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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遥感影像进行变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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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分析了利用影像进行变化检测的紧迫要求和存在的困难 ,接着对变化检测的方法进行分类 ,提出

将影像配准与变化检测整体同步解求的思想和在此基础上进行三维变化检测的可能性 ,并在文中概要介绍

和比较了各种变化检测的 7 种方法 ,最后展望了下一步应继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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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和航空遥感技术在最近 20 年中取得了

飞速的发展 。遥感数据获取技术趋向三多(多传

感器 、多平台 、多角度)和三高(高空间分辨率 、高

光谱分辨率 、高时相分辨率),从而可以每天发回

以 TB为单位的影像数据 ,利用这些影像数据 ,我

们有可能实时 、自动地回答何时(When)、何地

(Where)、何目标(What object)、发生了什么样的

变化(What change)的“4W”问题 。如果真的能实

现这个目标 ,将意味着遥感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本文就如何利用遥感影像对地物目标进行变化检

测问题 ,提出自己的思路和方法。

1　变化检测问题的紧迫性和困难性

地理空间数据信息的现势性是 GIS 的灵魂 ,

它远远高于几何精确性。目前全球空间测图的速

度 ,截止 1993年统计 ,1∶5万覆盖了 65.6%,而更

新的速度仅为 2.1%。尽管我国改革开放后十分

重视地理空间数据采集 , 1∶5万和 1∶25万地形图

的现势性也仅达到 1997年 ,仍赶不上地物目标的

实地变化速度。

从我国城市发展速度看 ,如广州 ,每年地表覆

盖的变化达到 40%～ 50%。要保持地理空间信

息的现势性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实时自动地进行

变化检测对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也是一个十分

紧迫的问题。

1.1　利用遥感影像对地物目标进行变化检测的

困难性

1)空间数据库更新是通过变化检测还是全

面重测。变化检测的难度主要取决于时间差与地

物变化速率。时间间隔长或地表覆盖变化快 ,必

定会增加变化检测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

重新测量 ,全面重新采集地理空间数据会更快更

好 ,这样就在实际作业中产生了是通过变化检测

对空间数据更新还是重新采集建库的问题。英国

标准测量局(OS)根据英国土地利用变化速率不

快的特点 ,提出了连续更新(continuity updat ing)

的策略。

2)变化检测是仅仅利用新旧影像还是利用

各种多源数据 。基于新旧影像的变化检测 ,可以

使用较简单的方法逐像元进行 ,但它没有利用原

有地理空间信息中关于特征 、地物和属性的先验

知识 。利用更多的数据源(如旧数字线划图 、旧正

射影像图以及待更新的空间数据库和属性库)可

以为变化检测提供更多的辅助信息和知识 ,但增

加了算法和软件的难度。

　　3)变化检测是针对二维还是三维进行。二

维变化检测可以利用单张影像 ,不必利用构成立

体重叠的多张影像 ,这样配准简单 ,变化检测过程

也简单 ,但在起伏地区必须利用原有的数字高程

模型(DEM)。如果高程信息确实发生了变化 ,它

将会对二维变化检测的结果产生不可知的影响。

三维变化检测必须利用立体重叠影像进行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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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立体重建 ,通过立体观察进行变化检测 ,这给

算法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4)变化检测在图像配准后进行还是两者同

步进行。传统的变化检测方法是先进行图像配准

后进行变化检测 ,通常图像配准可依据少量的控

制点和简单的变换公式得以进行 ,这种方法简单

易行 ,但是没有利用所有未变化目标作为配准的

依据 ,理论上不够严密 ,而且图像配准的误差会直

接导致变化检测出错 。笔者建议将变化检测与图

像配准同步进行 ,这能充分利用所有未变化的地

物目标作为图像配准的依据 ,而且可以更加精确

更加自动化。其主要的缺点是增加了算法的难

度 ,需要逐像元逐个目标自动判断其是否发生了

变化 ,同时算法需要迭代 。

5)变化检测采用全自动化还是半自动的人

机交互方法。全自动变化检测和更新是人们追求

的最好方法 ,它能实时化 、在轨化(即实现智能传

感器),但也是最困难的方法。它需要实现影像配

准 、影像相关 、特征提取和目标解译的全自动化 ,

因而必须挖掘和利用原有地理空间数据库多种多

样的辅助信息和知识 。人机交互的半自动变化检

测方法从理论上可以充分发挥人和机器各自的优

势 ,但无法做到实时化和在轨化。

综上所述 ,目前的变化检测技术 ,从理论上看

尚缺少理论基础和合适的评价标准;从方法上看

主要停留在像元级的数据导引的方法 ,缺少知识

导引的特征级变化检测方法 ,尚未充分利用新旧

影像间的许多关联信息 ,更缺少自动的变化检测

方法 ,也没有采用空间数据挖掘方法从旧的空间

数据库中提取变化检测可用的知识 ,变化检测中

较少利用多光谱和高光谱信息 ,而几何信息的利

用也仅仅通过对少量控制点的配准 ,未将所有未

变化目标的几何信息加以利用 ,也没有成熟的方

法来处理不同时相数据中由于大气条件 、传感器

噪声和大气辐射的差异性带来的干扰 ,这些都是

变化检测中的关键性问题 ,需要加紧研究和解决。

2　变化检测方法的分类与比较[ 2]

笔者认为 ,根据图像配准和变化检测的数据

源两个因素可以将变化检测方法分为两大类七种

方法。第一类是先进行图像配准的变化检测方

法;第二类是变化检测与图像配准同步进行的方

法。按此准则 ,图 1 列出了各种变化检测方法的

分类结果 ,从中可以演化出以下各种变化检测方

法。其中前四种为先几何配准后变化检测 ,后三

种是配准与检测同步进行 。

2.1　基于新旧影像的变化检测方法

如图 2所示 ,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

经几何校正(影像配准)和辐射校正后可以通过各

种算术运算来比较其差异 ,但用于判断是否发生

变化的阈值难以确定 ,给分类前的变化检测方法

带来困难 。于是人们采用分类后的方法来检测变

化 ,但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是存在着分类误差累

积现象 ,从而降低变化检测结果的精度和可靠性。

针对于此 , 肖平提出了利用人工神经元网络

(ANN)和基于小波变化提取纹理特征的土地利

用覆盖变化检测方法[ 3] 。

变化检测

先图像配准后

变化检测

图像配准与变

化检测同步

新影像与旧影像

新影像与旧地图

新旧影像加旧地图

多源影像加旧地图

旧的 DEM 、DOM 与新

　　的未纠正影像

旧的 DLG 、DRG 与新

　　的未纠正影像

旧的 DEM 、DOM 与新

　　的立体重叠影像

　　　　  ——————  　　  —————————  

　　　　图像配准　　　　　　　数据源

图 1　利用遥感图像进行变化检测的方法分类

Fig.1　Change Detection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Remo te Sensing Images

图 2　基于新旧影像的变化检测方法

Fig.2　Scheme of Change De tection Betw een

New Image and Old Image

2.2　基于新影像和旧数字线划图的变化检测方

法

如图 3所示 ,首先对遥感影像进行辐射校正 、

图像配准和几何校正 ,然后从已有的数字线划图

上引入关于主要不变目标的信息(如已建成高速

公路 、高层建筑物等),在这些先验知识的引导下

对新影像进行特征提取 ,在二值化影像上对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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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进行比较和变化检测 。眭海刚提出了利用数

字线划图缓冲区的变化检测算法[ 4] 。这种方法

目前在国内外得到较多的应用[ 5] 。

图 3　基于新影像和旧数字线划图的变化检测方法

Fig.3　Scheme of Change De tection Betw een

New Image and Old Map

2.3　基于新旧影像和旧数字地图的变化检测方

法

这种方法是上述两种方法的集成 ,可用多级

影像金字塔进行影像匹配 ,通过比较可以快速找

出发生变化的局部范围 ,然后采用数字地图作为

先验知识导引的特征提取方法 ,进行变化检测。

如果能够巧妙地运用基于灰度和基于特征的算

法 ,这种方法将会得到较好的结果。例如利用高

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和旧 GIS 数据进行城市变

化检测和城市扩张分析时(图 4),在高分辨率影

像上的某些地类 ,如城镇用地 ,由于其内部光谱分

布不均匀 ,且在灰度上与其他一些地类差别不大 ,

所以采用基于影像灰度信息的分类方法其效果会

很差。为此 ,笔者采用了同时基于影像灰度和小

波纹理特征的模糊 C_均值监督分类 ,并从中提取

多边形矢量提取 ,将其与已有的 GIS 矢量数据通

过布尔运算来完成各种变化检测 ,并可借用 GIS

的强大分析和统计功能进行变化分析[ 3] 。

2.4　基于新的多源影像和旧影像/旧地图进行变

化检测的方法

如果具有同一时相的多源影像数据 ,则可以

通过影像融合方法获得质量更好 、信息更丰富的

融合影像(图 5)。利用该影像 ,按照前述的方法 ,

便可进行变化检测。而且影像融合本身可以在像

元级 、特征级和决策级进行 ,所以会给变化检测带

来更好的效果。

图 4　基于新旧影像和旧数字地图的变化检测方法

Fig.4　Scheme of Change De tection Betw een

New/ Old Image and O ld Map

图 5　基于新的多源影像和旧影像/地图

进行变化检测的方法

Fig.5　Scheme of Change De tection Betw een

New Multi_source Image and O ld Image/Map

2.5　基于已有的 DEM 、DOM 和新的未纠正影像

进行变化检测

随着各类空间数据库的建立 ,在计算机网络

中存在各种不同比例尺的数字高程模型(DEM)、

数字正射影像(DOM)、数字线划图(DLG)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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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地图(DRG),在地物目标变化检测和空间数

据库更新时 ,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已有的数据 ,以提

高变化检测的精度 、效率和自动化程度(图 6)。

图 6　基于旧 DEM 、DOM 和新影像进行变化检测的方法

Fig.6　Scheme of Change De tection Betw een

New Image and Old DEM/ DOM

　　可以直接利用旧的数字正射影像和 DEM(平

坦地区可不用)作为控制 ,通过逐像元的影像匹配

可以同时完成影像纠正与变化检测 。此时要解求

的参数是未纠正影像的外方位元素和辐射改正参

数。因此 ,可以逐像元列出灰度方程和几何方程 ,

下面以中心投影影像为例加以说明 。

　　新影像上任一点灰度 g(x , y)应当是正射影

像上同名点灰度 G(X , Y)的函数 ,用 FG(X , Y)

表示 ,也可展开为辐射改正参数(h0 , h1 , h2 , …)

的函数 ,未纠正像点与正射影像对应物点的几何

方程由中心透视成像方程所决定:

g(x , y)=FG(X , Y)=G(X , Y)+h0 +

h1 ﹒gx(x , y)+h2 ﹒gy(x , y)+…,　Pg (1)

x

y
=-f · 　　　　　　　　

a1(X -Xs)+b1(Y -Y s)+c1(Z -Zs)

a3(X -Xs)+b3(Y -Y s)+c3(Z -Zs)

a2(X -Xs)+b2(Y -Y s)+c2(Z -Zs)

a4(X -Xs)+b4(Y -Y s)+c4(Z -Zs)

(2)

式中 ,(X , Y)取自正射影像 ,并乘以比例尺分母;

Z 取自 DEM 内插。

　　通过影像粗配准 ,确定式(1)、式(2)各待求参

数(Xs , Y s , Zs , φ, w , κ)和(h0 , h1 , h2 , …)的初值

后 ,可将式(1)、式(2)线性化 ,便可整体求解。考

虑到地物目标发生变化或未发生变化两种情况 ,

必须给灰度方程以权值 Pg 。

通过选权迭代法[ 6] 在求解迭代过程中使未

变化点的权愈来愈大(即作为控制点),而已变化

点的权愈来愈小(即不参加平差并被检测为变化

点),最终通过对每个像元权值和相关系数的分类

和分析 ,自动实现影像纠正和变化检测 。该方法

的优点是变化检测与几何校正同步进行 ,由于未

变化的点均作为控制点 ,所以系统有大量的多余

观测从而使平差系统十分稳健 ,不会产生上述由

于影像配准的不精确而导致变化检测的错误 。

2.6　基于旧的 DLG 、DRG 和新的未纠正影像的

变化检测方法

该方法的原理基本与§2.5 介绍的一样 ,但

影像匹配是在二值图像上基于特征的 ,此时 DLG

中点 、线 、面地物目标的拓扑关联特性也可以被使

用(图 7)。

图 7　基于旧的 DLG、DRG和新的未纠正影像

的变化检测方法

Fig.7　Scheme of Change Detection Between New

Non_rectified Image and Old DLG/ DRG

2.7　基于已有的 4D 产品和新的立体重叠影像

的三维变化检测方法

该方法不仅利用了前面两种方法的全部信

息 ,而且增加了立体重叠影像 ,因而可进行三维变

化检测 ,这是所有变化检测方法中最难的 ,也是最

理想的方法(图 8)。因为以上 6 种方法均是假设

地面目标的高程信息未变化 ,但是 ,实际上这种假

设并不总是成立的 。如果基于灰度 ,仅利用已有

的 DOM 、DEM 和新的多片重叠影像来进行同步

三维变化检测 ,只要将上面的中心投影方程式(2)

中由 DEM 内插的地面坐标 ZDEM视为有可能变

化的附加未知数 Z ,并增加一新观测方程式:

V2 +O =Z -ZDEM , PZ (3)

　　对多片联立解求式(1)、式(2)、式(3),并用选

权迭代法估求权 PZ 。若该点方程未变化 ,则值愈

来愈大 ,以致于 Z =ZDEM 。若该点高程发生变

化 ,则值随着迭代过程而趋近于零 ,而且可自动测

出高程变化值 。求解中所需要的未知参数初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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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人工确定的非变化点 、从 DOM 和 DEM 中读

取的(X , Y , Z)及由逐点影像匹配求得的对应像

点坐标为平差的控制点 ,使用普通基于影像匹配

的全数字空中三角测量区域网平差方法求得 。在

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自动地比较新旧 DEM 而发现

有可能发生高程变化的区域。

图 8　基于已有的 4D产品和新的立体重叠影像的

三维变化检测方法

Fig.8　Scheme o f 3D Change Detection Between

New Multi_overlapped Images and 4D Products

　　上述的后三种整体解法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试

验研究 。对于三维微小变化的检测 ,即三维形变

测量 ,采用差分干涉雷达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

法[ 7] ,目前已能达到 mm 级精度。

3　展望

人们对变化检测的要求是自动化 、实时化和在

轨化。要想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解决图像自动配

准 、影像自动匹配 、特征自动提取 、目标自动解译 、

影像自动融合和数据自动清理和分类等关键性难

题 ,还要解决从 GIS空间数据库中自动进行数据挖

掘和知识自动发现 ,构建智能化的变化检测系统。

今后应当把自动变化检测的研究作为测绘遥

感与 GIS 界的研究重点之一 ,组织攻关 。

　　致谢:在本文的撰写加工中得到了眭海刚博

士的帮助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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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Detection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s

LI Deren
1

(1　S tate Key Laboratory for Informat ion Engineering in Surveying ,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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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irstly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y of current change detection techniques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Then according to w hether regist ration is done before change detection algori thms ,

the author classif ies change detections into tw o categories:change detection af ter image regist ra-

tio n and change detection simultaneous w ith image registration.For the fo rmer , four topics are in_

troduced and described .For the latter , three categories are discussed .Last the future prospec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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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detection techniques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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