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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犈犜犕＋热红外影像的南极云区
与地面冰雪区的检测

鄂栋臣１　陈　刚１

（１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ＥＴＭ＋热红外波段影像对南极中山站附近的云区和冰雪区进行了自动检测，综合热辐射和纹理

特征辅助分类，提出并使用加权最小距离分类器，获得了较好的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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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极地地区，如何自动区分卫星影像云区和

下垫面地物特别是冰雪一直是研究的难点。对于

南极区域，地面的冰雪覆盖范围很广，其光谱反射

率很强，而且还伴随着较低的太阳高度角，因此，

在可见光波段，云、雪和冰几乎具有相同的反射

率；在近红外波段，它们有相同的亮度、温度，仅使

用卫星影像灰度级的起始值很难将它们区分。目

前在极地地区，云区和冰雪区的检测主要有两种

方法：一种是基于不同影像的不同波段范围统计

出区分以上两种目标的最佳阈值；另一种是使用

分类的方法进行区分。本文提出了利用ＥＴＭ＋

卫星影像单波段数据分类的技术。

１　理论算法

１．１　辐射量计算

ＥＴＭ＋原始数据中，在每一波段上，图像定标

后像元的量化值 ＱＣＡＬ与大气顶部的辐射亮度

犔λ（Ｗ／（ｍ
２·ｓｔｅｒ·μｍ））的关系如下：

犔λ ＝犌ｇａｉｎ·ＱＣＡＬ＋犗ｏｆｆｓｅｔ （１）

式中，犌ｇａｉｎ是单位辐射亮度的传感器相应值（Ｗ／

（ｍ２·ｓｔｅｒ·μｍ））；犗ｏｆｆｓｅｔ是辐射亮度为零时的偏

置值（Ｗ／（ｍ２·ｓｔｅｒ·μｍ）），由ＥＴＭ
＋内部校正

灯测定的平均暗电流快门决定。每个探测器的传

感器相应值和零辐射偏置记录在图像评估系统

ＩＡＳ的校正参数文件ＣＰＦ中，并且由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定期更新。因此，波段６计算

地物的传感器温度犜（Ｋ）与大气顶部辐射亮度的

关系如下：

犜＝犓２／ｌｎ（犓１／犔λ＋１） （２）

式中，犓１和犓２为标定常数，分别为６６６．０９（Ｗ／

（ｍ２·ｓｔｅｒ·μｍ））和１２８２．７１（Ｋ）。

通过所获得的地物的传感器温度计算模板区

域内的温度标准偏差犛作为模板中心像元的统

计值：

犛＝ ∑
犖

１

（犜犻－珡犜）
２／（犖－１槡

） （３）

式中，犖 为模板区域内点的总数目；犜犻为模板内

每个像素点的传感器温度值；珡犜 为模板内所有像

素点的传感器温度均值。试验选取３×３的模板，

即犖 为９。比较云区、地面冰雪、海上浮冰以及裸

露岩石的温度标准偏差的分布图如图１所示，其

中水平轴方向代表温度标准偏差，垂直轴方向代

表训练样本的像素数目。

在热红外影像上，一般可以根据温度信息确

定影像上物体大致的相对高程。由于南极地区的

情况非常特殊，地面大量被冰雪覆盖，而且恶劣的

天气状况经常给地面带来新雪，因此，地面冰雪与

云的亮度温度值非常相近。相比来说，只有岩石

因极昼现象受太阳长期照射导致亮度温度明显偏

高。从图１可以看出，裸露岩石的亮温偏差值较

其他目标都大，可以很明显地被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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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温度标准偏差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２　纹理值计算

考虑到极地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山站站区附

近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地物：覆盖大量积雪的地

面、海上浮冰以及地面裸露岩石，再加上影像上的

云区，共４类。在影像中，它们的纹理特征具有明

显的变化。在试验中，选用灰度共生矩阵分析法，

并由共生矩阵提取纹理特征熵。

灰度共生矩阵就是从图像（狓，狔）处灰度值为

犻的像素出发，统计与之距离为δ＝ （Δ狓
２ ＋

Δ狔
２）１／２、灰度为犼的像素同时出现的概率犘（犻，犼，

δ，θ），如图２所示，它可以反映关于方向、相邻间

隔和变化幅度的综合信息。数学式表示如下：

犘（犻，犼，δ，θ）＝ ｛［（狓，狔），（狓＋Δ狓，狔＋Δ狔）］狘

犳（狓，狔）＝犻，犳（狓＋Δ狓，狔＋Δ狔）＝犼；

狓＝０，１，…，犖狓－１；狔＝０，１，…，犖狔－１｝

（４）

式中，犻、犼＝０，１，…，犔－１；狓、狔是图像中的像素

坐标；犔为灰度级数；犖狓、犖狔分别为图像的行列

数。因此，所构成的灰度共生矩阵的第犻行、第犼

列元素表示在图像上所有在θ方向、相隔为δ、一

个为灰度犻、一个为灰度犼的像素点对出现的频

率。试验中，选取θ的值分别为０°、４５°、９０°、１３５°，

δ取１，计算得到每个图像块的４个方向的灰度共

生矩阵。

　　由于使用的试验图像灰度级是２５６级，如果直

接计算灰度共生矩阵，会使计算量很大，因此，首先

把图像压缩成１６级，再对共生矩阵作正规化处理。

在灰度共生矩阵的基础上，提取区块内纹理

图２　灰度共生矩阵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ｙＬｅｖｅｌ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

特征的二次统计量熵（Ｅｎｔｒｏｐｙ）：

犈Ｅｎｔｒｏｐｙ＝－∑
犔－１

犻＝０
∑
犔－１

犼＝０

狆^（犻，犼）ｌｏｇ２^狆（犻，犼） （５）

式中，犻、犼为灰度共生矩阵的行列数；^狆（犻，犼）为犻、

犼上的值；犔为灰度级数。

熵是纹理信息量的量度，无纹理为０，满纹理

则最大。海上浮冰表面非常平坦，严重缺乏纹理

信息；由于南极气候严酷，暴风雪时有发生，再加

之冰川运动，地面积雪比较杂乱，有一定的纹理信

息。此外，热红外影像能较好地反映云层的信息，

一些天空中漂浮的细小的卷毛状浮云也增加了影

像上地面冰雪区的纹理信息量；云层中间的厚云

密度很大，纹理值虽较海上浮冰要大，但是比地面

冰雪要小；纹理最为丰富的是站区附近常年裸露

的岩石区域。为了提取具有旋转不变性的特征，

对θ取０°、４５°、９０°和１３５°的同一特征取平均值，

比较结果如图３所示，其中，水平轴方向代表熵

值，垂直轴方向代表训练样本的像素数目。

图３　熵

Ｆｉｇ．３　Ｅｎｔｒｏｐｙ

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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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分类

使用温度标准偏差、纹理特征及地物光谱特

征的特征值组成的向量狓作为特征向量，采用最

小距离分类器：

犱犻＝ ‖ω犻－狓‖ ＝ ∑
犇

犼＝０

狘狓犼－ω犻，犼狘槡
２ （６）

式中，ω犻为影像中某类训练区域的几何均值所组

成的特征向量；犇为向量维数。若犱犽＝ｍｉｎ｛犱犻｝，

则判定狓属于特征向量为ω犽 的第犽类。

由于温度信息对于岩石区分非常重要，在试

验中改进了最小距离分类器，即增加一个权矩阵，

使得分类具有更好的效果。改进公式如下：

犱犻＝ （ω犻－狓）
Ｔ犃（ω犻－狓） （７）

式中，犃为权矩阵。通过试验，获得对角线元素为

５、１、１时，结果最佳。

２　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的是南极中山站（６９°２２′２４″Ｓ，

７６°２２′４０″Ｅ）地 区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获 取 的

ＥＴＭ＋的第６波段的热红外影像数据（波谱范围

为１０．５～１２．５μｍ）。试验样区图像是由５１２像

素×５１２像素组成，分辨率是６０ｍ，如图４所示。

南极中山站位于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的维斯托

登半岛上，半岛由裸岩构成，站区北方临海，但海

面上是大块密集的浮冰（影像左上部），其他地方

则是覆盖厚厚的雪层以及移动冰川的陆地。

首先通过训练样本影像分别提取云区、地面

冰雪、海上浮冰以及裸露岩石的温度标准偏差均

值、纹理特征均值和灰度均值作为样本特征向量。

图４　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的试验区域影像

Ｆｉｇ．４　５１２Ｐｉｘｅｌ×５１２Ｐｉｘｅｌ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

然后计算整幅影像上每个像素的以上几种特征值

组成的特征向量。在计算纹理特征值时，依次选

取影像上３２像素×３２像素的子区域进行计算，

作为区域中心像元的值，并在整个影像上移动。

统计量使用熵是由于上述几类物体在影像上的统

计值差别很大，较之角度方向二阶矩（ＡＳＭ），对

比度和相关性等其他测度具有更好的分类结果。

最后使用经过改进的最小距离分类器分类，获得

最后结果。图５是不加入温度标准偏差值、纹理

特征值的最小距离分类结果；图６是加入温度标

准偏差值、纹理特征值，使用普通的最小距离分类

器的分类结果；图７是加入温度标准偏差值、纹理

特征值，使用加权最小距离分类器分类的结果。

对照原始影像可以明显看出，图６较图５而

言，海上浮冰以及裸露岩石分类的效果要好，但是

海上浮冰的一部分仍然被错分为裸露岩石，而且

右下方的云层区域被严重夸大了，总体分类结果

不能令人满意；图７中，不仅海上浮冰以及裸露岩

图５　不加入温度标准偏差值、纹理

特征值的最小距离分类

Ｆｉｇ．５　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

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

　

图６　加入温度标准偏差值、纹理特

征值的最小距离分类

Ｆｉｇ．６　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

　

图７　加入温度标准偏差值、纹理特

征值的加权最小距离分类

Ｆｉｇ．７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

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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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分类正确率有很大提高，而且影像右下方的

云区与地面冰雪被错分的区域也有很大的改善，

符合影像的实际情况，分类正确率有很大的提高。

最后可得出，图５的分类精度为８３．０％，图６的分

类精度提高到９０．０％，图７的分类精度可以达到

９６．０％。

３　结　语

本次试验只考虑了影像中的厚云，实际上薄

云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

以考虑厚云与薄云之间如何区分的问题。另外，

还可以考虑采用多波段影像信息进一步提高分类

精度，如综合使用ＥＴＭ＋的可见光和近红外的其

他７个波段的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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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犺犲狉犿犪犾犐狀犳狉犪狉犲犱犐犿犪犵犲犻狀犃狀狋犪狉犮狋犻犮犪

犈犇狅狀犵犮犺犲狀
１
　犆犎犈犖犌犪狀犵

１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ＥＴＭ＋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ｃｌｏｕｄ，ｓｎｏｗａｎｄｉｃ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Ｂｅｔｔ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ｂｙ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Ｍ
＋ｉｓｕｓｅｄ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ｎｔｒｏｐｙ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ｇｒａｙｌｅｖｅｌ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ｎｗ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ｏ９６．０％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ＴＭ
＋

ａｒｏｕｎｄＺｈｏｎｓｈ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ｓｎｏｗ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ＴＭ
＋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Ｅ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ｅｉ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ｏｌａ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

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ｅｄｃ＠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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