特征 。根据城市目标的特性

3)和特性 4),需要计算两个特征:a.长直线的方

向直方图中前两个最大波峰在整个直方图所占的

比例 k 1;b.短直线的方向直方图中前两个最大波

峰之间的角度差与 90°的差值 k 2 。由于建筑物的

边界在卫星图像中只有几个像素 ,把长度小于 10

的直线定义为短直线 ,长度大于 10的直线定义为

长直线。计算每一特征均分 3步:首先统计直线

的方向直方图;然后提取方向直方图的两个波峰;

最后计算相应的特征 。下面详细讨论 k1 的计算。

记直线集 L 中长度大于固定门限 10的长直线集

为 L l={(li , θi),(1≤i≤n l)}, n l 为长直线数目 。

·统计长直线方向直方图 h l(x)。将 5°量化

成一个角度等级 ,则 x 的范围是 0≤x ≤36。考

虑到噪声的影响 ,直线的斜角参数可能提取不准

确 ,采用高斯函数来模糊化每个斜角 ,即

θi ※
blur

P i(θ)=
li

2πσi
exp -

(θ-θi)
2

2σ2i
(1)

式中 , θ为自变量;σi为方差 ,它与直线长度有关 ,

即

σi =Cθ li (2)

式中 , Cθ为一常数。则有:

h l(x)=∫
x+2.5

x-2.5
∑
n
l

i=1
P i(θ)d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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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波峰。定义局部范围内方向直方图的

极大点为波峰:设局部范围的窗口大小为 w(在

试验中 w =2),若 h(x)在区间[ c-w , c+w ]中

的最大值为 h(c),则 c 为 h l(x)的一个波峰 , h

(c)是波峰 c的峰值。记从 h l(x)中提取出波峰

集为 C , C中波峰数目为 mC ,按峰值由大到小的

顺序排列为 C={c1 , c2 , … , cm
C
}。

·计算特征 k1 。长直线的方向直方图中 ,前

两个波峰在整个直方图所占的比例 k 1 为:

k1 =
h l(c1)+h l(c2)

∑
35

x=0
h l(x)

(4)

　　·类似可以获得短直线的方向直方图 hs(x),

0≤x <36 ,以及 hs(x)按峰值由大到小的顺序排

列的波峰 C′={c′1 , c′2 , …},则短直线的方向直

方图中前两个波峰之间的角度差与 90°的差值 k 2

为:

k 2 =|90-|c′1 -c′2|×5| (5)

　　·判断分块图像属性 。若特征 k 1 ≥T 1 且特

征 k 2<T 2 ,则将分块图像的属性标记为城市 ,否

则为非城市。在试验中 , T 1=0.3 , T 2=5 。

·城市证实 。在城市中某些局部区域并不具

有特性 3)和特性 4),如空地 、水域和植被 ,因此 ,

在候选区域内 ,有些分块图像的属性是非城市 ,但

是这样的分块图像应是少量的 。若属性标记为城

市的分块图像的面积占整个候选区面积的比例大

于一个固定门限 ,则该候选区为城市。在试验中 ,

取这一门限为 0.7。

2.3　提取城市目标的边界

经过上面两个步骤 ,只能得到城市目标的大

致区域 ,要获得城市的真正边界 ,还需对裁剪图像

(即由上述处理得到的城市目标大致区域形成的

图像)作进一步的处理 。提取边界的依据是城市

目标的特性 1)。这里定义一种新的表征图像灰

度变化程度的特征 ,它就是图像边缘点密度 。所

谓的边缘点密度 ,是指单位面积内边缘点的数目。

在城市图像中 ,建筑物的外轮廓以及街道的边界

都会提供丰富的边缘点 ,因此 ,它的边缘点密度会

较高 。整个提取城市边界方法分为 4 步 ,其处理

流程图如图 5所示。

1)选用 Canny 边缘检测算子[ 11]来提取边缘

点 ,试验中选择尺度参数 σ=3.0。

2)计算每一点的边缘点密度值。图像中任

一点 A 的边缘点密度就是以点A 为中心 、大小为

N×N 的方块内边缘点出现的比例。如果 N 选

择较小 ,得到的边缘点密度值不可靠;若 N 选择

较大 ,则连接高边缘点密度区与低边缘点密度区

地方的边缘点密度计算不准确 。为了克服这个问

题 ,采用下面的方式来定义图像中任一点 A 的边

缘点密度 ,如图 6所示。分别在 A 的左上 、右上 、

左下 、右下 4个大小为 N ×N 的方框内统计边缘

点密度 ,然后在 4 个边缘点密度值中保留最大和

最小值作为点 A 的边缘点密度 。因此 ,点 A 的

边缘点密度是一个二维矢量 ,记 A 的边缘点密度

中最小值为 A minv ,最大值为 A maxv ,在试验中 N

=6。

城市裁剪图像

↑

边缘提取

↑

计算边缘点密度

↑

图像分割

↑

边界修整

↑

城市目标边界

图 5　提取城市目标的边界

Fig.5　Ex tracting the Boundary of City Objects

　　3)图像分割 。以边缘点密度为准则来确定

图像中任一点 A 的属性 ,选择两个门限 T 3 、T 4 ,

使 T 3 >T 4 。如果 A minv >T 3 ,则点 A 为高边缘

点密度点;如果 Amaxv <T 4 ,则点 A 为低边缘点

密度点;如果 Amin v <T 3 且 A maxv >T 4 ,则点 A

落在高边缘密度点区与低边缘密度点区的连接

处。笔者采用下面方法来判别连接处内任一点

A 的归属:先计算高边缘点密度区平均密度 Dh

和低边缘点密度区的平均密度D l ,平均密度是将

每一点的两个密度值相加除以 2 倍点的数目;如

果 Amin v-Dl < Amaxv -Dh ,则 A 为低边缘点

密度点;否则为高边缘点密度点。将相邻的高边

缘点密度点编组所得到的区域为城市目标。在试

验中 , T 3=0.5 , T 4=0.25 。

1 2

A

3 4

图 6　计算 A 的边缘点密度

Fig.6　Computing Edge Point Density of A

　　4)边界修整 。由步骤 3)得到的区域的边界

一般有较多的毛刺 ,为了清除这些毛刺 ,采用数学

形态学中腐蚀(erode)和膨胀(dilate)算子:先用腐

蚀(erode)算子将城市边界收缩若干次(腐蚀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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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工确定);然后用膨胀(dilate)算子扩展同样

的次数。这样得到的城市边界比较平滑 。

3　试验结果与结论

将上述算法嵌入笔者自行研制的复杂目标自

动识别系统中 ,并对大量实际图像进行测试 ,取得

了较好的结果。笔者只用某城市经过加工后的

SPOT 全色卫星遥感图像测试整个算法 。考虑到

图像尺寸较大 ,将原始图像缩小了 4 倍显示在图

7(a)中;在图 7(a)中 ,白框对应位置的原始图像

显示在图 7(b)～ 7(c)中;图 7(d)表示原始图像

以 10抽 1所得的图像 ,图 7(e)是从图 7(d)中检

测出的城市目标候选区域;图 7(f)和图 7(h)是分

(a)

别从图 7(e)中选出两个子块图像 ,图 7(g)和图

7(i)分别表示这两块子块图像提取出的直线;图 7

(j)～ 7(k)、图 7(l)～ 7(m)分别表示图 7(g)、图 7

(i)中短直线与长直线的方向直方图;方向直方图

的参数以及特征参数列如表 1。从表 1 可以看

出 ,图 7(f)所示子块图像具有城市后两个特性 ,

而图 7(h)所示子块图像不具有城市后两个特性;

图 7(n)显示了提取出的城市目标(缩小了一半显

示),属于城市目标的区域的灰度和原始图像一

致 ,不属于城市目标的区域的灰度是原始图像的

70%。。

(b)　　　　　　　　　　　　　(c)　　　　　　

(d)　　　　　　　　　　　　　(e)　　　　　　

(f)　　　　　(g)　　　　　(h)　　　　　(i)　　　

　　　　　　　　　　　　　　　　　　　　　

　　　　　　　　　　　　　　　　　　　　　　　　　　　　　　　　　　　　　　　　　

图 7　从一幅 SPOT 图像中自动提取城市目标

F ig.7　Automatically Extracting City Object from a SPOT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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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从图 7(f)和图 7(h)提取出方向直方图

的参数和特征参数

Tab.1　Orientation Histo gram Parameters and

Feature Parame ters Ex tracted from Images

Shown in Fig.7(f)and Fig.7(h)

分块图像 c1 c2 c′1 c′2 k1 k2

图 7(f) 19 1 2 20 0.33 0

图 7(h) 18 26 2 18 0.24 10

　　从理论和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本文方法有以

下优点:①建立的城市目标特性模型有较广的适

应范围;②采用分层提取的策略使得算法运行较

快。

本文提出的城市模型适合于单个中心 、且空

地与水域面积较少的城市 ,例如我国北方的大部

分城市 。而对于我国南方的城市大多是依山傍

水 ,穿过城市的河流和湖泊将城市分成多块 ,利用

本文方法难以完整地提取出城市目标 ,这也是需

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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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cess of ext racting urban area f rom remo te sensing images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

monitoring and measuring urban change.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 many statistical approaches

w ere developed to solve this dif ficult task , but there are few successful reports because the re-

f lectance of an object usually does not characterize it s nature.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st ructural

method for automatic detection of urban area f rom satellite panchromatic remote sensing images.

Urban area is a kind of complex combinatorial object and each urban area has its particular

combinatorial mode , therefo re it is diff icult to describe an urban area model in detail.Through ana-

lyzing urban area structures and observing many real satellite panchromatic city images ,we f irs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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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 four common properties for most of an urban areas as follows:(1)an image of an urban

area contains variation in pixel intensities;(2)an urban area has a large size;(3)for most of local

images of an urban area , there are two main peaks in the orientation histogram of short lines w hich

are ext racted f rom a local image , and the orientation lap between the two peaks is about 90 de-

g rees;(4)there are also tw o peaks in the o rientation histog ram of long lines , and the tw o peaks

account fo r a majori ty of the histog ram.

Secondly ,we follow these properties to devise a hierarchical method for ext racting urban area

from satellite panchromatic remote sensing images.In the f irst level , some candidate regions of ur-

ban area are segmented from low_resolution image based on the two former statist ical properties.

In the second level , the candidate regions are verified by computing the tw o lat ter complex geo-

metric features of urban area f rom high_resolution image.

We divide three steps to detect the candidate regions of an urban area.An input image is

firstly sampled to create a low_resolution image , and then the sampled image is processed using

histogram equalization and quantization and is segmented by computing tex ture energy features

and exploiting split_and_merge algo rithm.Finally , some large areas wi th high texture energy are

selected as the candidate regions.

After acquired the candidate regions ,we use the tw o lat ter features of urban area to make fur-

ther analysis.Because the two propert ies are based on the local range of an urban area image ,

therefo re the candidate regions must be firstly divided into many sub_images , and then the proce-

dure of urban area confirmation is implemented on each sub_image.The verif ication procedure is

implemented into three steps.All straight lines are fi rst ly ex tracted and binarized into short and

long line sets using a defined threshold , and then two feature parameters are computed:one is the

o rientation lap betw een the two highest peaks of the o rientation histogram of short line set;the

o ther is equal to the sum of the two highest peaks of the o rientation histogram of long line set.Fi-

nally ,when the f irst parameters is close to 90 degrees and the second one is larger than 0.5 , the

sub_image is labeled as CITY , otherwise as NONCITY.In a candidate region , if the rat io of sub_

images with CITY label is larger than 0.7 , then it is an urban area.

In o rder to smooth the boundary of an urban area , we propose an edge point density (EPD)_

based method:f irst ,EPD of all pixels are estimated to get an EPD image;in the second step , a

tw o_threshold scheme is implemented to segment the EPD image;finally , tw o mathematical mor-

phological operators are used to smooth the boundary of the urban area.

We have embedded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nto a sy stem developed by our laborato ry for au-

tomatic complex object recognition and have tested many real SPOT remo te sensing images.Ex-

perimental results have shown the feasibility of our algori thms.

Key words:remo 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object recognition;object ex traction;chang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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