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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影像和矢量数据的水系变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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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基于遥感影像和矢量数据的水系变化检测方法。根据矢量的拓扑结构，将水系分为主干河流、

湖泊和支流水系网。对主干河流采用“模式分类、区域生长、形态学处理、边缘提取、缓冲区检测”的流程，对湖

泊采用“区域生长、形态学处理、多边形面积相减”的处理，对支流水系网采用“金字塔分解和多尺度模板匹配、

ＺｉｐｌｏｃｋＳｎａｋｅｓ模型优化、缓冲区检测”的策略。实验结果验证了上述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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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信息数据的现势性是衡量其使用价值的

重要标志之一，数据更新成为ＧＩＳ研究与应用的

热点。变化检测是实现数据更新的主要途径。充

分利用ＧＩＳ数据库中的先验知识，与ＧＩＳ集成分

析的变化检测方法较传统方法有明显的优势，它

能够集成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分析，适用面广，检

测的结果更可靠、精度更高，是变化检测研究发展

的新方向之一。

根据图像配准先后，可以将变化检测方法分

为先图像配准后变化检测、图像配准与变化检测

同步两大类［１］。根据检测的数据类型又可以把第

一类方法细分为基于不同时相的新旧影像、基于

新影像和旧数字线划图、基于新旧影像和旧数字

线划图、基于新多源影像和旧数字线划图４种；把

第二类方法细分为基于旧的ＤＥＭ／ＤＯＭ 与新的

未纠正影像、基于旧的ＤＬＧ／ＤＲＧ与新的未纠正

影像、基于旧的 ＤＥＭ／ＤＯＭ 与新的立体重叠影

像３种。本文在影像与矢量专题图配准的基础上

进行变化检测，使用的数据源是新遥感影像和旧

水系专题图，属于第一类的第二种方法。

本文根据矢量的不同拓扑结构把水系分为主

干河流、湖泊和支流水系网［２］，对不同的目标使用

不同的变化检测方法。对主干河流实施“模式分

类区域生长形态学处理边缘提取缓冲区检测”，

对湖泊进行“区域生长形态学处理多边形面积相

减”的处理，对支流水系网采取“金字塔分解和多尺

度模板匹配ＺｉｐｌｏｃｋＳｎａｋｅｓ模型优化缓冲区检

测”的策略。

１　主干河流变化检测

主干河流对应的矢量数据在图形上表现为双

边曲线，发生变化的显著标志是实际的河流与河

床宽度不一致。为了区分河流与河床，先用犮均

值法进行模式分类，接着人工选取种子点并结合

已有的矢量实施区域生长，然后采用形态学操作

完善生长结果，通过边缘检测算子得到实际的河

流边缘，最后进行缓冲区检测，如图１所示。该方

法的基本思想是：以旧特征为中心线构造缓冲区，

位于缓冲区外的河流边缘认为是发生了变化，位

于缓冲区内的认为没有发生变化。

犮均值法是动态聚类的一种，以确定的类数

和选定初始聚类中心为前提，使各模式到其所属

类别中心的欧氏距离之和最小［３］。该方法得到的

结果是局部最优，但其实现简单，结果尚令人满

意，故应用较多。实验数据是分辨率为３０ｍ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影像，矢量数据为１∶２５万地形图。

分类前后影像对比如图２所示，其中，虚线是旧的

专题矢量。

模式分类后，人工选取种子点，以旧矢量曲线

拓展形成的缓冲区多边形作为区域生长的范围，

实施区域生长［４］。图３（ａ）是分类前的区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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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然是错误的；图３（ｂ）的结果是正确的。 因此，对影像进行模式分类是必要的。

图１　缓冲区检测示意

Ｆｉｇ．１　Ｂｕｆｆ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图２　犮均值分类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犮ｍｅ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３　区域生长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Ｇｒｏｗｉｎｇ

　　影像分类并执行区域生长后，存在着许多类

似“椒盐噪声”的白色斑点，使用形态学中的膨胀、

腐蚀操作优化区域生长结果［４］。比较图４（ａ）、

４（ｂ）可以发现，膨胀“抹去”了大量的白色斑点，

为了保持原有地物的形状，再执行一次腐蚀来抵

消因膨胀造成的面积增大。

图５给出了不同缓冲距离检测的变化结果，

白色曲线是经过模式分类、区域生长、形态学处

理、边缘提取得到的河流，黑色加粗曲线是被判为

变化的部分。随着缓冲距离增大，变化的地物减

少，而相应未变化的部分增加。可见，缓冲区检测

法的关键是缓冲距离的确定，忽略数据转换、计算

等误差，缓冲距离由影像分辨率、图形和影像的配

准精度、矢量地图的成图误差和边缘算子的提取

精度等共同决定。

野外实地考察是变化信息后期分类整理和精

度评定的基础，这里仅用目视的方法从主观上给

出粗略评价。经过模式分类区域生长形态学处

理Ｒｏｂｅｒｔｓ算子卷积，提取的河流边缘正确，且单

像素宽度。影像上的河流干涸变窄，说明矢量数

据来源的旧影像是在雨水丰富时期拍摄的，而新

影像则是在枯水季节得到的。随着缓冲距离的变

化，检测到的变化区间符合主观预测。

２　湖泊变化检测

湖泊属于面状地物，其对应的矢量数据为封

闭的单边曲线。由于大面积水体在遥感影像上的

辐射特征基本相同，可以取较小的阈值，采用区域

生长加以提取，然后用多边形相减法判断是否变

化以及发生变化的区域。若狀１１为检测出来的实

际发生了变化的像素，狀２１为没有检测出来的实际

发生了变化的像素，狀１２为实际没有发生变化但被

当作变化检测出来的像素，狀２２为区分出来实际没

有变化的像素，可如表１所示构造混淆矩阵，根据

混淆矩阵可以定义精度指标。

表１　混淆矩阵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类别 实际变化 实际未变化

检测变化 狀１１ 狀１２

检测未变化 狀２１ 狀２２

　　１）总体精度

犘狋犽 ＝
狀１１

狀１１＋狀１２＋狀２１
×１００％ （１）

　　２）漏检率

犘犳犱 ＝
狀２１

狀１１＋狀１２＋狀２１
×１００％ （２）

　　３）虚检率

犘犳犻 ＝
狀１２

狀１１＋狀１２＋狀２１
×１００％ （３）

　　实验数据采用武汉市南湖地区的ＳＰＯＴ影

像，１∶２５万地形图，图６中黑色曲线是旧矢量。

湖泊通常会因为建房、修桥等逐渐缩小，这里

用旧矢量围成的封闭多边形去减提取的湖泊多边

形，得到的面积差视为变化了的区域。图６（ｃ）中

阴影区域是检测出缩小的部分。

根据地面调查情况且与城区平面图对照分

图４　形态学处理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ｏｒｐｈｏ

ｌｏｇ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图５　缓冲区检测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ｕｆｆ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图６　区域生长提取湖泊

Ｆｉｇ．６　ＬａｋｅＤｒａｗｎｂｙＲｅｇｉｏ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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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实际变化像元为５８７５，实验检测出的变化像

元为５９４２，其构造混淆矩阵如表２所示。根据

式（１）～式（３）计算可得到变化检测的总体精度

犘狋犽＝８８％，漏检率犘犳犱＝５％，虚检率犘犳犻＝７％。

３　支流水系网变化检测

大量支流聚集在一起构成了网，这里称为支流

水系网，其对应的矢量是单边曲线。影像与矢量配

准后，对影像进行金字塔分解［６］，以矢量线段作为

初始值，通过在不同“分辨率”的影像上使用不同尺

度的阶跃型边缘检测模板（图７），逐步精确提取

边缘点［７］。连接点成线得到影像上的水系网。

图８（ａ）中实折线是矢量反投到影像上的结

果（初始值），虚折线为对应的影像上的特征，垂直

于其中一段上的一组虚线是等分点的搜索范围和

方向；图８（ｂ）中细曲线为匹配前的边缘位置，离

散的十字丝为使用上述方法提取的边缘点。

从图８（ｂ）可以发现，上述方法提取边缘点存

在以下两个问题：① 目标边缘附近有干扰时，易

出错，如“点１”，它的正确位置应是其关于矢量线

段的镜像；② 多尺度模板以矢量曲线作为中心线

向两边搜索，搜索范围不确定，范围太大不仅影响

算法的效率而且增加干扰，范围小了不能保证得

到足够的边缘点，如“点２”和“点３”的间隔过大，

造成的后果是边缘点连成的曲线不能真实反映河

流变化的曲率，直接影响缓冲区检测。为了改善

提取的结果，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可以加入半自

动的ＺｉｐｌｏｃｋＳｎａｋｅｓ方法。

图９（ａ）中曲线是边缘，定义离端点最远的活

动点为“力边界”，这些边界在后续优化过程中彼

此靠近。优化Ｓｎａｋｅｓ最简单的方法是从首尾移

动“力边界”逐渐向中心逼近。图９（ｂ）中的圆点

是人工选取的种子点，虚线是ＺｉｐｌｏｃｋＳｎａｋｅｓ提

取的结果，十字丝同图 ８（ｂ）。经 过 Ｚｉｐｌｏｃｋ

Ｓｎａｋｅｓ的逐渐逼近，“点１”落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点２”和“点３”之间也不会因为缺少边缘点而无

法反映真实的河流曲率。

图７　多尺度模板匹配示意

Ｆｉｇ．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ｕｔｉｓｃａｌ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Ｍａｔｃｈ

　　　　
图８　多尺度模板匹配

Ｆｉｇ．８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Ｍａｔｃｈ

　　　 　　
图９　ＺｉｐｌｏｃｋＳｎａｋｅｓ优化

Ｆｉｇ．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ｙＺｉｐｌｏｃｋ

Ｓｎａｋｅｓ

　　实验采用分辨率为２０ｍ 的ＳＰＯＴ卫星影

像，矢量数据为１∶５０万专题图。

图１０（ａ）中的黑色曲线是旧矢量；图１０（ｂ）中

白色曲线是以矢量线段作为初始值，在多级影像

上采用多模板匹配得到的支流水系网；图１０（ｃ）

是图１０（ｂ）的部分放大显示，可以看出有些段提

得不够准确，用椭圆标出；图１０（ｄ）是手工选取种

子点（圆点），执行ＺｉｐｌｏｃｋＳｎａｋｅｓ算法改进后结

果（虚线）。

以旧矢量曲线为中心线向左右扩展一定宽度

的缓冲区，用缓冲区检测法判断发生变化的区间。

图１１中黑色加粗线段是改进前检测出来的变化

部分，十字丝段是使用ＺｉｐｌｏｃｋＳｎａｋｅｓ改进后检

测出发生变化的部分。

　　　　　　　　　　　

图１０　支流水系网提取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ｔＮｅｔＤｒａｗｎ

　　　　　　　　　　　　 图１１　支流水系网

缓冲区检测

Ｆｉｇ．１１　ＢｕｆｆｅｒＤｅｔｅｃｔ

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ｔＮｅｔ

　　这里采用的精度评价公式为
［８］：

犙ｑｕａｌｉｔｙ＝
犖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ｅｃｋ＋犖ｎｏ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ｅｃｋ

犖ｔｏｔａｌ

式中，犙ｑｕａｌｉｔｙ是变化检测的正确率；犖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ｅｃｋ是检测

正确的发生变化的河流数量；犖ｎｏ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ｅｃｋ是检测正

确的未发生变化的河流数量；犖ｔｏｔａｌ是总的河流数

量。

由于整个支流水系网是连通的，这里不能以

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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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流条数作为计量单位，可以把矢量曲线等分成

若干段，用曲线段数代替支流条数。本文以１０个

像素左右的长度细分矢量曲线，一共分为约２４０

段，即犖ｔｏｔａｌ取２４０。没有使用ＺｉｐｌｏｃｋＳｎａｋｅｓ算

法时，犖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ｅｃｋ约为２０，犖ｎｏ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ｅｃｋ为１８０，变化

检测的正确率为８３．３％；使用ＺｉｐｌｏｃｋＳｎａｋｅｓ改

善结果以后，犖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ｅｃｋ约为３０，犖ｎｏ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ｅｃｋ仍为

１８０，变化检测的正确率被提高到８７．５％。

４　结　语

遥感影像变化检测是一个复杂的处理过程，

从数据条件、数据准备，到检测、处理各个环节，都

影响着变化检测的最终结果，需要结合具体应用

特点，设计标准的变化检测方案和评价准则，避免

单凭经验而导致的结果不一致。

遥感影像变化检测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正在经

历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由于它涉及影像特征提

取、特征描述、匹配、多源数据和知识集成分析等

众多理论、方法和大量的应用细节，需要不断地研

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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