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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建筑物阴影的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建筑物容积率提取方法。首先利用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提取城市大范围建成区建筑物阴影，再通过阴影矢量化、阴影坐标转换，将大比例尺的卫星分幅图进行

自动拼接，最终根据阴影与建筑物面积关系回归分析、建筑物朝向分析等进行建筑容积率的计算和半自动提

取。对上海中心城区的建筑容积率的提取实验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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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城市规划和管理而言，城市建筑容积率

的大小直接反映了城市居住环境的优劣，是城市

发展注重城市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志。目

前，国内利用遥感方法进行建筑容积率调查主要

是围绕航空影像进行的，主要有直接法、投影法、

阴影法和高差法［１］。一般航空照片根据拍摄时

间、太阳高度角，通过阴影长度的量测，计算每一

幢楼房的高度、层数和建筑总面积，从而获得建筑

容积率。但航空照片阴影叠加所造成的阴影残缺

较难克服，因此只是作为小区域的实验性研究，而

利用航天影像进行大面积的建筑容积率调查尚无

先例。本文利用高分辨率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充分

发挥影像的太阳同步、阴影残缺现象较少的特点，

兼顾建筑物朝向特征，应用回归分析辅助实现建

筑容积率的半自动提取。

１　建筑容积率的半自动提取

１．１　阴影提取与处理

阴影提取工作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环境下进行，具

体流程见图１。阴影提取的原理是以样本像元的

色度为参考，根据给定的容差确定欲选择的色度

范围，将所有色度在该范围之内的像元提取出

来［２］。在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上，建筑物阴影一般呈

现深灰色，但受整个影像基调的影响，不同区域的

阴影色度有明显的差距。同时，建筑物的阴影往

往深浅不一，且受建筑物的本色、落影下垫面的性

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３］。因此，阴影的提取过程

需要人工干预进行。容差的设置输入值较小，表

示选择的颜色与所选样点像素非常相似；输入值

越大，表示选择的色彩范围越宽。在处理过程中，

容差取值范围大多在５～８之间。

图１　建筑物阴影的提取过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ｏｗ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ｍａｇｅ

对阴影提取结果进行矢量化，以获取定量信

息。矢量化采用图形制作软件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 中

的应用工具ＣｏｒｅｌＴＲＡＣＥ进行。研究表明，为

了在矢量化的过程中不致丢失阴影信息，将栅格

阴影数据转换为位图格式矢量化效果最佳。阴影

矢量化后得到阴影的面积信息，其结果保存为

ＤＸＦ格式，再由 ＭａｐＩｎｆｏ输入为Ｔａｂｌｅ文件。最

后在阴影图上采集控制点获得其物理坐标，在

１∶１万地形图上读取同名控制点的大地坐标，创

建控制点文件，执行转换程序，建立转换关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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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有影像点的大地坐标。转换后，分幅图得以

自动拼接，并为建立建筑容积率 ＧＩＳ作好准备。

图２为坐标转换后的局部阴影图。

由于阴影的提取只考虑了色彩的范围，而不

能区分相同色彩下的不同实质，因此，上述的阴影

提取工作不可避免地将一些色彩相同的非阴影像

元一起提取出来［３］，如深色的屋顶、污染的水域以

及建筑物的本影等。为保证阴影提取的正确性，

必须进行必要的阴影清理工作。阴影清理就是根

据阴影图层与原始自然彩色合成图像中建筑物的

叠置分析，将非阴影部分剔除。

图２　坐标转换后的局部阴影图

Ｆｉｇ．２　ＳｈａｄｏｗＭａｐＡｆｔ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２　阴影与建筑面积的回归分析

对于地面建筑物，利用自动化量算建筑阴影

长度的办法推算容积率很难实现，但经过典型街

区采样发现，建筑物阴影面积与容积率间存在着

一定的相关关系。据此，构建阴影面积与建筑总

面积的关系模型，计算出以街区为单元的建筑总

面积，从而可以获得各街区建筑容积率分布。

回归分析流程分为样区楼层信息调查、回归

分析程序编写、回归模型构建和建筑容积率计算。

样区采样原则采用随机抽样，选择１８处面积大小

不等的典型街区进行阴影面积与建筑面积统计。

样区类型包括住宅区、商住两用区、高层区、多层

区、高低混合区等。回归分析采用一元线性回归

方法，回归方程为狔＝犪狓＋犫，其中，狔代表建筑总

面积，狓代表阴影面积。为了构建阴影面积与建

筑总面积的关系模型，用 ＭａｐＢａｓｉｃ开发了基于

ＭａｐＩｎｆｏ的回归分析程序。同时为了测试回归精

度，利用回归模型对另外７处新样区的阴影总面

积反推了街区建筑总面积，并与实际调查结果进

行分析比较。图３为样区阴影面积与建筑总面积

相关关系散点图，表１为这些随机选择调查的分

布实验样区相关性分析数据。

通过分析发现，表１中１４、１６、１８号街区验证

误差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建筑个体常常被浓郁的树

林所包围，影响了阴影的正常提取，也影响了回归

精度。在表１基础上，计算样区建筑面积回归相

表１　多个分布样区调查的相关性分析数据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Ｂｌｏｃｋｓ

序号
阴影面

积／ｍ２
调查建筑总

面积／ｍ２
回归建筑总

面积／ｍ２
回归相对

误差／％

１ ８３９ １３８５３ １３９０２ ０．３５

２ １４４６ ２８８７８ ２２７０３ －２１．３８

３ １０４４ １７２７６ １６８７１ －２．３４

４ ９９５ １５３３１ １６１６９ ５．４６

５ １２６１ ２５４６３ ２００２０ －２１．３８

６ ７１５ １２２５３ １２０９７ －１．２７

７ ７０７ １２４８３ １１９８４ －４．００

８ １６３８ ２３３２９ ２５４９２ ９．２７

９ ８５４ １８８７３ １４１１８ －２５．２０

１０ １１５４ １６４８７ １８４６８ １２．０２

１１ ７９４ １５９５５ １３２５１ －１６．９５

１２ ６９０９ １０４７４６ １０１９０３ －２．７１

１３ ９１０ １４３５６ １４９３２ ４．０１

１４ ３７０ ５６１３ ７０９７ ２６．４４

１５ １５８５ ２２３８１ ２４７１４ １０．４２

１６ １０６７ １２６９４ １７２０１ ３５．５０

１７ ３５７０ ４６４２１ ５３４９０ １５．２３

１８ ５１２ ７１７４ ９１５５ ２７．６１

平均 １４６５ ２２９７６ ２２９７６ ２．８４

图３　阴影面积与建筑总面积相关关系散点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ａｄｏｗ

Ａｒｅａ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对中误差为：

犿相对

犿
＝± ∑

狀

犻＝１

Δ犻Δ犻／（狀－１槡
）

式中，犿相对＝犿／犃，犃为调查样区总面积平均值；

狀为样区总数；Δ犻 为各样区建筑面积回归绝对误

差。据此计算出样区回归相对中误差为１４．８％。

另外，借助于犉 检验完成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

验，检验结果为犉＝６２４０８８．８。在置信水平α＝

０．０１下，犉０．０１（１，１６）＝８．２９。由于犉犉０．０１（１，

１６），所以上述回归模型在置信水平α＝０．０１下是

显著的。

１．３　影响因子分析和修正

从表１和图３可以看出，建筑实际总面积与

回归建筑物总面积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但一些

阴影的回归相对误差却较大。由于建筑物的阴影

面积不仅与楼层的高度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建筑

物的朝向也直接影响到阴影面积的大小。详细分

析试验区每幢房屋的朝向不太现实，但从遥感影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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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可以得出，整个上海地区建筑物的分布朝向

主要是以朝南（即东西向延伸）为主的。显然，非

东西向延伸建筑物的比例直接影响回归后的建筑

总面积，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影响因子。

利用 ＭａｐＩｎｆｏ设计了专门的 ＭａｐＢａｓｉｃ程

序，对所有的非东西向延伸建筑进行简单分类，统

计出非东西向延伸建筑约占总建筑数量的１／６，

就整个中心城区而言，它们的分布是均匀的，且这

些建筑大多为低层建筑（多为厂房、商业用房、公

共服务用房）。将这些建筑总面积引用前述的对

特殊建筑物容积率进行的修正，同时引入参数犮

（犮为非东西向延伸建筑物比率），使回归方程变

为狔＝犪狓＋（１＋犮）犫，重新进行回归计算，使回归

相对中误差值由原先的１４．８％下降到约１０．６％。

２　提取结果分析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在人口密度一定的情况

下，容积率和人均建筑面积成正比，在人均建筑面

积不变的情况下，容积率跟人口密度成正比。在

人口密度图中，人口密集的地区对应容积率图中

建筑容积率大的地区，而且随着城市外围人口密

度的减少，容积率也相应减少。人口密度与提取

的建筑容积率之间呈现很强的相关性。在市中心

区域，建筑物多为高层和超高层，提升了市中心区

域的建筑容积率；市中心内环线之外，住宅小区一

般都有大量的绿地、花园，因而建筑密度小，加之

这些地方的高层建筑也少，绝大多数为六、七层，

因而建筑容积率较市中心小。越往城市外围，城

市化水平越低，建筑容积率也就越小。上海市中

心城区各街区的建筑容积率一般在１．０～５．０之

间，其中容积率最小的在浦东新区，最大的在黄浦

区。

为了进一步检验建筑容积率的估算精度，在

１８个样区之外又选择了新的７块街区，通过实地

调查开展验证工作。这７个调查区的相关性分析

数据见表２。

验证结果表明，建筑容积率的估算误差最小

为０．５７％，最大为１４．４６％，平均误差为１０．３６％。

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在进行建筑物阴影与建筑面

积相关性统计分析时，所选实验样区面积较大、分

布较为均匀，具有典型性和广泛性，同时兼顾了建

筑物朝向采取阴影处理修正，因此，经修正后，回

归容积率精度较高。

表２　实地调查验证样区相关性数据分析表

Ｔａｂ．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ｏｆＳｅｖｅｎＦｉｅｌｄＳｕｒｖｅｙＢｌｏｃｋｓ

序　　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建筑容积率（回归） ２．９６ １．３４ ２ １．６６ １．７５ １．７８ １．７７

建筑容积率（调查） ３．３７ １．５２ ２．２２ １．４５ １．６２ １．５４ １．７６

回归相对误差／％ －１２．１７ －１１．８４ －９．９１ １４．４８ ８．０２ １５．５８ ０．５７

３　结　语

本文充分发挥了大比例尺太阳同步卫星遥感

影像用于提取城市大范围建成区容积率的优势，

利用遥感影像阴影提取进行回归，同时兼顾建筑

物朝向修正的方法，辅助以对特殊建筑物容积率

修正，实现了城市大范围建成区建筑容积率的半

自动提取。新方法避免了航片因阴影长、阴影遮

挡而难以全面统计和航片拍摄时特定太阳高度角

未知的缺陷，同时避免了由建筑物阴影不规则长

度量算进行反推的繁琐。其中，阴影提取模型的

改进（如建筑物本身对阴影遮挡、建筑群周围绿化

对提取的影响等）、阴影反推建筑总面积知识库的

扩充是今后将要开展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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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犔犐犇犲狉犲狀

３
　犌犝犃犖犣犲狇狌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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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３Ｙａｎｔａ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ｆｉｌｔｅｒｏｆ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ｓａｌｔａｎｄｐｅｐｐｅｒｎｏｉ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ＭＮ．Ａｎｄｉｔｉｓｐｏｉｎ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ｆｉｎ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ｘｅｌｉｎｉｍａｇ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ｄｅｃａｙｉｎｇｏｆ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ｌ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ｎｏｄｅ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ｒｅｐｏｓｅｄｆｏｒｉｍａｇ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ＤＭＮ．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ｎｌｙ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ｏｆｐｉｘｅｌ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ｐｉｘｅｌ．Ａｎｄｗｈａｔｉｓｃａｌｌｅｄ

ｓｕｂｍｅ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ｔ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ｎｏｉｓｅｉｍａｇｅｉｓ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ｂｙｓｔｕｂｂｏｒｎｓｅｌｆａｄａｐ

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ｆｉｌｔｅ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ａｂｌｅｍａｒｋｏｖ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ｏｆｎｏｉｓｅｐｉｘｅｌ；ｓｕｂｍｅ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ＡＯＪｉａｎｎｏ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

Ｅｍａｉｌ：ｃａｏｊｉａｎｎ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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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犎犈犖犑犻狑犲犻１
，２
　犎犃犖犡狌犲狆犲犻

３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３９Ｓｉｐｉｎｇ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９３０Ｌｉｎｇｓｈｉ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３６６３Ｎｏｒｔｈ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ｌｏｏｒａｒｅａｒａｔｉ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ｄｏｗｉ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ｓｕ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

ｌａｒｇｅｒａｎ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ｏｗｉｎｕｒｂａ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ｈａｄｏｗａｒｅｖｅｃｔｏｒ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ｒ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ｏｓｐｅｌ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ｂｒｅａｄｔｈ．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ＦＡＲ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ｏｗａｒｅａ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ｂｙ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ｌａｓｔ，ＦＡＲ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ｉｔｙ

ｚｏｎｅｉ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ｅｘ

ｔｒａｃｔＦＡＲｉ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ｌｏｏｒａｒｅａｒａｔｉ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ｏｗ；ｒｅｇ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Ｊｉｗｅｉ，ｓｅｎｉ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ｊｉｗ＿ｃｎ＠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７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