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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案例（ＣＡＳＥ）推理的多时相ＳＡＲ影像分类方法。选用北京地区２０００年（４景）和

２００４年（３景）的多时相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１ＳＡＲ影像及相应地理基础分类图作为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

得到较好的ＳＡＲ影像分类结果，分类总体精度可望达到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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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改善ＳＡＲ影像分类精度，考虑到星载

ＳＡＲ可重复周期观测以及多时相数据含有地物

覆盖的季节和物候信息，使用多时相ＳＡＲ数据进

行土地覆盖分类是一种现实而行之有效的方

法［１］。研究表明，星载ＳＡＲ系统能获取很稳定的

信号值［２］，比较适合于使用知识库系统进行分类

处理。目前，已有一些学者使用该方法进行了研

究［３，４］。ＣＡＳＥ推理（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ＢＲ）

分类方法隶属于知识库系统分类方法范畴，该方

法能使用先前的ＣＡＳＥ来解决一个新的分类问

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ＣＡＳＥ库推理的多时

相星载ＳＡＲ影像分类方法。

１　多时相星载犛犃犚影像分类策略

１．１　犛犃犚影像预处理

预处理工作主要包括辐射校正，斑噪抑制和

几何纠正。采用相对辐射校正的方法，即通过线

性变换，把多时相ＳＡＲ影像幅度值归一化到［０，

２５５］灰度空间。采用增强Ｆｒｏｓｔ滤波器方法对多

时相ＳＡＲ影像依次进行斑噪抑制处理。对多时

相ＳＡＲ影像进行几何纠正的步骤为：首先，把一

景ＳＡＲ影像同土地利用图进行配准；然后，把其

他的多时相ＳＡＲ影像同业已配准的该景ＳＡＲ影

像进行配准。在对多时相ＳＡＲ影像进行几何纠

正时，如果影像覆盖地形起伏，则需要使用ＤＥＭ

数据对ＳＡＲ影像进行进一步处理，以消除地形起

伏的影响。

１．２　犆犃犛犈库构建

ＣＡＳＥ库是利用历史多时相ＳＡＲ影像、历史

土地利用图和其他辅助数据来构建的。一个典型

的ＣＡＳＥ包括几大属性：① 影像灰度狌、灰度均

方差σ、灰度熵犎、影像能量犈、影像纹理犛，计算

公式见式（２）；② 地理坐标，可通过统一坐标系下

的多维数据集成分析获得；③ＳＡＲ成像时间、极

化方式、系统传感器平台类型，通过多时相星载

ＳＡＲ的星历参数获得，它们共同组成了一条

ＣＡＳＥ问题陈述部分；④ 土地利用类型，它是一

条ＣＡＳＥ的问题解决方案部分，可通过历史分类

图或野外调查数据获得。

狌＝
∑犻，犼

狓犻，犼

狀
，σ＝ ∑犻，犼

（狓犻，犼－狌）
２

狀－槡 １

犈＝∑犻，犼
狓２犻，犼 （１）

犎 ＝－∑
犻，犼

狆犻，犼ｌｇ（狆犻，犼），狆犻，犼 ＝
狓犻，犼

∑犻，犼
狓犻，犼

犛（犺）＝
１

２狀∑犻，犼
（狓犻，犼－狓犻，犼＋犺）

２

式中，狓犻，犼表征模板窗口（犻，犼）的灰度值；狀是模板

窗口所有像素个数；狆犻，犼表征像素狓犻，犼出现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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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狓（犻，犼）＋犺表征同狓犻，犼距离为犺 的像素；犺是迟滞

距离，具有方向性（例如东西向、南北向）。

ＣＢＲ分类方法能同真实场景、复杂情况相对

应，但同时易引入ＣＡＳＥ粗差。为了抑制粗差，

引入时空分析方法。在空间尺度上，尽可能收集

来自不同地形条件下的ＣＡＳＥ，以确保每种土地

利用类型包含了尽可能全面的特征变化情况［５］。

在时间尺度上，引入经典统计学理论来对每一类

别的ＣＡＳＥ特征进行粗差滤除处理，消除１ａ之

内土地利用类型的局部变化。

１．３　基于犓 最近邻模糊相似度匹配的分类判别

算法

１）使用影像模板技术，利用更新多时相星载

ＳＡＲ影像，提取模板中心像素对应的特征值及星

历参数，获取当前 ＣＡＳＥ 序列集。获取当前

ＣＡＳＥ序列集的方法同ＣＡＳＥ库构建过程基本类

似，不同的是，当前ＣＡＳＥ问题的解决方案，即土

地利用类型属性是未知的。当前ＣＡＳＥ土地利

用类型决定了影像模板中心像素的土地利用类型

情况。

２）多时相ＣＡＳＥ筛选及重组。ＣＡＳＥ库中

的ＣＡＳＥ及当前ＣＡＳＥ存贮的都是单一时相的

ＳＡＲ影像特征信息。所谓筛选，就是根据多时相

ＳＡＲ影像的当前时相信息，从历史ＣＡＳＥ库中选

取同当前时相最为接近的ＣＡＳＥ序列。所谓重

组，即根据时相信息，把具有相同地理坐标的多时

相ＣＡＳＥ组合成一条包含多时相信息的综合

ＣＡＳＥ。经过重组处理，便获得了当前综合ＣＡＳＥ

序列和历史综合ＣＡＳＥ序列。

３）犓 最近邻模糊相似度匹配。当引入模糊

集时，ＣＡＳＥ表示为：

狓＝ （狓１，狓２，…，狓狀；犉（狓∈犆１），犉（狓∈犆２），…，

犉（狓∈犆犾），…，犉（狓∈犆犔）） （２）

式中，犉（狓∈犆犾）表示当前综合ＣＡＳＥ（狓）隶属于

土地利用类型犆犾 的模糊隶属度函数。结合模糊

集理论，使用式（３）来衡量当前综合ＣＡＳＥ（狓）同

历史综合ＣＡＳＥ的相似性：

隶属度：犉犆
ξ

（狓∈犾）＝ｅｘｐ －∑
犖

犽＝１

ａｂｓ
狓犽－犾犽
犾（ ）（ ）
犽

抑制处理：ｉｆａｂｓ
狓犽

１
－犾犽

１

犾犽
（ ）

１

＜狋１　　　　　（３）

　ａｎｄａｂｓ
狓犽

２
－犾犽

２

犾犽
（ ）

２

＞２ ａｂｓ
狓犽

２
－犾犽

２

犾犽
（ ）

２

＝狋２

犽１、犽２，犽１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

　　　　犽２ ∈ｔｅｘ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

式中，犉犆
ξ
（狓∈犾）表示对于土地利用类型犆ξ，当前

待分类综合ＣＡＳＥ（狓）与历史综合ＣＡＳＥ（犾）之间

的匹配模糊隶属度；犖 表示综合ＣＡＳＥ所包含特

征数；狋１、狋２ 分别对应多时相ＳＡＲ影像强度测度

和非强度测度的阈值；犽１、犽２ 分别表示多时相

ＳＡＲ影像强度测度和非强度测度特征。强度测

度包括影像灰度和灰度能量特征，非强度测度包

括灰度均方差、灰度熵、南北向犛和东西向犛 特

征。实验证明，影像强度测度相对非强度测度具

有更稳定的特性，因此在ＣＡＳＥ匹配过程中，以

强度测度为主，非强度测度为辅。

历史综合ＣＡＳＥ中，每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往

往对应若干条综合ＣＡＳＥ，因此，当前综合ＣＡＳＥ

在土地利用类型相同的情况下会对应若干模糊隶

属度。这时，选取这些数值的最大值作为该土地

利用类型犆ξ的最终隶属度。同样，对于不同的土

地利用类型，当前综合ＣＡＳＥ也会产生不同的模

糊隶属度。再次选用最大模糊隶属度作为当前综

合ＣＡＳＥ的最终隶属度，进而判决当前待分类综

合ＣＡＳＥ的土地利用类型。因此，对于一个未知

土地利用类型的当前综合ＣＡＳＥ，其土地利用类

型可通过式（４）计算获得。鉴于ｍａｘ（犉犆
ξ
（狓∈犾））

的数值范围为［０，１］，所以，两个ＣＡＳＥ越相似，

类别隶属度数值趋越近于１：

犉（狓∈犆犽）＝ｍａｘ
犆
ξ

（ｍａｘ
犾

（犉犆
ξ
（狓∈犾）））狓∈犆犽

（４）

　　由于ＣＡＳＥ库中可能还存在少量的不典型

ＣＡＳＥ信息，采用式（４）容易引入分类局部误差。

为了进一步改善分类效果，引入犓 最近邻算法。

首先，使用式（３）计算每一条当前综合ＣＡＳＥ对

应的所有可能模糊隶属度数值，并用数组记录。

然后，使用快速排序算法对数组进行排序，选取前

犓个数据。最后，统计该前犓 个数据对应土地利

用类型出现的频数，选取出现频数最大的土地利

用类型作为当前综合ＣＡＳＥ土地利用类型的判

决，进而决定模板窗口中心像素所对应的土地利

用类型。

２　实例分析

２．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情况

研究区域位于北京市市区的南部。实验中，

采用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多时相Ｒａｄａｒ

ｓａｔ１精模式的ＳＡＲ影像。影像分辨率为６．２５ｍ

×６．２５ｍ，对应地距幅宽为５０ｋｍ。由于缺少实

际的历史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现状图，使用该区

５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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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ＳＰＯＴ影像人工解译获取两个时域的土地

利用图，分别为２０００ｍａｐ和２００４ｍａｐ。其中，

２０００ｍａｐ用来辅助 ＣＡＳＥ 库的建构，而２００４

ｍａｐ作为分类地面实测数据，用来作本文分类算

法的精度验证。土地利用类型采用耕地、林地、草

地、水体、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６类分类标准。

２．２　多时相犛犃犚影像分类实验

多时相星载ＳＡＲ图像预处理过程如§１．１

中所述。在ＣＡＳＥ库建构过程中，首先使用影像

模板技术（模板大小为７×７），对２０００年多时相

ＳＡＲ影像依次进行特征提取，结合２０００ｍａｐ土

地利用图，获得一系列多时相历史土地利用

ＣＡＳＥ。接着，使用时空分析技术，对初始多时相

历史 ＣＡＳＥ序列进行粗差抑制处理，以此去除

“伪”ＣＡＳＥ。在空间尺度上，由于研究区地势平

坦，因此无需作特殊处理；在时间尺度上，使用式

（５）对ＣＡＳＥ进行粗差剔除：

ｉｆ　狓∈ ［珚狓±２σ］　ｔｒｕｅｃａｓｅｓ

ｅｌｓｅ　｛ ｆａｌｓｅｃａｓｅｓ
（５）

式中，狓是多时相历史ＣＡＳＥ中任一类别的特征；

珚狓是该特征对应的期望值。

在基于犓 最近邻模糊相似性匹配的分类过

程中，首先根据２００４年ＳＡＲ影像的多时相信息，

对历史ＣＡＳＥ库进行多时相ＣＡＳＥ筛选及重组

处理，获得综合多时相历史ＣＡＳＥ信息。然后，

使用同历史ＣＡＳＥ构建阶段几何尺度一致的影

像模板及２００４年多时相ＳＡＲ影像进行特征提

取，实时获取模板中心像素对应的当前多时相

ＣＡＳＥ；通过多时相ＣＡＳＥ重组技术，获取当前综

合ＣＡＳＥ。接着，使用式（３）（阈值狋１＝１，狋２＝

０．２５），应用犓（犓＝２０）最近邻模糊相似度匹配分

类算法，对多时相ＳＡＲ影像进行分类处理。由于

历史ＣＡＳＥ库中每类土地利用类型的ＣＡＳＥ都

有成千上万条，为提高计算效率，使用随机抽取

法，抽取每类土地利用类型ＣＡＳＥ个数为５０，获

得影像分类结果（见图１）。为了定量分析本文算

法分类精度，以２００４ｍａｐ土地利用图为标准，采

用随机采样方法（采样点总数为２６３２像素）对新

获取的２００４分类图进行了分类精度评价，分类混

淆矩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基于犆犅犚分类方法获得的２００４年多时相犛犃犚影像分类混淆矩阵及分类精度指标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ＵｓｉｎｇＣＢＲＭｅｔｈｏｄ

分类图
地面真实数据／像素

Ｐｌ． Ｗｏ． Ｐａ． Ｗａ． Ｒｅ． Ｏｔ． 总数

Ｐｌ． ７６６ １１ ０ ９ ４４ ２２ ８５２

Ｗｏ． ４７ ３８ ０ ８ １８ １３ １２４

Ｐ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Ｗａ． ３３ １４ ０ １１３ １８ １７ １９５

Ｒｅ． ３３０ ３ ０ ２２ １０９８ ８ １４６１

Ｏ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总数 １１７６ ６６ ０ １５２ １１７８ ６０ ２６３２

分类图
地面真实数据／％

Ｐｌ． Ｗｏ． Ｐａ． Ｗａ． Ｒｅ． Ｏｔ． 生产精度

Ｐｌ． ６５．１３６ １６．６６７ ０．０００ ５．９２１ ３．７３５ ３６．６６７ ８９．９０６

Ｗｏ． ３．９９７ ５７．５７６ ０．０００ ５．２６３ １．５２８ ２１．６６７ ３０．６４５

Ｐ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Ｗａ． ２．８０６ ２１．２１２ ０．０００ ７４．３４２ １．５２８ ２８．３３３ ５７．９４９

Ｒｅ． ２８．０６１ ４．５４５ ０．０００ １４．４７４ ９３．２０９ １３．３３３ ７５．１５４

Ｏ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用户精度 ６５．１３６ ５７．５７６ － ７４．３４２ ９３．２０９ ０．０００

总精度＝７６．５５８％；Ｋａｐｐａ系数＝０．６１０

　　　　　　　　　　注：耕地（Ｐｌ．），林地（Ｗｏ．），草地（Ｐａ．），建设用地 （Ｒｅ．），水体（Ｗａ．），及其他土地（Ｏｔ．）

图１　使用２００４年多时相ＳＡＲ影像获取的更新分类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２００４

　　从图１及表１可以看出，本文算法能获得较

好的分类精度。实验发现，在使用多时相ＳＡＲ影

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时，耕地、水体和建设用地的

分类精度较高，而林地、草地、其他用地分类时存

在混淆，分类精度相对较低。在实验中，由２０００

ｍａｐ提取的历史ＣＡＳＥ土地利用类型中没有草

地和其他用地，故在使用本算法获取的２００４年更

新土地分类图中，也将缺少这两大土地利用类型。

进一步查看混淆矩阵中的耕地真实数据（百分

比），发现有２８．０６１％的耕地被判分为建筑用地。

６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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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该情况，通过卷帘显示、查看的方法发现，该

部分耕地的确有一大部分应被判分为建筑用地

（在２００４年ＳＰＯＴ影像上表现为小范围的居民

用地）。这说明通过人工解译获取的２００４ｍａｐ土

地利用图精度不够高。当修正耕地标准数据精度

误差时，其中判分为建筑用地的６０％是正确的。

使用本文方法，更新土地分类图的总体分类精度

将提高为８４．０８１％。因此，在分类精度评价阶

段，排除耕地标准数据中存在争议的数据后，耕地

用户精度和建设用地生产精度将得到较大程度的

提高。进一步可推断，在获取理想历史土地分类

图的前提下，使用本文方法可望获得更新土地分

类图的精度为８５％。

３　结　语

基于ＣＡＳＥ推理的分类方法不仅能克服基

于知识库分类方法的缺陷，而且继承了知识库分

类系统所具有的优势。研究表明，基于ＣＡＳＥ推

理的分类方法在处理时间无关的问题时，具有良

好的可重复利用性。实验中，使用２０００年多时相

ＳＡＲ影像构建的ＣＡＳＥ库来指导２００４年多时相

ＳＡＲ影像分类，获取了较好的分类精度。时空分

析技术和犓 最近邻模糊相似度ＣＡＳＥ匹配技术

的实施确保了本文算法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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