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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多时相ＤＥＭ的高程变化与ＤＯＭ影像变化分析协同的空间分析方法，对地表变迁进行了定性

与定量的分析。这种方法在地形、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地表变化相当活跃的西藏墨脱地区得到了应用，被证明

是一种行之有效、快速精确的地表稳定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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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稳定性评价是指地壳表面在内、外营力

作用下以及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影响下的相对稳定

程度，包括泥石流、地面沉降、滑坡等的发育规模、

强度和速度［１］。墨脱属西藏自治区，地处印度洋

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缝合带上。由于强烈的地质活

动和地貌重力作用，地表变迁活动频繁，现在每年

以２．７４ｃｍ 的速度向上抬升。泥石流、雪灾、滑

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广泛分布［２］。通过对地表变

迁状况及规律的研究，分析该地区的地表稳定性

是工程建设的一项重要而又基础性的工作。

地表变迁包括地面高程点的垂直升降、水平

移动及地貌类型的改变等。地表变迁分析不仅仅

指检测出高程变化区域，地表属性的改变对地表

稳定性研究也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对象中影像数

据的时间间隔长达３０ａ，且日照高度角、季节、比

例尺、焦距、技术设备等拍摄条件差异大，加之地

表变化剧烈，如果对影像进行灰度直方图匹配，则

会改变大量像元的灰度，导致地表信息丢失。

地表变化研究长期受制于不完整的量测数

据。获取野外测量实地数据费时费力，搜集过去

有关的地表测量资料更难［３］。利用遥感获取地表

信息并对空间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是一种非常便

利的方法，但多时相特性使不同地区的高程变化

不能直接加以利用，而对影像采用相减或直接进

行灰度直方图匹配等常规方法也并不适用［４，５］。

为了得到准确的结果，本文将ＤＯＭ 变化检测与

ＤＥＭ变化检测结合起来，克服数据多时相属性的

影响，对１９７１年和２００１年相隔３０ａ的两个时相

的航摄资料进行ＤＥＭ 高程变化分析与ＤＯＭ 影

像相关匹配分析，并实地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１　地表空间变迁及稳定性的分析

１１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地形变化分析

ＤＥＭ数据可以提供准确的地形高程信息，相

对于影像，它所起的作用是精确计算地形变化量。

不同时期的ＤＥＭ 基准应予以统一，同一地理位

置的地面点坐标一一对应，直接对多期地面高程

模型相减可生成差量ＤＥＭ。分析差量ＤＥＭ 可

获取变化区域的许多信息，如该地区高程变化的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变化范围。

为获得高程变化地形分布，首先，选择不同的

高差作为阈值将差量ＤＥＭ 二值化，对大于阈值

的高程以２输出，小于阈值的及无效区以１输出，

提取出该二值ＤＥＭ数据的变化区边界；其次，从

ＤＥＭ提取出地形山脊线和山谷线。将两者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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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到对应的影像上，可以获取发生变化的区域

和相对地理位置；对于变化程度小的地区视为地

形相对稳定部分，并估计工程的大致穿越区域。

当时间跨度大，采集的原始ＤＥＭ 数据有一定误

差时，预分类后边界线内是否均为发生地表形变

的地区，地形实际变化量是否真实，都需进一步分

析处理才能确认。

要考察地表稳定性，可以利用高程分带原理，

设定高差距，从影像上对差量ＤＥＭ 中的不同高

程变化区用不同颜色进行半透明渲染，使不同色

彩的分布与地形变化程度一一对应。

１２　基于正射影像的地表变化分析

通过考察同一地区对应已正射纠正的两期影

像，采用匹配分析，按照两期影像相似性或相关性

强弱，判断是否发生地形变化。

１．２．１　灰度差绝对值和法

以某像素为中心，将两影像相同模板大小内

各同名点的灰度值相减后取绝对值，并求和，按照

模板大小进行规格化，作为此中心像素变化检测

的结果：

犮＝１－
１

狀２×２５５∑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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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

犼＝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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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狀为模板大小；犮为计算出的模板内影像变

化检测系数。犮值在０～１之间，犮值越大，对应的

两模板中影像的变化就越小。在所有两期对应的

灰度变化检测计算完成后，对结果设定阈值，判断

影像是否发生了变化。

１．２．２．　相关系数法

以某像元为中心，对同一地区两期ＤＯＭ 影

像模板内的二维重叠区进行灰度相关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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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狓为目标矩阵；狓犻犼为模板内某一元素的灰度

值；狔为搜索区内取出与目标区灰度矩阵同样大

小的灰度矩阵；狔犻犼为搜索区中一个元素的灰度

值；珚狓、珔狔分别代表模板内狓犻犼、、狔犻犼的灰度平均值；

δ狓狓、δ狔狔分别表示模板内灰度的标准差；δ狓狔表示模

板间灰度的协方差；ρ为相关系数；狀为模板大小。

若两期ＤＯＭ 灰度值完全一致，ρ为１；完全

不同，则ρ为０，其值始终在－１～１之间。

在灰度匹配完成后，对重叠区域匹配结果设

定阈值并二值化，并提取出变化的边界。

１．２．３　算法比较

对于同样摄影条件下的影像，利用相关系数

法能得到较好的结果。但对于多时相特性的数

据，两期影像的拍摄时间间隔久远，技术条件不相

同，灰度差绝对值和法带有平滑的性质，应用效果

相对较好；而相关系数方法中减去了灰度均值，对

变化区域的检测效果有一定影响，结果较离散，且

灰度差绝对值和法比相关系数法的可操作性要

好。另外，相关系数法的设置精度要求较高，如果

允许人工对其检测到的离散变化结果勾绘范围，

则其得到的结果较为理想。

１３　犇犈犕变化与犇犗犕变化的协同分析

地表形变检测中，室内分析得到的最终变化

结果应与实际地形变化相同或无限接近，否则失

去了检测的实际意义。利用ＤＥＭ 检测出的变化

区域，由于所用数据时间跨度长，地理数据变化

大，ＤＥＭ数据采集有误差等因素影响，从 ＤＥＭ

的变化确定形变区并不十分准确，而航拍时的各

种条件不尽相同，地表覆盖类型相同的面元间具

有分散的辐射亮度，影像灰度值较分散，干扰地物

光谱特征信息，从而导致探测的变化区域出现错

分、难分现象，因此灰度检测提取变化边界也不全

是地表发生变化的区域。

上述两类检测结果单独使用都会出现变化区

域的假象。将ＤＥＭ变化探测分析与ＤＯＭ变化探

测分析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极大地增强了探测变化

结果的可信度。将灰度相关性弱的像素视为在地

表发生变迁的区域，并与ＤＥＭ提取的高程变化区

域相结合，通过人机交互剔除拍摄因素带来的误差，

仅将两者的重合部分视为真正发生变化的区域。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实验数据

表１列出了所用１９７１年和２００１年两期航摄

资料的基本数据。

表１　两期分析资料的基本数据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ｉｎＴｗｏＰｅｒｉｏｄ

航摄时间 １９７０年 ２００１年

焦距／ｍｍ ６９．８３０ １５２．９００

摄影比例尺 １∶４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像幅／ｍｍ １８０×１８０ ２３０×２３０

ＤＯＭ分辨率／ｍ ２ １

２．２　数据处理

两期数据通过摄影测量精确处理生成正射影

像ＤＯＭ和相应ＤＥＭ。分析前，先根据不同时期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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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ＤＥＭ数据，以最大公有范围及最小间距为准，

通过内插使两期ＤＥＭ的坐标范围及格网距大小

相同；然后，对正射影像ＤＯＭ 按高分辨率重采样

使影像分辨率一致。为使ＤＥＭ、ＤＯＭ 的内插与

重采样对地表变化分析产生的影响最小，使用双

线性内插。

利用多时相ＤＥＭ 与ＤＯＭ 检测地表变迁的

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利用ＤＥＭ与ＤＯＭ变化进行

变化检测的地表变迁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ＤＯＭ

对ＤＥＭ变化和ＤＯＭ 变化综合分析可得出

地表变化区域，并可进行变化地区的分布及变化

数量分析，找出地形变化的规律。地表变化的结

果也可直接以ＢＭＰ导出，映射到原始ＤＥＭ三维

模型，依照变化分布及变化程度，快速地预测地形

的非稳定地区，从而在工程建设时尽量避开，确保

工程免受山地灾害的影响。

２．３　实验结果

２．３．１　变化区域分析

图２是各种分析手段得到的分析结果图。

ＤＥＭ与ＤＯＭ变化综合分析，使得对地表变迁的

分析更为可靠。处理结果发现，河道两岸地形变

化最大，其次为山坡。结合当地自然灾害，前者变

化成因是洪水冲击带走大量泥土，后者为塌方及

泥石流。从地表稳定性考虑，这两类地形在工程

建设时都应尽量避免，或在设计中增强路基对破

坏性自然灾害的抵抗和缓减能力。分析认为，地

表属性（灰度）、地形变化小的地区，可以作为工程

建设的优选区域。

２．３．２　水土流失分析

在圈定感兴趣区域后，可以对属性及地形改

变量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如估算水土流失。任意

定义某一区域后，可根据已知若干地面点３０ａ间

的高程变化，得出该地区的地表变化、水土流失、

冲积／堆积等的工程数量。

２．３．３　结果验证

通过已完成考察得到的地表变迁结果，进行

相关变化区域检测及工程数量对比，其结果见表

２和表３。

表２　主要变化区域的检测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Ｍａｉｎ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人工判读 灰度匹配 ＤＥＭ检测

变化区数量／个 ３１ ２３ ２８

正确率／％ ／ ７４．２ ９０．３

表３　区域地表数量变化表

Ｔａｂ．３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ｈａｎｇｅ

区域 变化性质 实际土方量／ｍ３ 计算土方量／ｍ３ 正确率／％

１ 水土流失 １８３３７０ １６５４００ ９０．２

２ 水土流失 １２５０７０ １１２１８７ ８９．７

３ 水土流失 ９２０４０ ８５０４４ ９２．４

４ 冲积、堆积 ３２０８０ ２８００５ ８７．３

５ 冲积、堆积 ６６０５０ ５６５３８ ８５．６

　　地表变化检测达到７０％以上的准确率，工程

填挖方达到８５％以上的准确率即视为有效，以上

结果证明该方法是准确、有效的。

图２　各种分析手段得到的结果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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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将遥感影像ＤＯＭ 分析与ＤＥＭ 数据分

析结合起来，从影像上发现变化区域，再对感兴趣

的区域从ＤＥＭ 着手进行具体分析，继而实现地

形变化的定性、定量分析研究，并提取对工程建设

有价值的数据。研究与应用结果充分说明，仅单

独依靠某一种数据处理方式来进行地形变化分

析，其可确定性是不高的。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

起来，进行优势互补，才能使感兴趣区域的研究更

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也更加实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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