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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变换在遥感影像线状特征提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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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有目标识别方法的基础上 , 提出一种结合目标的特性进行分水岭变换提取目标的方法。试验结

果表明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从遥感影像中提取线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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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灰值形态学中 ,分水岭变换是一种用于图

像分割的方法 。一般而言 ,图像分割是将图像划

分为互不相连的区域 ,每个区域具有相同的属性 ,

这种属性可以是灰度 、纹理或其他属性 。图像分

割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对图像中像素进行标记的过

程 ,所有具有相同属性的像素都被赋予同一标号。

这样 ,每个区域内部的像素具有相同的标号 ,但不

同区域的像素具有不同的标号 。

经过多年的研究 ,人们提出了许多图像分割

方法
[ 1]
,如基于直方图的分割方法和基于区域的

方法 。基于分水岭变换的图像分割方法可以归结

为基于区域的分割方法 ,它具有较强的抑制噪声

能力 ,不需事先设定参数 ,就可得到封闭的 、单像

素宽度的区域边界 。文献[ 2]提出了基于多尺度

空间的分水岭变换提取遥感影像中的线状目标。

Beucher[ 3]利用分水岭变换对近景图像中的道路

进行检测 。现有的方法在利用分水岭变换提取线

状目标时 ,没有考虑目标的特性 ,缺乏针对性 ,后

处理计算量大。

1　基于目标特性的分水岭变换

1.1　基于标记点分水岭变换的图像分割

直接对原图像的梯度进行分水岭变换时 ,由

于梯度对噪声较敏感 ,会产生过分割现象 。产生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梯度图像中每个局部极小值都

对应着一个积水盆地 ,也即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区

域 ,所有这些区域的集合即图像分割的结果 。显

然 ,在所有这些积水盆地中 ,有一部分是由于噪声

引起的 ,它们会导致感兴趣目标被分割为许多无

意义的细小区域 。因此 ,如果事先得到属于感兴

趣目标的点 ,用这些点来抑制与感兴趣目标无关

的极小值点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分割现象 。如

果事先知道感兴趣目标的某些特性 ,如几何结构 、

纹理等 ,就可以针对这些具体特性确定图像中属

于目标的点 ,即标记点 。若事先没有任何关于目

标的先验知识 ,可以采取的方法是首先检测所有

局部的极小值点 ,然后判断每个极小值点所在盆

地的高度是否大于指定阈值 ,如果不大于阈值则

抑制该点 ,最后以保留的极小值点作为标记点对

梯度图像进行修正 ,然后进行分水岭变换。

图 1给出了用这种方法进行分割的结果 。图

1(a)是原始图像;图 1(b)是直接用分水岭变换得

到的结果;图 1(c)中黑点是原图的局部极小值

点 ,黑十字丝表示积水盆地高度大于指定阈值的

局部极小值点 。将这些满足一定条件的极值点作

为标记点 ,对原梯度图像进行基于标记点的分水

岭变换得到的最终结果如图 1(d)所示。从图中

可以看出 ,基于标记点的分水岭变换相对直接进

行分水岭变换而言 ,其分割结果得到了较显著的

改善。但这种方法没有结合待分割目标的特性 ,

从而在对特定目标进行分割时缺乏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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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分水岭变换的图像分割

Fig.1　Watershed T ransform

1.2　梯度图像的同态修正

灰值形态重构是在测地膨胀和测地腐蚀基础

上引入的。测地膨胀和测地腐蚀涉及到两幅图

像 ,分别记为标记图像 g 和掩膜图像ρ。标记图

像一般包含有目标的某些特性 ,掩膜图像是待处

理图像 。关于形态重构的详细介绍可参考文献

[ 6] ,这里仅给出了本文用到的测地腐蚀和基于测

地腐蚀的形态重构 ,它们分别定义为:

ε
1
ρ(g)=max(g  X , ρ) (1)

εnρ(g)=ε
1
ρε
1
ρε
1
ρ…ε

1
ρ(g) (2)

式中 , εnρ(g)是对标记图像 g 按照式(1)进行迭代

处理 ,直至第 n 次迭代的结果等于第 n -1次迭

代的结果 ,即继续进行测地腐蚀 ,输出结果不变。

本文对梯度图像用重构腐蚀进行修正 ,梯度图

像为掩膜图像 ρ,标记图像 g 由标记点按以下方式

生成。设 M 是提取的关于目标的标记点集:

M =∪
i
M i ,M i ∩ Mj =ô , 　 i ≠ j (3)

Mi 是单个联通标记点集。定义标记图像 g 为:

g(x)=
a , 　x ∈ M i ,  i

0 , 　其他
(4)

式中 , a是梯度图像的最大值 。利用重构腐蚀对

梯度图像 ρ进行修正的过程如下:

令 g
o=g ;i=0;

　do

　　g i+1=max(g i X , ρ)

　until(g i+1=g i)

　ρ′=g i+1

最终 ρ′就是对原梯度图像进行同态修正的结果。

图 2给出了用重构腐蚀对一维信号进行同态修正

的结果 。图中 g 是标记信号 , ρ是修正前的梯度

信号 ,同时也是重构腐蚀中的掩膜信号 , ρ′是修正

后的梯度信号 。从图中可以看出 , ρ′具有与 g 相

同的极小值点 ,除了非期望的极小值点及其所在

的区域被修改外 ,其他点保持不变 ,即修正后的梯

度保留了原梯度信号中关于目标的信息 。这种基

于标记点对原梯度图像进行修改的处理称为同态

修正。值得指出的是 ,标记点并不一定严格要求

与原梯度图像的局部极值点相对应 ,只要在所提

取目标的内部即可。

图 2　同态修正

Fig.2　Homo topy Modification

2　基于目标特性的标记点提取

2.1　边缘检测

本文采用 Canny 算子检测输入图像边缘 ,同

时计算每个边缘像素的方向 ,即该点的梯度方向。

在检测出来的边缘像素中 ,存在着许多并不对应

道路的边缘点 。因为道路的边缘点并不一定是边

缘强度最大的点 ,所以不能用阈值法来检测对应

于道路的边缘 。

2.2　道路段提取

从道路的几何特性可以知道 ,影像上的道路

常常包含两条相互平行的边缘 ,且这两条边缘的

方向相反 。基于这一特性 ,对于每个边缘像素点 ,

以该点为中心开一个窗口 ,在窗口范围内搜索与

该点反向平行的另一边缘点。所开窗口的大小由

道路宽度的上界决定。在实际计算中 ,为减少运

算量 ,对于那些与之相连且方向相同的边缘像素

的个数少于 20的边缘点不作处理 ,因为这部分边

缘点很可能对应于非道路边缘点或者噪声。经过

这一步骤的处理 ,将所有方向相互平行的边缘点

对提取出来 ,但是所有满足这些条件的边缘点并

不一定是道路边缘点 。

2.3　道路段验证及标记点提取

在前面分析道路的特性时 ,除了在前一步骤

用到的道路特性 ,即具有相互平行的边缘外 ,还包

括道路的宽度基本不变 ,道路的曲率变化不大及

道路由灰度分布相同的区域组成等特性 。利用这

些特性对提取道路段进行验证 ,删除不满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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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道路段。

对提取的每个道路段 ,分别计算它的宽度变

化量 Δw 和方向变化量 Δ ,删除那些宽度或方向

变化超过某一给定阈值的道路段上的边缘点对。

对于保留下来的边缘点对 ,它们的中点就是用于

分水岭变换的候选标记点 。将这些标记点保存在

一个数组中。经过上述验证后 ,有些标记点并不

对应于道路。因此 ,为提高识别准确率 ,笔者利用

图像中道路区域的灰度变化缓慢的特点对所有保

留下来的标记点进一步验证。以每个标记点为中

心 ,沿着道路的方向开一个窗口 ,窗口的长度等于

道路的宽度。计算窗口内像素灰度值的方差 ,当

方差大于指定阈值时 ,认为该点不是道路段上的

点 ,予以删除。经过所有上述处理 ,最后保留下来

的点即用于分水岭变化的标记点。图 3给出了对

一幅影像提取标记点的结果。

图 3　标记点提取

Fig.3　Extraction of Marker Point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

笔者采用美国波士顿地区 2m 分辨率的卫星影像

进行了试验。试验结果见图 4。图 4(a)的背景相

对比较简单 ,图 4(b)的背景则相对比较复杂 。在

试验中 ,首先利用目标的特性提取标记点 ,然后用

标记点对图像的形态梯度进行同态修正 ,对修正

结果进行分水岭变换来识别目标 。图 4 (a)标记

点的提取结果见图 3 。从图中可以看出 ,有些标

记点并不在道路中间 ,这是由于该点所在的道路

边缘强度较弱 ,目标与背景反差较小所导致的结

果。这些点对最终的提取结果影响不大 ,图 4(a)

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非主干道 ,由于宽度

较窄 ,与背景混在一起 ,则难以提取。图 4(a)右

上角的道路虽然能提取若干标记点 ,但是与这些

点对应的积水盆地区域太小且互不相连 ,因此 ,在

最终结果中将这些细碎且互不相连的区域去掉。

图 4(b)中道路的宽度稍大一些 ,道路中存在分道

线 ,同样也可以得到正确结果 。对于由房屋 、非主

干道产生的细小分散区域则视为非目标区域 。

图 4　目标提取结果

Fig.4　Result o f Ex traction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

正确地提取出影像中主要的线状目标。值得指出

的是 ,在提取标记点时 ,需要设置一些阈值 ,如道

路的宽度 、道路段的最小长度等。如何自动获取

这些阈值以及同时检测不同类型的线状目标 ,还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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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of Linear Feature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

Based on Watershed Transform

MEI Tiancan
1 ,2
　LI Deren

1
　QIN Qianqing

3

(1　S 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 ion Engineering , Wuhan Universi ty , 129 Luoyu Road , Wuhan 430079, China)

(2　S chool of Elect ronic Information ,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 Wuhan 430079 , China)

(3　S 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 ion Engineering in Surveying ,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

Wuhan Universi ty , 129 Luoyu Road , Wuhan 430079 ,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how to ex tract linear feature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 by

w atershed transfo rm w ith the help of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linear object.The method

ex tracting the information and incorpo rating it into the w atershed transform is detailed.The

method consists of the follow ing steps.①The marker point of the linear object is detected from

the input image;② These points are utilized to modify the gradient of the input image , which

aims to suppress the regional minimum that does no t correspond to the linear object;③ The

modif ied g radient image is segmented by the w atershed transfo rm.The segmented region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linear object were merged to represent the object.

Key words:image segmentation;watershed transform;linear feature ex 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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