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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分辨率航空遥感影像中线状目标的特点，提出一种结合区域和直线特征识别线状目标的方法。

在基于标记点分水岭变换进行初始分割的基础上，利用关于目标的知识和区域邻接图（ＲＡＧ）对感兴趣区域

进行合并，得到最终检测结果。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可以有效地从遥感影像中提取线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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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分割是遥感影像分析的一个重要内

容［１］。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分水岭变换是一个对图

像进行分割的有效工具。分水岭变换的一个主要

问题是过分割现象，克服这一问题的方法一种是

分割后进行合并［２］，这种方法耗时且容易误合并；

另一种是所谓基于标记点的分水岭变换。标记点

就是图像中具有某种特征的点［３］。将这些点作为

图像的局部极小值对梯度图像进行修正，然后对

修正后的梯度图像进行分水岭变换。因此，基于

分水岭变换的图像分割在这个意义上就转化为一

个标记点选取问题，仅依据目标特性确定标记点，

容易导致目标与背景混一起，出现欠分割的情况。

针对上述克服过分割现象方法识别目标的局

限，本文首先基于图像结构和目标特性选取标记

点进行初始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过分割现象，

并且要避免线状目标与背景相混淆。然后，结合

影像中直线特征和线状目标特性从初始分割结果

中检测线状目标。

１　基于直线特征的种子点检测

本文的目标识别主要针对影像中道路目标，

种子点的提取是基于道路的影像特性进行的。提

取的种子点不仅要作为标记点参与分水岭变换，

更为重要的是为区域合并提供指导。

１．１　边缘检测

本文采用Ｃａｎｎｙ算子检测输入图像边缘，同

时计算每个边缘像素的方向，即该点的梯度方向，

在直线检测中将根据此信息判断边缘点之间是否

共线。基于道路本身的几何性质，它在高分辨影

像中通常表现为具有两条相互平行边缘的狭长区

域，这种狭长的区域可以用相互平行的分段直线

近似表示。因此只要在影像中找到相互平行的直

线对，那么这个平行线对就有可能对应于道路的

边缘。要找到平行线对，首先要在边缘像素中提

取直线段。

１．２　直线段提取

在使用Ｃａｎｎｙ算子得到输入图像的边缘图

像后，采用卡尔曼滤波［５］的方法提取直线段。同

其他的边缘跟踪算法一样，该算法在当前边缘点

的周围进行搜索，以寻找是否存在候选的边缘点。

如果存在候选边缘点，比较此点与当前点的相位

差，并以此决定下一个边缘点的位置。卡尔曼滤

波方法同其他边缘跟踪方法不同的是，前者将边

缘跟踪问题转化为一个离散时间系统的状态估计

问题，该系统可用一阶差分方程来描述。简单的

说，卡尔曼滤波算法是将系统的预测值与加权预

测误差求和，权重确定的依据是使得后验状态估

计误差最小。关于该方法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考文

献［５］。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在边缘图像中提取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８月

直线的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直线提取结果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ｉ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图１中，直线表示从边缘像素中检测出的直

线段，十字丝表示线段端点。可以看出，大部分对

应于边缘的直线被检测出来。在实验中，直线长

度小于２５像素的线段已经被滤除。这主要是考

虑到这些短直线可能是由于噪声引起的，或者是

对应于非期望目标的边缘，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

减少后续的检测平行线对的计算量。由于卡尔曼

滤波算法本身固有的特性，利用它提取直线的一

个优点是该算法能够将那些短的、不连续直线段

连接为较长的线段，这对提取道路非常有利。同

时从图１中也可以看出，该特性使得不连续的、较

短的、属于不同目标的边缘被连接为一条直线。

１．３　平行线对及种子点检测

依据道路在影像中的特性，首先在基于卡尔

曼滤波算法提取的直线段中搜寻相互平行的直线

段。在搜索平行线对的过程中，满足下面两个条

件的两条线段构成平行线对：① 两条直线的斜率

相等，实际处理中只要两条直线的夹角在３°范围

以内，就认为它们平行；② 平行的两条线段有重

叠，即其中至少有一条线段犾１ 的端点在另外一条

线段犾２ 的投影落在犾２ 的两个端点之间。为了得

到有意义的搜索结果，需要根据影像中的道路的

大致宽度确定平行线对之间可能的距离范围，对

那些虽然相互平行，但是相互距离超过给定范围

的平行线对不作处理。由于高分辨率影像的复杂

性，经过上述处理得到的平行线对可能并不对应

于道路边缘。为进一步提高平行线对属于道路的

可靠度，以平行线对所对应区域的长度及该区域

中像素灰度方差为指标对该平行线对是否属于道

路进行甄别。具体而言，就是将那些长度小于给

定阈值、像素灰度方差大于给定阈值的区域认为

是非道路区域，并将其对应的平行线对从最终结

果中剔除。为确保所提取的平行线对与道路区域

对应，可采用较为苛刻的阈值，即将长度的阈值取

值较大，而方差的阈值取值较小。使用该方法提

取的平行线对如图２所示，这些平行线对的中线

就是目标的种子点。为减少运算量，仅取中线的

中点为种子点。虽然所提取的平行线对并不包含

影像中所有的道路，但是利用它们所产生的标记

点足以代表那些特征明显的道路。

图２　平行线对检测结果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ｉｎｅＰａｉｒ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　基于标记点的初始图像分割

提取了道路种子点后，利用分水岭变换对影

像进行初始分割。分水岭算法是一种基于数学形

态学的方法。方法的思想来源于地理学，即将图

像中每点的灰度值理解为该点的高程。图像上的

每个局部极小值可以视为积水盆地（以下记为

ＣＢ）的最低点，每个ＣＢ的边界就是分水岭线。为

得到分水岭线，可以假想将图像表示的三维地貌

放置在水面上，在每个局部极小值点开一个小孔，

水开始从局部极值点进入相应的ＣＢ，随着水位的

升高，当属于不同ＣＢ的水面将要汇合时，在交汇

的地方筑一道堤坝以阻止汇合。当图像中的最高

点淹没在水面以下时，得到的所有堤坝构成了分水

岭线，也就是图像中不同区域的边界。算法包括两

个部分：① 初始化，将图像中像素按照灰度值大小

排序；② 从灰度值最小的像素逐级淹没（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寻找属于同一区域的像素。对每一个局部极小值

点以及相应的ＣＢ赋予惟一的一个标号，从而对图

像进行分割。详细的算法参见文献［５］。为克服

分水岭变换的过分割现象，本文采用基于标记点

的分水岭变换。标记点包括前面提取的道路种子

点和依据图像结构选取的极小值点。

在图像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仅仅用前面提取

的种子点作为标记点进行分水岭变换，可能出现

欠分割的情况，无法提取感兴趣目标。在这种情

况下，考虑基于盆地动力学指标［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ＣＢ）提取标记点，即每个盆地动力学指标大于给

定阈值的极小值点记为标记点。

基于盆地动力学指标选取的标记点中哪些属

于目标，哪些属于背景，实际上是不知道的，事实

０９６



　第３０卷第８期 梅天灿等：基于直线和区域特征的遥感影像线状目标检测

上也无需知道。因为所有这些点将和种子点一起

参与对梯度图像的修正，以防止出现感兴趣目标

和其他目标或者背景混在一起的情形。如何利用

标记点对梯度图像进行修正可参阅文献［３］。对

修正后的梯度图像进行分水岭变换，就得到了初

始分割结果。

图３　初始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３　基于知识的线状目标检测

经上述处理得到的分割结果中，待提取的目

标可能被分割为许多不连续的区域，还需进一步

的合并处理才能提取到连续、完整的目标。一般

而言，区域合并过程是依据某种相似性准则对相

邻区域进行合并来获得一个分割结果，通常这是

一个困难且耗时的工作。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利

用在§１．３中得到的道路种子点识别属于道路的

区域，从这些区域开始合并，并将关于目标的知识

引入到合并过程中，以缩短合并时间并改善分割

结果。

３．１　区域的灰度变化和形状特征

基于道路的特性，属于道路的区域应该具有

较均匀的灰度分布且灰度等级应在某一范围内。

另一方面，在高分辨率影像中，典型道路段表现为

狭长的区域。因此对于经初始分割得到的每个区

域，分别计算其灰度分布和形状两方面的特征。

对于灰度分布特征，用灰度均值和方差描述；对于

形状特征，采用具体分割区域的最小外接矩形描

述区域形状，包括细长化系数，即外接矩形的长宽

比，外接矩形面积和区域面积比。

３．２　基于道路特性和邻接图的区域合并

在计算了初始分割结果中每个区域的上述特

征后，基于这些特征和前面得到的表示目标的种

子点进行区域合并。在区域合并以前，首先要建

立描述分割结果中每个区域的相互邻接关系的数

据结构。用来表示这种关系的数据结构是区域邻

接图（ＲＡＧ）。它是一种无向图，图中的每个节点

代表一个区域，两个节点之间的边表示这两个节

点存在的相互邻接关系。建立ＲＡＧ的方法是对

分割后的标记图像进行扫描，对于每个正在处理

的当前点，检查与该点相邻点的标号。如果邻接

点的标号与当前点的标号不同，且该邻接点所在

区域与当前点所在区域之间没有边，则在表示这

两个区域的节点间添加一条边。在建立ＲＡＧ的

过程中，每个区域的特征量也存储在相应的节点

中。在具体的算法实现过程中，采用邻接表来表

示区域邻接图。

建立ＲＡＧ后，在§１．３中获取的表示目标的

种子点被用来确认分割结果中属于道路的区域，

这些区域即检测到的初始道路段，合并过程就从

这些道路段开始。假定图像中共有狀个初始道路

段，记为Φ（犇），基于道路特性的区域合并算法如

下。

１）输入ＲＡＧ；

２）检测初始道路段；

３）从Φ（犇）取一初始道路段记为犇犻，如果

Φ（犇）为空，则转到７）；

４）在ＲＡＧ中寻找最可能与之合并的区域，

如果没有，则转到３）；

５）将初始道路段犇犻与该区域合并，将合并

后的区域重新置为犇犻；

６）更新ＲＡＧ，转到４）；

７）输出ＲＡＧ中属于道路的区域。

　　上述算法中，仅步骤４）需进一步说明。初始

道路段一般都是影像中那些特征非常明显的道

路。从这些道路段出发，在ＲＡＧ中对每一个与之

相邻的区域进行判断，选择一个最有可能是道路

的区域与之合并。选择的依据是：① 该区域位于

初始道路的方向延长线上一定范围内；② 该区域

与初始道路之间的代价函数在所有邻接区域中最

小，且该最小值不超过指定阈值，或者该区域的细

长比系数在所有邻接区域中最小且不大于某一阈

值。在这种情况下，不计算代价函数，直接合并。

两个区域间代价函数值越小，表示两个区域的灰

度统计特性越相似，可以事先依据所需要的相似

程度通过实验确定代价函数阈值。细长比系数表

示的是区域的狭长程度，越小表示区域越狭长，细

长比系数阈值应该选取较小的值。如果在初始道

路的邻接区域中没有满足以上条件的区域，则终

止合并，转为处理下一初始道路段。当然如果在

合并过程中遇到了属于初始道路段的区域，则在

初始道路段集合中删除该初始道路段。上述选择

依据用到的代价函数是引用文献［２］的定义：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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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犚
犻，犚犼）＝

‖犚
犻
‖·‖犚犼‖

‖犚
犻
‖＋‖犚犼‖

［μ（犚
犻）－μ（犚

犼）］２

（１）

式中，‖犚
犻
‖、μ（犚

犻）分别代表每个区域的面积和

灰度均值。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采用美

国波士顿地区２ｍ分辨率的卫星影像进行了实

验，像幅为４８０像素×３２０像素。图４是待处理

的图像。图５给出了平行线对及种子点的提取结

果，图中十字丝标示了种子点所在的位置。在提

取平行线对时，只提取那些相互距离在一定范围

内的平行线对，从而滤除那些虽相互平行但互不

关联的直线。范围的设定主要是依据道路的宽

度。另一方面，为保证平行线对所对应的区域是

要检测的道路，长度小于给定阈值的平行线对也

被滤除。这主要是考虑到影像中特征明显的道路

应具有一定的长度。如图５中黑箭头所指的位置

是一排房屋，在直线提取中它们会产生一组平行

线。这些平行线的间距及所对应区域的灰度都与

道路相似，但它们的长度较短，因此在最终结果中

被删除。从图５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平行线对都

对应着道路区域。图６是基于标记点的分水岭变

换的初始分割结果。在本文中，为防止目标与背

景混淆，盆地动力学指标阈值可以取较小值。从

分割结果看出，过分割现象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

善。这一方面可以缩短后续区域合并时间，另一

方面减小了错误合并的机会。在图６初始分割的

基础上，以图５中的十字丝对应的区域为出发点，

按照§３．２中的算法进行区域合并，最终得到属

于道路的区域轮廓如图７所示。它表明影像中的

主要道路及部分次要道路都被提取出来了。

图４　实验测试图像

Ｆｉｇ．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图５　平行线对及标记点提取

Ｆｉｇ．５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ａｉｒ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ｒＰｏｉｎｔｓ

　　
图６　初始分割结果

Ｆｉｇ．６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

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７　目标提取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ｂｊ

ｅｃ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本文结合影像中道路目标的特性，提出一种

利用直线特征指导分水岭变换和区域合并的道路

检测算法，该方法能够提取影像中的不同类型的

道路，实验结果令人满意。但是算法中仍然存在

着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如图７中右下

角的次要道路的边缘还是比较明显的，但由于在

提取直线的过程中，它们对应的直线段比较短，从

而被滤除了，没有参与后续的平行线对的提取，也

就没有表示该路段的标记点。另一方面，该路段

又没有与其他道路相连，不可能在区域合并中将

它合并到最终的检测结果中。如何处理这类情

况，是以后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此外，算法中还

用到了与道路有关的一些阈值，如道路宽度的范

围，道路与背景的反差大小等，这些阈值若取得不

当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将阈值取得较保守，识别

正确率较高，但漏检的目标就多。如何直接、自动

获取这些参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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