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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约束下的建筑物阴影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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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基于结构线一侧灰度统计法进行阴影检测的基础上，结合了灰度约束、几何约束、上下文约束和其

他辅助信息，提出了一种多重约束下的建筑物阴影提取方法，实现了对建筑物阴影的提取，并利用ＩＫＯＮＯＳ

影像和航空像片进行了试验，证明该算法是有效而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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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是被摄目标的再现，具有直观、信息量丰

富等特点，被认为是２１世纪信息的主要载体形

式，但在摄影过程中，由于太阳光被一些物体遮

挡，在影像上产生阴影的现象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阴影的大小会随着影像空间分辨率的提高而

增加。由于阴影的存在，一方面，在计算机图像处

理过程中将直接影响相应阴影区域地物的边缘提

取、目标识别和影像匹配等算法的成功率［１，２］；另

一方面，它却可以提供大量的关于产生阴影的目

标的形状、相对位置、表面特性的相关信息［３］，所

以研究阴影的提取具有重要意义。

在遥感领域，对于阴影的提取，当前国内外的

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也主要是针对建

筑物等高大物体的识别［４］和阴影的消除或阴影中

信息的补偿［５］。目前，阴影提取的方法大致可以

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种是直方图峰值检测法；第

二种是结构线一侧灰度统计法，这两种方法简单，

但很难处理一些复杂的情况；第三种是多重约束

条件下的阴影提取方法［４，５］，它实现起来比较困

难，但比前两种方法更稳健。

１　多重约束下的建筑物阴影提取

１．１　两个方向的确定

两个方向的确定是指利用辅助信息确定建筑

物垂直边缘的方向及建筑物侧面（与地面垂直）阴

影的方向。

由于所有的建筑物垂直边缘是平行的，因此，

在影像中它们必然有共同的交点。在航空影像

中，这一交点称为像底点，并且所有的垂直边缘在

影像中的构像必通过像底点。由于在航空摄影

中，通常要求摄影像平面与水平面平行，即误差小

于３°，所以可以概略地用影像的中心点代替像底

点。因此，在航空影像中，一般来说，建筑物垂直

边缘的方向是可以通过影像的中心点来确定的。

在航天影像中，建筑物垂直边缘方向的确定则相

对复杂，例如，在ＩＫＯＮＯＳ影像中，当传感器侧视

角较小时，可以通过影像每一扫描行的中心点来

近似确定建筑物垂直边缘的方向，当传感器侧视

角较大时，可以通过侧视角来近似确定建筑物垂

直边缘的方向。

同时，所有建筑物的侧面（与地面垂直）对应

的阴影在影像中具有相同的方向，该方向也正好

是太阳光照方向，即大部分建筑物侧面阴影边界

的方向是太阳光照方向，于是就可以通过先提取

太阳光照方向阴影的边界，进而统计结构线一侧

灰度来提取建筑物阴影。对于太阳光照方向，大

部分卫星遥感数据的头文件中都提供了太阳方向

角，航空影像则可以通过摄影时间和拍摄区域的

位置来确定太阳光照的方向。

１．２　犆犪狀狀狔边缘检测

上面分析了建筑物垂直边缘的方向及建筑物

侧面阴影方向的确定办法，接着利用边缘检测算

子检测这两个方向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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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ｎｙ算子能在噪声抑制和边缘检测之间取

得较好的平衡，它对受白噪声影响的阶跃型边缘

是最优的［６］。它建立在最优检测准则、最优定位

准则和单响应准则三个最优准则之上。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边缘的干扰，并且有利

于后面快速地利用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这两个方向

的边缘，文中利用Ｃａｎｎｙ算子进行边缘检测不是

对所有的方向都进行边缘检测，而是主要对建筑

物垂直边缘的方向和建筑物侧面阴影的方向进行

边缘检测。对这两个方向的检测虽然同时进行，

但对各自的检测结果分开保存。

１．３　犎狅狌犵犺变换提取边缘

经过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算子对上述两个方向

进行了边缘检测之后，接着要分别对这两个方向

的边缘通过Ｈｏｕｇｈ变换进行边缘跟踪提取。

Ｈｏｕｇｈ变换是直线检测的一种主要方法，由

于它采用全局累积矩阵检测直线，因而该方法对

噪声、线段中残缺部分及其他共存的非直线结构

不敏感［６］。检测过程中，方向约束应该与 Ｈｏｕｇｈ

变换较好地进行结合，以减小计算量。本文利用

带约束条件的Ｈｏｕｇｈ变换进行边缘跟踪提取。

以提取方位角为θ的边缘为例，由方位角θ

可以计算出对应直线的斜率犽０。假设直线方程

为狔＝犽０狓＋犫，则犫＝狔－犽０狓，对于一幅给定影像，

容易得到截距犫的范围，即犫ｍｉｎ≤犫≤犫ｍａｘ。事实

上，截距犫是一个实数，但这里根据数字影像的特

点，在实际跟踪中认为犫是一个整数。具体跟踪

提取的步骤如下。

图１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边缘

Ｆｉｇ．１　Ｅｄｇ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１）对任一给定的截距犫（首次的犫＝犫ｍｉｎ）和斜

率犽０，给出一个狓（狓＝０），通过方程狔＝犽０狓＋犫就

算出一个狔，然后判断点（狓，狔）是不是特征点，若

是就记下该点坐标，并作为第一个点和当前已跟

踪点，否则就放弃该点，增加狓的值（狓＝狓＋１），

用同样方法直到找到第一个特征点为止。

２）继续增加狓的值（狓＝狓＋１），同理又得到

一个点（狓，狔）。在具有当前已跟踪点的情况下，

若点（狓，狔）与当前已跟踪点之间的距离大于阈值

犱１（试验中犱１ 取为实地距离８ｍ与影像像元大小

的比值），若第一个跟踪点与当前已跟踪点之间的

距离大于阈值犱２（试验中犱２ 取为实地距离１５ｍ

与影像像元大小的比值），就跟踪出了第一个跟踪

点与当前已跟踪点之间的这段线段，并保存这段

线段；若第一个跟踪点与当前已跟踪点之间的距

离不大于阈值犱２，则舍弃这段线段。不管第一个

跟踪点与当前已跟踪点之间的距离是否大于阈值

犱２，只要满足点（狓，狔）与当前已跟踪点之间的距

离大于阈值犱１，就要准备进行另一线段跟踪的标

记ｆｌａｇ＝１，并且这时当前已跟踪点未知。判断点

（狓，狔）是不是特征点，若是特征点就把该点作为

当前已跟踪点，若同时又具备ｆｌａｇ＝１，则把该点

也作为新线段的第一个点，ｆｌａｇ＝０。

３）继续执行步骤２），直到狓等于图像的宽

度为止，跟踪出斜率为犽０、截距为犫的所有长度大

于阈值犱２ 的线段。

４）令犫＝犫＋１，执行步骤１）～步骤３），跟踪

出斜率为犽０、截距为犫的所有长度大于阈值犱２ 的

线段。

５）继续执行步骤４），直到犫＝犫ｍａｘ为止，跟踪

出斜率为犽０ 的所有长度大于阈值犱２ 的线段。

利用该方法，就可以跟踪提取出建筑物垂直

边缘方向及建筑物侧面阴影方向的所有长度大于

阈值的边缘。

１．４　估计阴影分割的阈值

进行建筑物侧面阴影方向的边缘跟踪提取之

后，接着要估计阴影分割的灰度阈值，这主要包括

建筑物侧面阴影方向的伪阴影边缘的剔除和阴影

边缘线一侧灰度统计两个步骤。

１）伪阴影边缘的剔除。通过前述方法提取

出建筑物侧面阴影方向的直线边缘并不一定都是

阴影的边缘，它还可能是这一方向的道路、建筑物

等的边缘，为了精确估计阴影分割的灰度阈值，必

须对虚假的阴影边缘进行剔除。这主要是通过以

下４个约束条件来剔除虚假的阴影边缘，保留真

正的阴影边缘：① 阴影边缘两侧的灰度差别应该

较大，试验中该灰度差的阈值取为影像灰度方差

的一半，通过该条件来剔除两侧灰度相近的边缘

（如线状道路）；② 阴影边缘的长度一般不会太

长，试验中该长度的阈值取为实地距离２５０ｍ与

影像像元大小的比值，通过该条件来剔除长度过

长的边缘（如较长的直线道路、铁路、沟渠等）；③

阴影边缘的出现，特别是高大建筑物阴影边缘的

出现一般不会过于密集，试验中该阈值的确定办

法是，在建筑物侧面对应阴影附近，阴影方向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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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方向上对应实地１０ｍ的距离不会多于两个边

缘，通过该条件来剔除过于密集的边缘（如高分辨

率影像中的道路、铁路等）；④ 利用上下文信息，

具体来说是阴影边缘（特别是高大建筑物的阴影

边缘）的附近（逆太阳光照一侧）存在着建筑物的

垂直边缘，通过该条件进行辅助决策来剔除伪阴

影边缘，这对于高大建筑物的提取是极为有利的；

此外，还利用了阴影边缘附近（逆太阳光照的一

侧）的灰度一般大于阴影的灰度这一条件来剔除

伪阴影边缘。这４个约束条件主要考虑了灰度约

束、几何约束和上下文约束。

２）阴影边缘线一侧灰度统计。通过伪阴影

边缘的剔除，留下的大部分是阴影的边缘，这里称

这些边缘为假定边缘。对这些假定边缘灰度较低

的一侧一定宽度（宽度大小与像元大小有关）内的

像素进行灰度统计，找出直方图蜂值点对应的灰

度级犵ｍａｘ，并求出总的灰度方差σ０。然后将灰度

值小于犵ｍａｘ＋犽１σ０（试验中犽１ 取１．５）像素的灰度

作为样本，其目的是剔除掉假定边缘线一侧的非

阴影像素，尽可能地只统计那些阴影像素。计算

这部分样本的均值μ和方差σ，则最后阴影分割

的灰度阈值为μ＋犽σ（试验中犽取１．６）。

１．５　阴影提取结果验证

一般来说，利用上面估计出的灰度阈值进行

二值化分割后的兴趣区域中，不仅包含了阴影，而

且包含了灰度较低的水域和植被等要素，所以需

要通过对阴影提取结果的验证，来进一步剔除一

些非阴影区域，而只保留阴影区域。在验证之前，

首先要将提取出来的兴趣区域进行斑点消除和区

域分裂。消除小的斑点区域，实际试验中采用的

方法是以一个像点为中心在影像上开一个对应于

实地５ｍ×５ｍ的窗口，若中心像素为黑（阴影），

且窗口内有多于１／４的像素也为黑，则该中心像

素仍为黑，但若窗口内没有超过１／４的像素为黑，

则该中心像素为白（非阴影）；若中心像素为白（非

阴影），且窗口内有多于１／４的像素也为白，则该

中心像素仍为白，但若窗口内没有超过１／４的像

素为白，则该中心像素为黑（阴影）。理论上阴影

毗连区域可以从区域中的各点，沿各个方向进行

分裂，但从算法上是难以实现的。本文在试验中

主要是沿建筑物侧面阴影的方向进行分裂（如

图２），进行区域标识，说明哪些像素属于一个区

域，给这个区域一个惟一的标识，区域标识采用的

是８邻域区域标识的方法，最后提取区域的轮

廓。如果一个区域同时具备面积不是太大（试验

中，该面积的阈值取为实地面积４万 ｍ２ 对应的

像素面积）和区域沿太阳光照方向的长度不是太

长（试验中，该长度的阈值取为实地长度２００ｍ

对应的像素长度）两个条件，并且满足区域部分边

界的方向符合太阳光照的方向，区域的附近（逆太

阳光照的一侧）存在已提取出的建筑物垂直边缘，

区域的附近（逆太阳光照的一侧）存在一些像素，

这些像素的平均灰度明显高于阴影的灰度（试验

中，两者的灰度差要大于２倍的影像灰度的方差）

这三个条件中的两个，那么该区域属于阴影区域。

图２　 阴影毗连区域的分裂

Ｆｉｇ．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ｈａｄｏｗ

２　试验与结论

试验中，利用本算法对多幅ＩＫＯＮＯＳ卫星影

像和航空像片中的建筑物阴影进行了提取。图３

是对一幅ＩＫＯＮＯＳ卫星影像进行阴影提取的结

果，其中，图３（ａ）为ＩＫＯＮＯＳ原始影像，图３（ｂ）

为经Ｃａｎｎｙ算子检测得到的建筑物侧面阴影方向

的边缘，图３（ｃ）为经 Ｈｏｕｇｈ变换跟踪提取得到

的建筑物侧面阴影边缘，图３（ｄ）为经Ｈｏｕｇｈ

图３　利用ＩＫＯＮＯＳ卫星影像进行

阴影提取的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ｈａｄｏｗ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ＩＫＯＮＯＳＩｍａｇｅＩｓＴｅｓ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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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跟踪提取得到的建筑物垂直边缘，图（ｅ）为经

过灰度阈值分割后得到的阴影区域，图３（ｆ）为经

过提取结果验证最后得到的阴影轮廓。图４是对

一幅航空影像进行阴影提取的结果，其中图４（ａ）

为原始航空影像，比例尺为１∶５０００，图４（ｂ）为

利用本算法提取后得到的阴影轮廓。从上面的试

验结果可以看出，本算法对阴影，特别是对较高分

辨率影像中的建筑物阴影的提取是很有效的。同

时，大量的试验表明，该算法也是稳健的。

图４　利用航空影像进行阴影提取的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ｈａｄｏｗ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Ａｅｒｉａ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Ｔｅｓ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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