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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遥感技术的发展还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有关遥感影像处理和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十分匮乏，还没有建

立起适合遥感影像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基于此，提出了建立以像斑分析为基础的遥感影像分析的理论和

方法体系，并就多光谱／高光谱影像纹理分析的概念、方法、以像斑为基础的空间关系分析、分析过程中引入先

验知识的方法及数据套合技术研究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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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空间技术的发展及人造地

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为遥感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对地观测卫星以美国陆地卫星为代表标志着

航天遥感时代的到来，迄今已有３０余年。国际电

气与电子协会ＩＥＥＥＧＳＲＳ期刊为纪念陆地卫星

３０年出了一个专集，由国际遥感界的著名专家撰

写文章，从各方面回顾总结了这３０余年的历程，

展望了未来遥感发展的宏图和远景［１４］。这部专

集指出目前遥感的发展还只是一个低级的阶段，

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１］；分析了有关遥感

数据处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成果，认为并未取得

多少实质性进展［４］；提出了新的设想、新的概念，

如标号融合、以人为中心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和分

析的体系ＨＣＣ，指出朝着多元、多维数据分析方

法研究的新方向［３］；指出了真正理想的遥感发展

高级阶段应是在地球上每一点的上空每天至少有

２０颗以上卫星对其进行观测，每天都有该点处的

影像可供使用，多光谱数据至少有２０个以上波

段，每一个像元均应以１２ｂｉｔ记录，而不是只有８

ｂｉｔ或者更少
［１］。

１　遥感影像处理的理论之匮乏

遥感影像是以多光谱数据为特征的，即使是

高空间分辨率影像如ＩＫＯＮＯＳ影像、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影像，也是伴有多光谱影像的，因为对地观测所获

取的信息是以电磁辐射信号作为载体，而只有多

波段电磁辐射信号才更有利于地物信息的识别。

微波遥感数据如ＳＡＲ数据虽不易为多波段数据，

却从多极化角度得到弥补。星载ＳＡＲ目前的发

展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遥感影像处理的理论

基础和处理方法却显得很薄弱和匮乏，人们所能

见到的是数字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的理论、方法，

如边缘提取；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仅仅针对单波

段数据，即黑白影像，如纹理分析；有关的概念、方

法也是针对黑白影像，影像分割也是如此，至多讨

论到彩色影像。当然，这些理论、方法是可以用于

处理遥感影像的，但却没有反映遥感影像的特点，

如果没有针对遥感影像的特点建立起相关的理论

和方法，那只能说明遥感影像处理还根本就缺乏

理论和方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呼吁重视

遥感影像处理理论研究［８］，并针对多光谱影像的

边缘信息提取和纹理分析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

讨［５７］，开始了多光谱影像分割方法的研究。在这

些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多光谱／高光谱影像纹理的

新概念［７］，指出纹理是光谱空间的点到地物分布

二维空间的映射模式，认为只要实现了光谱空间

点的编码，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空间映射，并得

到影像纹理信息。

遥感影像的边缘信息、纹理信息提取和影像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分割是遥感影像处理的基础环节，也是非常重要

的环节，所开展的研究虽只取得了一点点成果，但

已经引起了许多遥感科技人员的注意，如果能够

促进大家都来考虑这些问题和开展研究，就能够

为构建遥感影像处理的理论方法体系作出更大的

贡献。

２　以同质区分析为基础的新的理论

方法体系

　　以往遥感影像处理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建

立在针对像元的光谱响应矢量的分析基础上的。

因为遥感影像数据就是以像元为基础，计算机处

理和分析必须逐像元地进行，所以以像元为对象

的处理和分析方法研究无可挑剔。但是，采用计

算机目的是为了替代人的工作，应将人的智慧与

知识融于其中。人在进行影像分析时，通常会抓

住主要特征，将自己所具备的先验知识与对影像

的整体、局部的分析结合起来，很快将那些特征明

显即色彩、纹理、位置关系十分清晰可辨、定性分

析把握很大的地物判别出来，如武汉的影像中长

江、汉水、东湖、大桥等明显地物是很容易识别的。

至于具体的目标地物，则须根据它所处的地理位

置和相邻地物进行识别。这说明人的识别是整块

整块地域的分析，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位置关系知

识和地物的影像光谱特点、纹理特点和形状特点

来进行搜寻、判断和分析。计算机必须以影像同

质区或像斑为基本单元，提取其光谱、纹理、形状、

位置关系等特征，利用先验知识来进行分析。这

就要求遥感影像处理和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必须建

立在以同质区分析的基础之上，除影像的几何和

辐射处理、变换处理以像元为单位以外，分类识别

必须以同质区分析为中心，几何处理、辐射处理、

变换处理（如主分量变换、生物量指标变换）都是

为同质区分析服务的。同质区是影像中的斑块，

若简称像斑，则今后的研究都应集中在像斑上。

目前国内有一种提法，叫作面向对象的影像分析

方法，实际上就是以像斑分析为基础的。以像斑

为单位进行影像中地物分析识别的理论和方法体

系应当包括影像预处理（即前述几何、辐射处理

等）、像斑的提取、像斑特征的提取（光谱响应值分

析、纹理分析、形状分析、位置关系分析等）、像斑

空间关系分析、像斑先验知识和辅助数据、以像斑

为基础的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像斑的地类归属

分析模型、像斑样本及特征分析、像斑分类方法

等。

３　纹理分析质疑

纹理是影像中的重要信息，它是影像光谱响

应值的空间变化频率的一种反映，即灰度变化排

列的某种形式，另有一种描述是说局部看来无序

而整体上看却有着某种规律的影像现象。这些描

述纹理概念的“定义”对于单波段或彩色影像来

说，没有人有异议。但对于多光谱和高光谱影像，

如果将原来的概念运用到多光谱影像中来，只能

对单波段或由三个波段数据合成的彩色影像有

效。如果按原来的“定义”，对每个波段影像分别

分析，会发现不同波段出现不同的纹理，那么原来

的“定义”就行不通了。有的方法是取某一波段作

纹理分析，将所获纹理信息与光谱信息结合起来

进行分类。从遥感界的共识来看，在进行遥感影

像分类时，如果引入了纹理信息，就可以提高分类

精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多光谱影像来说，

取一个波段数据提取纹理，实为无奈之举，因为分

类时纹理信息很重要。似乎一个波段影像上的纹

理就可以作“代表”了，其他波段“可能一样”。然

而若承认这一种看法，就是默认每一波段的影像

数据都是雷同的。这个结论是不会有人同意的。

所以，过去的纹理概念是不适于多光谱影像的，面

对这种情况，必须认真考虑提出普适的概念，以便

指导影像分析工作。由于影像是地物反射或发射

的电磁波，被传感器采集后按强度大小量化形成

的，影像灰度或彩色的本质是光谱响应数据，那么

将传感器所接收的信号作为光谱空间中的一个

点，不论这个光谱空间是一维、三维还是四维以

上，影像就可以看作光谱空间的不同的点在二维

地物成像空间上的排列或映射，这种映射的不同

模式（即通常理解中的排列）就构成了纹理。所以

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去描述纹理，重新进行“定义”。

２００４年，笔者提出了新的概念
［７］，并按此概念进

行纹理分析。

通常，纹理分析都是在影像的一个局部范围

内进行，如取一个窗，对窗口内所有像元的灰度值

进行分析，如灰度共生矩阵、纹理能量统计法等。

可是这种方法能否很好地模拟人对纹理的分析，

值得关注。如果注意到人在分析纹理时的方法不

难发现，人在分析时，是将具有相同纹理的区域作

为一个整体看待，不论这个区域内的点还是区域

边缘上的点，应当是具有相同纹理特征的。可是

按过去的方法就不合理了，因为按窗口分析，所得

特征值赋予窗口中心点，在一个区域内部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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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到一致，但对于边缘上的点，计算得到的纹

理特征值就不可能与内部点一样。如果先得到像

斑，将像斑内的所有像元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得到

纹理特征值，再赋予像斑内所有像元，这样问题就

回到前面的讨论中了，其根本点在于以像斑为基

本单元，发展相应的理论和方法。

４　空间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人们在影像上识别目标地物

时，空间位置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在

利用计算机进行分析时，人们也希望很好地用到

空间关系的条件。然而在现行遥感影像分析的算

法中，所谓的空间关系分析只不过是邻元分析，都

是以像元为基础的。纹理分析就是考虑某像元周

围８个邻元、２４个邻元或更多邻元。灰度共生矩

阵方法就是如此。还不如ＧＩＳ中的拓扑关系分

析，它是以多边形为基础的，分析的对象也是周围

的多边形。笔者曾参考ＧＩＳ的方法研制了一个

系统，首先分割，形成像斑，对其各种特征进行分

析，其中就包含拓扑关系。应当说那是一个进步

和一种尝试。因为以像斑为基础进行空间关系分

析，才是真正对人工识别机制的最好的模拟。相

邻关系、空间结构、距离与场等，针对不同的应用

领域，应当有各种类型的空间关系，如何在算法上

实现各类空间关系分析，的确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以像斑为基础进行空间关系分析，无疑是今

后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但仅仅在分割之后，对

于那些像斑在不确定其类属的情况下进行空间关

系分析，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至少在大

致确定它和所有其他像斑的类属后，再作空间关

系分析，对于进一步的分析判断是有利的。所以

在进行空间关系分析之前，最好先对每一像斑的

类属作一个初步的判断，这就相当于在数值分析

时先给出初值一样。另一方面，如果有更多的数

据，如地形图数据、专题图数据，可以借用来对像

斑进行初步分析，也是一个有益的方法。这种方

法涉及异构数据的套合技术。

在遥感影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中，空间关系

分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但是目前的研究太

少。空间关系分析还涉及尺度问题和范围问题。

对于不同尺度的数据，在提取像斑并对其类属作

初步判断后，都可以进行空间关系分析。不同尺

度数据条件下的空间关系分析，在多大范围内实

施也是需要考虑的，应当制定一个原则。针对不

同的应用领域，这个原则也会有些变化，这些都需

要在具体展开研究时，再深入地进行分析、探索。

５　先验知识与数据套合

正如前文所述，人工识别过程中先验知识具

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判断分析中是一项关键性

的因素，但如何在计算机分析过程中表达知识、利

用知识，却是一个难题。专家系统方法固然是一

种重要的方式，不过它需要将知识一条条地输入

到计算机内，知识的“条目”有限，也不一定全面，

于是考虑让计算机学习如何发现和积累知识，数

据挖掘的研究因此成了热点。对于计算机来说，

被动的学习和主动的学习都十分重要，可将二者

结合起来。

既然要让计算机具备知识，那么就应该首先

将人在进行影像分析时获取知识的机理弄清楚。

在人工目视解译的最初阶段，对于所研究区域的

一些基本情况必须有所了解，有关的数据、图件必

须加以搜集、整理、分析，甚至翻阅有关的文献资

料，这就是先验知识的获取和积累。要模仿这一

点，须将有关图件、数据按某种方式输入到计算

机，使计算机在分析影像时同时具备其他相关的

数据。笔者曾作过一些尝试，如将有关地形的数

据输入，从数字高程模型衍生坡度、坡向数据，在

有些应用项目中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研制

处理遥感影像的专家系统［９］，还将原土地利用图

数据也作为一项输入，并且以影像分割后的像斑

作为分析对象，但如何利用这类数据一直没有较

好的办法。已有图件数据本来可以作为先验知识

在分析决策中发挥其作用，所谓将ＧＩＳ与遥感结

合起来，就是将ＧＩＳ数据库已存在的矢量图件利

用起来。但是，一般那些数据面对遥感影像总显

得“过时”，影像是新的，图却多是旧的，旧的就可

能有变化的部分。国际遥感界是重视利用有关图

件数据的，可关键是如何用。图件与影像是异构

数据，首先需要配准，在空间位置上保持一致，然

后才能利用那些数据，于是就出现了数据套合

（ｄａｔａｃｏｎｆｌ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和研究方向。数据套合

所要研究的是异构数据的空间关系和属性关系及

语义关系。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遥感

影像分析中的先验知识获取与运用问题的解决。

对于地形图和其他专题图，如土地利用图、土

壤类型图等在矢量或栅格形式下与遥感影像结合

起来进行分析的过程，过去考虑的方式主要以影

像为主。在提取像斑之后，针对每一像斑，要看相

应的地形数据，若要看相应的土地利用类型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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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问题，因为一个像斑对应的土地利用类型可

能不仅仅是一种，而土地利用类型的数据是在过

去若干年前的分析结果，可能现在已经变了。似

乎相对稳定的数据（如地形数据、土壤类型数据）

比较好利用，而随时间可能变化的数据（如土地利

用类型数据）则不好利用。这实际上是异构数据

在属性或语义上的差异性问题，分析这种差异性，

并很好地利用这种差异性就可以为影像分析时先

验知识的运用创造良好的条件，所以数据套合的

深层次研究将是极具价值的。

事实上，在数据套合中，可以采用不同的分析

方式，可以以像斑为主，将图件数据等作为其背景

数据来进行分析；也可以以某一图件的图斑为主

（如土地利用类型图），对相应的像斑进行分析。

在异构数据分析中，以哪种类型的数据为主，决定

了分析的方法和策略。当改换一种分析方式时，

就会产生不同的思路，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于作为先验知识的图件数据来说，在具体分析

的流程中如果处于主导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更容易发挥其作用。

异构数据不仅在空间、属性、语义上具有差异

性，在时间上也有差异性，本质上是时序空间数

据，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时序空间数据的分析

问题。过去的数据作为先验知识，对当前数据的

分析结果，就是在分析未来数据时的先验知识，时

序数据的积累也就是知识的积累了。

遥感影像处理与分析领域已有许多研究成

果，这都是十分宝贵的。但就以上所分析的问题

来看，仍然很不够，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遥感影

像分析必须具有特色，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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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ｉｏｒｉ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ａｔａｃｏ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ＳＨＵＮ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ｒｉ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

Ｅｍａｉｌ：ｎｓｈｕｗｕ＠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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