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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分辨率层次结构的遥感影像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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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输入数据源经过扩展分段处理 ,形成具有不同分辨率层次结构的影像目标。通过构建同层次目标之

间、不同分辨率层次目标之间的关系 , 将目标识别 、目标语义提取以及影像信息提取集成在单一的平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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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分析处理一直是遥感技术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面。从早期的影像目视解译技术到后来

的计算机辅助分类 ,乃至当今的自动化判读技术 ,

遥感影像分析方法逐步从单纯的像素物理特性识

别向影像理解演变 。事实上 ,遥感影像中蕴含着

丰富的空间信息 ,而传统的分类方法一般仅能提

供位置(X , Y)与属性(类别)输出。无论是监督法

还是非监督法 ,均是基于像素级的处理 ,像素间的

天然的内在联系被舍弃了 。即使采用纹理等影像

特征辅助分类 ,其目的也仅是为了提高单个像素

级的识别精度与可靠性 ,而未顾及到遥感影像中

丰富空间信息的提取 。

因此 ,可以将遥感影像的处理划分为三个层

次:影像像素的物理类别识别(也即通常意义上的

图像分类)、地面目标的语义信息提取 、遥感影像

信息的提取。传统影像分析方法主要解决了第一

个层面的问题 ,而对于后两个层面的处理只能借

助其他的方法完成 。因此 ,结合对传统遥感影像

分类方法的总结以及对新型影像分析方法的要

求 ,本文提出以下假定。

1)不同影像目标识别的精度 、难易程度可以

是不同的 。如水域的识别较之城市建筑物的识别

要容易得多 ,精度也好得多。因此 ,一方面不能对

所有目标的识别采用相同的衡量标准 ,另外 ,目标

识别的过程也可以存在层次的差异 。

2)影像分析是多分辨率的。从人类对目标识

别的模式看 ,针对不同目标的识别 ,其分辨率存在

很大的差异。对城市轮廓的识别可以采用较粗的

分辨率 ,识别植被分布的分辨率可以远远低于识

别城市居民建筑物所需的分辨率 。因此 ,影像分

析所采用的数据源可以是多分辨率层次的。

3)影像分析必须是基于语义的。传统分类方

法注重目标的物理特性 ,而忽视其语义的特性。

但是从影像分析的意义看 ,其目的是为了提取蕴

含在影像中的信息 。因此 ,这种分析必须建立在

合理的语义基础上。目标语义结构与其物理结构

是混合型的层次关系 。

4)遥感影像分析的最高层次是影像中蕴含信

息的提取。同一目标的多分辨率表达 、不同目标

之间的关联关系与层次关系均能增加目标信息熵

的含量 ,有助于提高目标识别的精度与可靠性。

更为重要的是 ,同一层次内 、不同分辨率层次间目

标基于语义的空间联系有助于空间信息的提取。

基于以上假定 ,遥感影像分析方法应能将其

三个层面的目标集中在一个平台完成。具体地

讲 ,可以根据所提取目标特征的不同构建不同分

辨率水平的层次结构 ,通过分析基于层内与层间

目标之间的关联 ,达到目标识别 、目标语义提取以

及影像信息提取的目的。

1　基本思想

1.1　传统影像分类方法的缺陷

传统影像分类方法存在很多缺陷 ,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①几乎所有的传统分类方法均基于

像素级的处理;②不同的影像目标处理均在同一

 收稿日期:2003-03-25。

项目来源:国家留学基金委与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资助项目(Tamoz)。

DOI :10.13203/j.whugis2003.03.012



层次内进行。

无论是监督法还是非监督法分类 ,传统分类

方法的目的均是为了实现待分类目标集与已知目

标集的最大匹配 ,只是在实现手段上 ,前者是直接

的 ,而后者是间接的 。尽管各类方法采用的手段

各异 ,但其核心均是围绕逐个像素遍历实现的 。

传统分类方法的改进使得遥感影像的分类在

精度 、效率上均有所提高 ,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分类

器的智能化程度(Atkinson 等 , 1997;Paila 等 ,

1995),但是其基于像素级处理的特性则使其存在

共同的缺陷。从视觉效果看 ,分类输出的影像均

存在所谓的“胡椒面效果” ,即存在大量的分类噪

声 ,这种噪声主要是由于分类时像素间缺乏空间

联系造成的(图 1(a))。这种噪声效果不符合自

然界地物的客观特性 ,难以形成符合人类思维特

点的语义输出 。

图 1　基于像素的遥感影像分类与基于分段的遥感影像分类

Fig.1　Visual Difference Between Per-pixel Classification and Segmentation-based Classification

　　传统分类方法的另一个缺陷是不同影像目标

的处理均在同一分辨率的层次内进行 。事实上 ,

不同的地物目标由于其光谱 、空间等特征的不同 ,

从而在遥感影像上形成大小不同 、明暗差异的图

斑。此时 ,独立的像素已不再是识别的基本单位 ,

对具有相同语义特征的像素的集合(语义目标)的

识别才具有特定的意义。因此 ,从理论上讲 ,不同

地物目标均有与之相适应的最佳分辨率影像 ,在

此分辨率层次上 ,影像对该地物类别的概括最适

中 ,因而对该地物识别率具有最好的效果 (Chen

等 , 1989;Krawitz , 1974)。而传统分类方法由于

分类器设计的缺陷 ,使得其只能在同一分辨率层

次上对所有影像目标整体解算 。这种方法阻碍了

目标语义特性的提取 。

1.2　多分辨率影像目标的层次性构建

为了克服传统分类方法的缺陷 ,提高分类的

精度与可靠性 ,更重要的是从遥感影像中提取所

蕴含的影像空间信息 。可以在单一分辨率的影像

资源基础上 ,根据像素间光谱与空间分布的特征 ,

形成具有不同分辨率的影像目标层次 ,从而在输

入空间形成具有层次结构的影像资源集合。

重建影像分辨率的过程采用扩展的分段方法

进行(eCognition , 2000;Kok 等 , 2000;Willhauck ,

2000)。传统分段是指将在光谱与空间特征上相

似的单个像素空间聚类的过程 。而扩展的分段过

程一方面可以从物理层面上改变影像的分辨率 ,

形成适应不同影像分析目的的影像目标集合 ,另

一方面可以增加影像目标的信息含量(如均值 、方

差 、距离等),并减少由于高频噪声引起的影像噪

声。通过控制与调节分段的参数 ,可以形成具有

不同分辨率的影像资源(eCognition , 2000)。扩展

分段需考虑的参数包括光谱阈值 、目标大小 、空间

平滑程度 。

根据影像分析目标的不同 ,可以通过控制以上

参数 ,形成具有不同分辨率的影像资源 ,继而形成

层次结构的影像资源集合(图 2)。该结构使得影

像中所包含的信息量通过横向 、纵向的关联得以增

加 ,也即增加了其中所包含的信息熵的含量 ,其结

果不仅可以提高地物识别的精度与可靠性 ,更主要

的是可以从中提取大量的语义特性以及空间信息 。

对多分辨率目标层次结构的分析可以从横

向 、纵向两方面入手 。

从纵向看 ,上层(具有较粗的分辨率层次)对

下层(具有较细的分辨率层次)的影像目标(分段

后形成的影像块)具有包含作用 ,而下层对上层则

有细化作用。由于不同类别的地物在不同分辨率

影像层次上的解译效果不同 ,因此 ,在不同层次上

对目标识别的过程大大丰富了对目标的了解程

度。从层次上看 ,分段越精细 ,目标块平均面积越

小 ,其所包含的物理信息(如光谱)就越精细 ,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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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以城市开放式空间为例的语义层次结构与遥感分类层次结构的联系与差异

Fig.2　Connection Between Structures in Semantic and Remote Sensing Perspective

Regarding to the Open Space Instance

应的空间信息就减弱 ,语义特征越弱化 ,抽象信息

也随之减少。而从另一个角度看 ,层次越高 ,分段

就越为粗糙 ,目标块平均大小增加 ,其所包含的物

理信息减弱 ,但是空间信息增加 ,目标的语义强

化 ,抽象类信息增加 。上层对下层的包含有助于

利用上层抽象信息强的特点 ,屏蔽掉下层由于过

多的物理因素造成的空间噪声 。直观地看 ,可以

滤除掉“胡椒面效果” ,实际上是用语义的特性规

范目标的分类 ,提升分类的可靠性(图 1(b))。下

层对上层的细化 ,则利用其物理信息丰富的特征

补充上层物理特征的缺乏 ,提升分类的精度。

从横向分析 ,由分段形成的目标以不规则的

边界彼此邻接 。由于分段参数的不同 ,在每个不

同的层次上 ,目标之间的关联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但总的来说 ,可以形成的关联有相邻 、包含 、距离

等。这些关联特征对目标信息的提取起到很好的

辅助作用 。以阴影为例 ,如果阴影与山体相邻(或

包含在山体内),则该阴影属于山体的概率就大大

上升;而如果阴影与建筑物相邻 ,则阴影则可能属

于建筑物或其附属物。另外 ,同一层次上不同目

标之间的光谱方差 、比率 、形状特征等 ,也是帮助

信息提取的主要指标 。

1.3　语义特征形成

地物的语义特性往往是与物理特征分离的。

以城市开放式空间为例 ,从语义上看 ,它可以由闲

置荒地 、保留土地(含草或不含草)、绿地 、小片树

林 、停车场 、行人广场 、公园 、池塘(水体)等构成 ,

其中 ,公园本身又是一个语义复杂的目标 。从语

义所包含的成分看 ,它们的遥感特征(光谱或空间

特征)存在千差万别(图 2)。

如前所述 ,多分辨率分段影像的层次结构是

辅助目标分解的基础 ,也是语义特征的初步框架。

层次越向上 ,其包含的语义特征越强烈 。层次越

向下 ,越易于分解为与地物遥感物理特征相接近

的单元(图 2)。借助面向对象方法学 ,通过目标

自身的物理特性(包括光谱 、形态 、大小等)构成不

同层次上的网状结构 ,继而通过对象结构的重组 ,

最终提取出目标的语义层次。这样不但可以全面

表达层次间的相互关联 ,还可以分解目标的物理

特性 ,使之与相应的语义特征趋近 。

2　多分辨率层次结构影像分析方法

多分辨率层次结构影像分析方法旨在充分利

用多分辨率影像层次所形成的结构 ,发掘其潜在

的信息资源 ,以达到改善目标识别分类精度与可

靠性 、提取空间目标语义以及发现目标间空间模

式信息的目的 。

2.1　策略构成

与传统的基于像素的分类方法相比 ,多分辨率

层次结构影像分析方法可资利用的策略增加了许

多。总的来讲 ,可以归纳为层间策略与层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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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利用不同层次之间的信息交互 ,而后者则主要

利用同一层次内不同分段影像目标之间的交互。

2.1.1　层内策略

由于目标大小参数的控制 ,同一层内的分段

影像目标规模控制在适当的大小 ,以满足特定目

标的最优识别需要。考察同一层内目标之间的关

系 ,其可用于目标识别的策略包括光谱 、形态两方

面 ,而各自又可以细分为多项次生策略(表 1)。

表 1　同一分辨率层次内目标分析策略

Tab.1　Analysis Criteria at the Level

　　with the Same Resolution

语 义相 关 目标 相关

光谱

平均亮度

标准方差

波段比率

空间形态

面积

长度

宽度

周长

长/宽比值

形状指数

密度

主要方向

不对称性

(与某一语义类的)相对边界长度

绝对边界长度

相对面积比率

绝对面积比率

距离

包含关系(是 否)

注:表中“相对”的概念指归一化的指标 ,而“绝对”的概念指具备量纲的指

标。

这些策略的应用 ,大大扩充了目标特征空间

的维数 ,增加了信息含量 ,可提高同一层内目标识

别的精度 。

2.1.2　层间策略

层间策略利用整体目标框架体系内不同层次

间同类(语义)目标间的关联 ,一方面强化语义信

息的提取(从上往下),另一方面则提升对目标分

类的精度(自下向上)。层间策略分类见表 2。

2.2　层次分类方法

多分辨率层次结构影像分析方法的目的在于

对目标的识别以及影像蕴藏信息的提取 。由于常

规的分类方法(如最大似然法 、最临近像元法 、神

经元网络分类法等)无法针对层间目标进行操作

(因为分辨率不一致),因此 ,基于规则或决策树的

方式更加适合在多分辨率层次结构影像分析方法

中对目标的识别以及信息的提取。

层次分类方法是较早使用的一种与空间特征

结合的分类方法(Borak 等 , 1999;Lindenlaub 等 ,

1978;Muchoney 等 , 2000)。其所基于的假定是:

不同目标区分所基于的特征空间不同 、分类策略

不同 ,且区分的难易程度也有差异。在层次分类

方法中 ,针对性地运用分类策略会比整体性地使

用分类策略(如常规分类方法)取得更好的效果。

由于层次分类方法与决策树具有相似的结构特

征 ,很容易将决策树应用于层次分类方法中 。与

常规的层次分类方法不同的是 ,这里所基于的分

类策略来自不同分辨率的分段影像 ,因而具有更

丰富的信息量 。

表 2　不同分辨率层次之间目标分析策略

Tab.2　Analy sis Criteria Between Various

　　　Levels with Different Resolutions

目 标相 关 语义 相关

向下关系

(基于子目标的)

长度

宽度

曲折度

曲折度方差

光谱均值方差

面积均值

面积方差

密度均值

密度方差

不对称均值

不对称方差

方向均值

方向方差

(在某类别中的)

相对面积

出现次数

绝对面积

目标数目

向上关系

(落入上层目标内的)

内部边界长度

相对面积

相对位置

(在上层内的)

出现次数

2.3　影像信息提取

分类的任务是将不同的影像目标纳入到相应

的类别中去 ,而影像信息提取则要求在分类的基

础上 ,形成对分类目标自身的语义重建或提取 、目

标自身以及目标之间(包含不同语义层次目标之

间)隐含信息的提取 。

在多分辨率分段影像不同层次的目标识别

中 ,已经隐含了大量的语义信息 ,且层次越向上 ,

语义信息越丰富 。因此 ,对影像目标的最终重建

只需要借助面向对象方法学重新按照语义结构构

建目标的继承框架 ,将不同层次分类所获得的不

同分辨率的影像目标纳入到语义框架之中。根据

重建的语义框架 ,可以形成自上而下的语义结构:

越靠近上层 ,语义越抽象;反之 ,则越详细。

语义重建的过程与目标分解过程相反。如果

说目标分解是从目标的物理特征(遥感的角度)出

发 ,逐步向目标的可识别单元逼近的话 ,那么 ,语

义重建则是从语义特征(逻辑的角度)出发 ,逐步

将语义的物理特征向逻辑特征归纳(图 2)。以绿

地为例 ,该物理特征同时与 4个语义目标关联 ,对

它的归纳必须采用同层间 、不同层次间目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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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进行 ,以便将其重建到正确的语义目标中去。

影像信息提取的另一个任务是获得隐含于目

标自身以及目标之间(包含不同语义层次目标之

间)的信息 。对于目标自身而言 ,除了已经通过分

类提取的物理属性 、语义层次包含外 ,可以提取的

信息还包括面积 、周长 、形状 、纹理等指标。同一

分辨率层次内目标之间的信息包括邻近关系和接

近性评价(按距离的重力下降模型)。从统计的角

度则可以形成目标破碎性分析(根据邻近关系)、

缓冲分析(根据接近性分析)等空间分析模型 。不

同层次间目标之间的信息包括包含 、密度 、分布

等 ,通过统计手段 ,则可以生成诸如空间包含 、密

度分析 、空间分布特征等指标。如果进一步扩展

到分类目标与语义目标之间的关系 ,则可以分析

子类目标类别在抽象类别中的密度 、分布 、邻近 、

缓冲等信息。

3　分析与结论

本文着重介绍了基于多分辨率层次结构的遥

感影像分析方法 。该方法是将多种输入数据源经

过分段参数(目标大小 、光谱阈值 、空间平滑程度)

的控制 ,形成具有不同分辨率层次的新的影像资

源。通过构建同层目标之间 、不同分辨率层次目

标之间的关系 ,组成基于光谱 、空间特征的分析策

略 ,达到目标识别 、目标语义提取以及影像信息提

取的目的 。

图1(b)是基于该方法的遥感影像分类结果。

在该分类过程中 ,首先引入了 3个不同分辨率的

影像分段层次 ,其平均分辨率分别 30m 、60m 与

150m。其中 ,最小分辨率分段影像用于分类细节

控制 ,而最大分辨率分段影像用于语义结构控制。

在各层中 ,普遍采用的策略包括平均亮度 、平均方

差 、形状指数(指多边形形状描述参数)以及与语

义相关的包含关系 。通过中间层的作用 ,引入的

策略控制包括基于子目标的(向上与向下)光谱均

值方差 、密度方差以及密度均值。通过层次分类

方法 ,实现基于决策树的分类结果。由于采用了

不同分辨率组成的层次结构 ,因而大大增加了目

标之间的关联 ,增加了可资利用的信息熵的含量。

与基于像素的神经元网络分类结果(图 1(a))相

比 ,该方法的典型意义在于:①大大减少了分类噪

声;②增加了可识别类型(图 1(a)中由于水体与

街道的光谱相似性 ,导致水体无法与街道相区分 ,

而在图1(b)中则准确地得以区分)。

基于多分辨率层次结构的影像分析方法的优

点在于:①将影像处理提高到语义获取及信息提

取的高度 ,而不仅仅满足于目标物理特性的获取;

②将基于像素的处理提升为基于目标的处理 ,充

分考虑到像素之间的空间关系 ,因此更加符合自

然界地物分布的规律;③在不同分辨率的层次结

构中考察目标之间的关系 ,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

遥感影像的实质。此外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该方

法将遥感影像分类由基于像素的处理提升为基于

目标的处理 ,极大地改变了遥感影像分析输出的

语义特性 ,因而有利于建立基于语义层次的遥感

与GIS一体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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