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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遥感影像上的“缺失”区域现象，阐明了数字图像修复技术的原理和方法，分析了遥感影像缺失区

域恢复的特点和难点，并提出了基于ＧＩＳ辅助信息的缺失数据恢复思想，提高了图像修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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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摄影测量和遥感中，由于传感器结构的缺

陷或成像方式的特点，获取的图像常常会出现局

部信息“缺失”的现象。其原因有：① 传感器本身

的缺陷导致坏像素；② 由于地物的成像光线受到

其他物体的阻挡而无法在像片或传感器上成像。

其中后者更为普遍，如城市区域的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或航空像片上的“遮蔽”现象［１］；另外，云雾、

山体的遮挡也会造成地面信息的局部缺失。如果

将信息“缺失”的区域单独划成一类，这样所得的

分类结果很难反映地面的真实情况［２］。在制作城

市区域的“真”正射影像时，也将导致被遮挡区域

的信息空缺，严重影响正射影像图的实用价值和

美观效果［１，３］，所以，有必要对这些缺失区域进行

合理的恢复和弥补［１，２］。

对于图像上被遮挡或缺失的区域，最理想的

处理方式是采用多张重叠影像进行互补，保证填

补数据的真实性。但即使采用重叠影像进行信息

互补，还是有部分缺失区域不能得到处理［４］。本

文针对遥感影像上“缺失”信息恢复的难点和特

点，提出了基于ＧＩＳ辅助数据的处理方法，提高

了缺失数据恢复的质量。

１　基于犌犐犛辅助数据的影像修复

１．１　影像缺失区域修复的特点和难点

目前，与图像缺失数据恢复相关的研究是图

像修复技术。一种是用于修复小尺寸区域的图像

修补技术（ｉｎ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４６］；另一种是适合于大面

积区域的图像补全技术（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７９］。

在一般的图像修复中，采用从缺失区域四周

向中心逐渐推进的次序，但对于影像上的某些情

况，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如建筑物的遮蔽，遮蔽区

域必定和相关的建筑物连在一起，在对这种类型

的“缺失”信息进行处理时，不允许将建筑物信息

向缺失区域扩散［１］

对于遥感影像上“缺失”信息的自动修复，主

要存在如下问题：① 地物的自动识别存在困难，

不便于自动处理算法的实现；② “缺失”区域可能

存在多种地物类型，很难做到自动区分，即边界的

不确定性；③ 地物的前后遮挡关系难以识别，即

图像深度关系的识别存在困难。综上所述，从图

像本身对其“缺失”信息进行自动修复还存在诸多

问题。虽然如此，但对于遥感影像，可以充分利用

其他的相关数据源，采取多源信息融合的方法来

解决。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航空影像或者遥感影

像，感兴趣的特定区域的 ＧＩＳ数据已经存在，这

对于解译遥感影像，特别是缺失的区域，将具有非

常大的利用价值。

１．２　犌犐犛辅助数据的作用

ＧＩＳ数据是现有地形图上基础地理要素的矢

量数据集，且保存了要素间空间关系和相关的属

性信息。对于影像缺失信息的修复，引入ＧＩＳ辅

助数据将带来以下几个有利之处。

１）解决无法自动识别地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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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影像上的遮蔽区域，为了保证人工建筑

物信息的不变性，首先就要能够识别这些地物，然

而目前图像的自动分类、识别还具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利用ＧＩＳ数据中地物精确的几何信息和属

性信息，可以容易地区分不同的地物，将人工建筑

物自动定位标识。辅助信息源或数据源的引入，

特别是在已有ＧＩＳ信息的辅助下，建筑物自动提

取和识别的难度将大大降低。

２）解决缺失区域地物边界的不确定性问题

缺失区域往往存在多种地物，而不是单一的

某种背景。虽然目前的图像修复算法能够顾及图

像的结构，优先连接图像中的断裂边缘，但由于影

像上噪声的影响和图像的复杂性，处理结果不稳

定、不可靠。另外，修复算法也很难自动处理曲线

结构。ＧＩＳ将实际的地物抽象成点、线、面等对

象，所以一些地物 （主要是人工地物）的边界能

够得到很准确的描述。

３）解决遮挡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

在影像上，经常存在地物互相遮挡的问题，计

算机直接从影像上获得不同地物之间的遮挡关系

（即图像深度关系）还存在很大困难。在进行缺失

信息恢复时，图像深度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导致离

奇、错误的修复结果。ＧＩＳ数据能够正确地描述

不同地物之间的拓扑关系以及上下覆盖关系。在

ＧＩＳ数据的辅助下，很容易避免这种遮挡关系的

不确定性，有助于正确地恢复原先地物之间的上

下覆盖关系，保证缺失信息恢复的合理性。

４）提高纹理匹配的速度和准确度

在基于马尔可夫随机场（Ｍａｒｋｏｖｒａｎｄｏｍ

ｆｉｅｌｄ，ＭＲＦ）
［９，１０］采样的纹理合成中，一个关键的

问题就是纹理匹配，即从样图区域搜索最相似的

匹配块。ＧＩＳ矢量数据结构以精确的坐标点将不

同类型的区域圈定在一起，使得算法能够避免盲

目搜索，提高速度，改善质量。

１．３　犌犐犛数据的使用

１．３．１　ＧＩＳ数据指导边缘结构线的连接

图像修复最关键的在于边缘结构线的正确连

接。Ｃｒｉｍｉｎｉｓｉ采用一种像素优先权的方法来保

证边缘结构线的优先连接［９］，但有时也不能得到

满意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图像中的噪声会影响

优先权的计算，导致计算偏差。另外，该方法也不

能很好地处理曲线边缘结构，经常出现断裂边缘

结构线无法正确连接的情况。

在ＧＩＳ辅助数据的指导下，不再需要通过像

素优先权来决定边界像素的处理顺序，而可以根

据ＧＩＳ数据提供的边界信息直接优先连接不同

地物之间的分界线。当完成不同地物之间分界线

的连接之后，整个缺失区域被分割成多个同质的

纹理区域（见图１）。

图１　基于ＧＩＳ数据的边缘连接

Ｆｉｇ．１　ＥｄｇｅＬｉｎｋ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ＩＳＤａｔａ

１．３．２　矢量数据的栅格化

矢量数据通过记录坐标的方式精确地表示

点、线和多边形等地理实体，特点是定位明显，属

性隐含。栅格结构以规则的阵列来表示空间地物

或现象分布的数据组织，特点是属性明显，定位隐

含。

在基于ＧＩＳ辅助数据的图像修复中，会频繁

地查询该点的属性，即探测该点是否在某个多边

形内部，这是一个很耗时的矢量处理过程，另外还

会加大程序实现的难度。在进行具体操作时，可

以先将ＧＩＳ矢量数据转换成与图像同分辨率的

面状栅格数据，生成一幅类别图 ＣｌａｓｓＭａｐ。

ＣｌａｓｓＭａｐ将不同的地物用不同的类别标识号进

行标记，以便区分。根据ＣｌａｓｓＭａｐ也可以容易

地查找出不同地物之间的分界线。

１．４　算法流程

１．４．１　基本的修复算法

假设图像的缺失区域记为Ω，缺失区域的边界

记为δΩ。基本修复步骤如下：① 将边界δΩ像素

形成链表ＰｉｘＬｉｓｔ；② 计算ＰｉｘＬｉｓｔ中每个像素的修

复优先权狆；③ 从ＰｉｘＬｉｓｔ中取得具有最大优先权

狆的像素；④ 以该像素为中心形成边长为狀的矩形

图像块Ｐａｔｃｈ（狀的大小视缺失区域周围的纹理特

征而定，一般取３～９个像素）；⑤ 在图像的有效区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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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搜索与Ｐａｔｃｈ块最相似的匹配块Ｐａｔｃｈ＿ｍａｔｃｈ；

⑥ 将Ｐａｔｃｈ＿ｍａｔｃｈ块复制到Ｐａｔｃｈ位置；⑦ 更新边

界像素表ＰｉｘＬｉｓｔ，并重新计算ＰｉｘＬｉｓｔ中有关像素

的优先权值狆；⑧ 返回到步骤③，一直循环，直到边

界像素链表为空。其中，像素优先权的计算考虑到

像素的置信度和边缘结构信息，以保证图像边缘和

置信度高的地方优先处理［９］。

１．４．２　基于辅助数据的修复算法

基于前面的基本算法，引入 ＧＩＳ辅助数据，

扩展出基于辅助数据的影像缺失信息的恢复算

法。主要步骤如下：① ＧＩＳ矢量数据与遥感图像

配准，转换到相同的坐标体系；② ＧＩＳ矢量数据

栅格化，生成类别图ＣｌａｓｓＭａｐ；③ 在ＣｌａｓｓＭａｐ

中标记出分界像素（即不同类别分界处的像素

点）；④ 将待修复区域边界δΩ上的且不为分界像

素的像素形成链表ＰｉｘＬｉｓｔ；⑤ 按步骤①中的基

本算法进行修复；⑥ 对前面步骤中标记出的类别

分界像素进行简单插值计算，完成全部修复。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结果

基于ＧＩＳ辅助数据的图像修复思想，编制了

相应的Ｃ＋＋程序，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图像缺失

信息的恢复不要求恢复真实的数据，也不可能恢

复原来的数据，只要能够满足视觉要求即可，因而

实验结果主要靠视觉评价。实验采用的基本算法

是基于 ＭＲＦ的无参采样方法，并进行了ＧＩＳ辅

助数据下的实验比较。

图２ 是对影像上遮蔽区域的修复实验。

图２（ａ）为存在缺失区域的正射影像，房顶被纠正

到正确的位置之后，地面遮蔽区域形成一个无任

何数据的空缺（图中白色区域）；图２（ｂ）是没有辅

助数据的修复结果，可以看出房顶纹理被扩散了，

且改变了房顶的形状，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图

２（ｅ）是矢量数据栅格化后生成的类别图；图２（ｆ）

为在类别图辅助下的正确修复结果。

图２　遮蔽区域填充

Ｆｉｇ．２　Ｆｉｌｌｉｎｇ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图３是对立交桥影像的模拟实验，图３（ａ）将

影像的一部分抹去了。若没有ＧＩＳ辅助数据，算

法不能正确识别上下遮挡关系，从而出现离奇的

修复结果（图３（ｂ））；引入ＧＩＳ辅助数据后，得到

合理的修复图像（图３（ｃ））。

图３　立交桥影像实验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ＯｖｅｒｐａｓｓＩｍａｇｅ

　　图４是对“真”正射影像大面积遮挡区域的

模拟实验，在辅助数据的指导下，缺失区域才能得

到比较合理的修复（图４（ｃ）），但填充的纹理还显

得不太自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４　大面积遮挡实验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Ｌａｒｇｅ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图像修复的目的是为了弥补缺失信息，改善

图像的视觉效果，不可能恢复原本的真实数据，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应该认识几点：① 不能强求得

到一个通用性的方法。图像修复的过程和方法与

图像的整体特征、缺失区域的形状、位置等多种因

素相关，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② 不能强求

恢复信息的真实性，修复只是一种推测和想象，满

足一定的视觉效果而已。③ 对于某些完全丢失

的地物（如汽车、花坛等），是无法恢复的。④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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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目前最先进的计算机修复方法，也不能和人

工修复结果相比。因为人具有很多先验知识和经

验，具有把握全图的能力，而计算机最欠缺的就是

这一点，因而无法达到高度智能化。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 ＧＩＳ辅助数据下的图像缺

失区域信息恢复的思想，并进行了一些模拟实验，

获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另外，该思想对于自然图像的修复也具有很好的

参考价值。但与遥感影像相比，ＧＩＳ数据的时效

性较差，不一定能找到与图像相匹配的 ＧＩＳ数

据。另外，ＧＩＳ如果不能和影像精确的配准，该方

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对于这些问题，可以

采用人工辅助或从多源遥感影像信息互补方面来

考虑，这是下一步值得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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