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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基于单波段影像纹理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光谱纹理的概念，将局部区域的相关性分析和多

维光谱变化特性采用二进制编码的形式来表征不同类型地物纹理特征，达到了区分和判别影像上不同纹理

的目的。实践证明，该方法对提取地物纹理特性具有一定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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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理是影像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对于

各类目标特征的提取和识别具有十分重要的价

值，在影像分析、影像理解和计算机视觉等方面不

可或缺。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纹理提取和分析

的方法，并将新的理论和方法如分形分维理论等

引入纹理分析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往

纹理的概念只是建立在黑白影像或单波段影像的

基础之上，认为纹理是图像强度局部变化的重复

模式，纹理分析的方法如灰度共生矩阵法、Ｌａｗｓ

纹理能量法以及 Ｍａｒｋｏｖ随机场模型等也都是利

用单幅图像进行纹理分析和解译的。随着光谱分

辨率的提高，多光谱乃至高光谱影像的重要性在

遥感工作中日益突出，它为遥感技术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多光谱影像中，纹理

的概念可以扩展和引伸为光谱空间中地物目标光

谱矢量在地物分布二维空间上的重新排列，或具

有某种意义的分布，是地物光谱空间中点到地物

分布二维空间的一种“映射模式”，不同的映射模

式就是不同的纹理［１］。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

针对多维影像的纹理特征提取的编码方法，将单

波段纹理分析延伸到光谱空间中，以像元特征矢

量作为分析的基元，把多维影像的纹理特征作为

分辨影像上地物纹理的途径之一。

１　多维影像纹理特征编码

目前，很难用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来描述纹

理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纹理包含着许多复杂

的信息，提供了对诸如亮度的变化规律、粗糙度、

方向性等特性的量度。以往大部分的纹理分析方

法都是仅基于像元的邻域灰度空间分布特征的，

对其光谱信息利用不够。多光谱影像提供了极为

丰富的光谱信息，将这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势必

会增强纹理分析和判别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针

对多光谱影像的特点，以像元的多维灰度矢量为

基础，从像元的局部空间特性和光谱特性两个角

度量化区域的纹理，将多光谱图像空间和光谱数

据转化为数据代码，以代码向量匹配来推断影像

的纹理类别，进行影像的纹理分析。

１．１　相关性分析描述局部区域的粗糙度

在多光谱影像中，对某一位置为（犻，犼）的像元

而言，可构成一光谱特征矢量犌（犻，犼）＝［犵１（犻，犼），

犵２（犻，犼），…，犵狀（犻，犼）］（狀为光谱维数）。因为两个

随机矢量的相关系数可衡量它们之间的相似程

度，所以两个像元的光谱特征矢量的相关系数越

大，表明它们在光谱空间中越接近，差异越小。而

一个像元与周围邻元组成的纹理单元，其粗糙度

和方向性纹理特征实际上可以用不同方向上的相

似系数依次排列来描述，表示在二维平面上就是

一条相关系数响应曲线，横坐标是方向，纵坐标是

相关系数。相同纹理的这种变化规律理论上是相

同或相似的，不同纹理则差异较大，因而这种空间

相关系数曲线可以代表某一像元的纹理特性。

首先，由于地物的光谱连续性和不同地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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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性，选取一个５×５的区域作为纹理单元。以

中心像元为犆的纹理单元的像元编号如图１（ａ）。

由于纹理是有方向性的，方向划分得越精细，对于

描述中心像元的纹理特征也就越准确。５×５的

区域可以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对于中心像元的影

响此时不单单来自传统意义上的８个方向，这里

定义了１２个纹理方向即次纹理单元，如表１所示。

每一个次纹理单元的光谱特性可以用一个特征矢

量来概括，考虑到与中心像元距离不同的邻域点在

同一纹理单元中的重要性不同，距离近的像元赋予

较大的权值，距离远的相应的权值小，如图１（ｂ）所

示，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分别计算出１２个次纹理

单元的特征矢量。设第１个次纹理单元的灰度矢

量为犅１＝［犅１１，犅１２，犅１３，……，犅１狀］，其中，

犅１狀 ＝ （ ∑
犻＝１，２，３，６，７，８

犠犻犌犻狀）／∑
２４

犻＝１

犠犻

式中，犠犻代表编号为犻的像元的权值；犌犻狀代表编

号为犻的像元的第狀维灰度值

表１　次纹理单元的像元组合

Ｔａｂ．１　Ｐｉｘｅｌｓ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Ｓｕｂｕｎｉｔｓ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ｅ

次纹理单元 像元组合 次纹理单元 像元组合

１ １２３６７８ ７ １７１８１９２２２３２４

２ ２３４７８９ ８ １６１７１８２１２２２３

３ ３４５８９１０ ９ １５１６１７２０２１２２

４ ４５９１０１３１４ １０ １１１２１５１６２０２１

５ ９１０１３１４１８１９ １１ ６７１１１２１５１６

６ １３１４１８１９２３２４ １２ １２６７１１１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犆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ａ）邻域像元编号

　　

１ ２ ３ ２ １

２ ４ ５ ４ ２

３ ５ 犆 ５ ３

２ ４ ５ ４ ２

１ ２ ３ ２ １

　（ｂ）邻域像元权值

图１　５×５窗口的纹理单元

Ｆｉｇ．１　Ｕｎｉｔｓ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ｂｏｕｔ５×５Ａｒｅａｓ

　　其次，计算中心像元与第１个次纹理单元的

相关系数犚１：

犚１ ＝
∑
狀

（犃狀－犃０）（犅１狀－犅０）

∑
狀

（犃狀－犃０）
２

∑
狀

（犅１狀－犅０）槡
２

式中，犃狀为中心像元特征矢量的第狀维分量；犃０

为中心像元特征矢量的各分量均值；犅１狀为第１个

次纹理单元特征矢量的第狀维分量；犅０为第１个

次纹理单元特征矢量的各分量均值。相关系数

犚１代表了中心像元与第１个次纹理单元的空间

相关性。同理，可计算出其他１１个方向上的相关

系数并以次纹理单元编号为序顺时针组成相关系

数序列｛犚１，犚２，……，犚１２｝，这个序列表征了中心

像元特征矢量与周围１２个次纹理单元的特征矢

量在光谱空间中的相关性变化规律，如果不同影

像纹理在这种变化规律上所反映出来的特性不

同，即粗糙度变化趋势不同，那么把这样一个反映

在二维空间上是一条折线的局部无序但宏观有序

的数列作为中心像元纹理特征的描述是恰当的。

最后，利用二进制编码来存储这样一个数列。

具体做法是：对于序列｛犚１，犚２，……，犚１２｝，分配

数组内存空间为ｃｏｄｅ１［１１］，如果犚犻＞犚犻－１（犻＝２，

３，…，１２），就令ｃｏｄｅ１［犻－２］＝１，否则为０。这样

就得到只包含０和１的１１ｂｉｔ相关系数差分序列

ｃｏｄｅ１［１１］。这种差分二进制编码的好处是既可

以把序列｛犚犻｝的波动准确记录下来，又可以避免

记录１２个相关系数的值，达到了减少存储单元压

缩数据的目的。至此，就可以用１１ｂｉｔ二进制数

来记录中心像元在空间域的多维纹理特征。

１．２　基于光谱响应曲线的中心像元光谱特性的

提取

采用上面提到的相关系数序列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找到中心像元与周围邻域的某种纹理关

联，但是如果没有中心像元的光谱属性作为纹理

判别的支撑，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偏差。灰度是地

物光谱特性的直接反映，不同地物的灰度值在单

波段图像上一般不同，地物不同，纹理当然也不

同，可以用灰度值作为分析纹理的手段之一。同

类地物在某一波段中应表现出相同的辐射特性，

影像上的灰度值应近似相等，在多光谱影像中每

个像元都有一条光谱响应曲线，记录该像元的多

光谱信息只需要将其响应曲线记录下来。这里提

出一种灰度矢量差分编码的思想，将某一像元各

维灰度变化的“走势”用一串二进制数组记录下

来；同时考虑到灰度矢量各分量的均值（或某一维

灰度值）是一个地物类型表征的“绝对量”，将它也

纳入到纹理特征的表示中来。具体算法如下：对

于像元灰度特征矢量犔＝（犔１，犔２，…，犔狀），分配

数组内存空间ｃｏｄｅ２［狀－１］，如果犔犻＞犔犻－１（犻＝２，

３，…，狀），则令ｃｏｄｅ２［犻－２］＝１，否则为０。这样

就得到一个狀－１维的差分光谱特征序列ｃｏｄｅ２。

实际上，不同类型地物点的光谱响应曲线一般有

明显的差别，相同类型地物点的响应曲线由于各

种误差导致不能严格一致，但基本的波动和走向

应该大体相同。利用ｃｏｄｅ２可以准确记录下来每

一个像元的多光谱规律特性，实际就是将它的光

谱曲线“画”在了一个（狀－１）ｂｉｔ的内存数组中。

进而，对于中心像元灰度矢量均值，为了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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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和比较，把十进制转化为二进制。由于灰度

值不超过２５５，所以只需要用一个字节来记录，分

配数组内存空间ｃｏｄｅ３［８］，将中心像元灰度矢量

各分量的均值（或某一维灰度值）以二进制的形式

存储在ｃｏｄｅ３［８］中。中心像元灰度矢量均值（或

某一维灰度值）实际上是其光谱特征曲线的基准，

即确定了中心像元在光谱空间中一个特征子空间

的中心，从而更加准确地定位它在光谱空间中的

位置。这样便可以基本上做到不同类型地物纹理

特性的区分。

１．３　编码组合

按上述方法，对于一个多光谱影像，每一个像

元最终可以形成一串二进制纹理特征编码ｃｏｄｅ，

主要由相关系数差分序列ｃｏｄｅ１［１１］、差分光谱

特征序列ｃｏｄｅ２［狀－１］和灰度矢量各分量均值

ｃｏｄｅ３［８］组成，如图２。这样一个编码序列对于狀

维影像来说，一个像元总共需要１１＋（狀－１）＋８

＝（狀＋１８）ｂｉｔ来存储。对于７个波段的图像来

说，总共仅为２５ｂｉｔ，然而它却表征了一个像元在

多维尺度上的空间纹理特性和灰度光谱特征，可

作为标识该像元纹理类别的有效依据。相比而

言，如果不采用差分编码，仅仅记录７个波段的光

谱数据，每个像元就要８×７＝５６ｂｉｔ来存储，更不

用说纹理信息。可见此编码方式可以减少计算中

的数据存储量，提高信息提取和分析的效率。

图２　多维影像纹理特征编码算法流程

Ｆｉｇ．２　Ｃｏ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１．４　统计分析

上述编码组合较好地反映了某一像元的局部

纹理属性，进而对纹理特征编码进行统计分析，两

个像元纹理特征编码ｃｏｄｅ“相似性”较大的

认为它们具有某种相同类型纹理。这里相似性的

判别主要依据二进制数列的“与或”运算，即从第

一位开始依次比较两个编码数列对应位，如果相

同就把计数器变量（初始值为０）加１，否则不加。

计数器变量总数越大，表明两个数列相似性越大，

这两个像元属于同一类纹理的置信度也越大。为

了保证有一定的宽容度，相似性可以不为１００％，

一般定在８０％～９０％。用这种代码匹配的方法

来进行像元的纹理相似性统计分析，提取像元的

全局纹理特性，划分不同的纹理类别，避开了统计

单元太多和统计规则过于严格的弊端，不失为一

种有效的统计方法。

２　试　验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这里采用ＴＭ 多光

谱图像对此算法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在计算光谱

特征编码ｃｏｄｅ３时，以第５波段图像作为“绝对

量”，这幅图像的均方差比较大，从宏观上来看，不

同的地物纹理有很好的可分性，以其灰度作为确

定像元光谱响应曲线的基准，进行编码统计分析，

最终显示得到纹理分类图像。

图３　采用多光谱纹理编码的纹理分类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ＵｓｉｎｇＴｅｘｔｕｒｅＣｏｄｉｎｇ

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从图像上可以看出，河流、居民地和山脉由于

空间纹理特性有明显的差别而被区分开了，而江

和湖虽然空间特性相似，但是由于光谱辐射特性

不同，也被判定为不同的纹理类型。试验结果表

明，利用地物空间相关性和光谱特性进行的纹理

编码，不但采用了传统纹理分析方法中利用粗糙

度和方向性判别不同纹理的思想，同时也充分地

将多光谱丰富的光谱信息融入到纹理分析中来，

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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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针对多波段影像纹理的地物特征

编码的方法，综合利用了影像的多维信息将单波

段的纹理分析扩展到多波段，利用相关性来提取

纹理的局部特性，并把地物点的多光谱纹理信息

以编码的形式应用到纹理分析中来，采用二进制

编码来实现不同纹理地物的标识，在统计分析的

基础上得到纹理分类结果。试验证明，此方法有

较好的适用性。随着成像光谱技术的发展，多光

谱乃至高光谱影像的纹理分析与判别必将会更受

关注，本文算法在纹理的多方向性分析和相似性

尺度把握等方面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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