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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融合信息失真的城市犐犓犗犖犗犛
影像阴影自动提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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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海淀区板井，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主成分融合信息失真的城区ＩＫＯＮＯＳ影像阴影自动提取的新方法。首先选用阴影

信息强的近红外波段用于阴影提取，并评价主成分融合的信息失真，发现阴影对相对偏差这一评价指标敏感；

其次，构造了相对差异指数以增强阴影信息，使阴影区相对差异指数的数值高，而非阴影区的相对差异指数的

数值低；然后通过阈值法将影像分为可能阴影区和非阴影区；最后根据标准差通过区域滤波去除可能阴影区

中的水体，实现阴影的提取。试验结果表明，此方法阴影自动提取方便、精度高，不仅能准确地提取高层建筑

物的阴影，而且能识别矮小树木等细小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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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ＫＯＮＯＳ、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等卫星遥感影像已被广

泛应用，阴影在遥感影像中客观存在，对于低空间

分率的影像，混合像元导致阴影不明显，而在高空

间分辨率的影像（如１ｍ）中，阴影特别明显。阴

影区地物因没有来自太阳的直射辐射，只有来自

天空光和周围地物的散射辐射，亮度相对较暗。

在遥感影像中表现为阴影区的数字值（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ＤＮ）低，而非阴影区的ＤＮ值高。一方

面，阴影区的地物信息量较少，对于影像的判读和

自动分类带来很大的困难，因其使重要地物的空

间细节变得模糊而被人们看成是噪音；另一方面，

阴影是地物在地面上的投影，可以间接地反映地

物的信息，也可充分加以利用［１５］。

高分辨率影像阴影自动提取的方法有阈值

法［６］、分类法［７］、区域增长分割法［８］及三维模型法

等［９］４种或是对这些方法的综合应用
［１０］。在这些

方法中，阈值法直观、简便易用，其他方法较复杂。

影像中阴影的ＤＮ值通常较低且变异大，与非阴

影区地物的ＤＮ值范围存在交叉，如何增强二者

的差异，并选择最适当的阈值以减少误分，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城区ＩＫＯＮＯＳ遥

感影像阴影自动探测的新办法。

１　研究区域和数据

研究区域位于北京市城区西部（见封二彩图

１），是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５日获取的一幅ＩＫＯＮＯＳ

影像，中心经纬度为４０．０７８４°Ｎ、１１６．２８２５°Ｅ，影

像大小为６０００像素×６０００像素，包括４个波

段，波段１（蓝）、２（绿）、３（红）、４（近红外）的波段

范围分别为０．４５～０．５２μｍ、０．５２～０．６０μｍ、

０．６３～０．６９μｍ、０．７６～０．９０μｍ。封二彩图１是

通过４、３、２假彩色合成的。为了达到显示的效

果，文中所有的ＩＫＯＮＯＳ彩色图都经过２％的线

性拉伸（即影像直方图最低端２％和最高端２％被

去除，其余部分按线性拉伸方式进行显示）。

研究区的地物主要有植被、人工建筑物、水体

及阴影等。封二彩图１中有３个代表性的子区，

其中，子区１指高层建筑及其阴影，子区２指中层

建筑及其阴影，子区３指低层建筑及其阴影。

２　方法和结果分析

ＩＫＯＮＯＳ影像经过主成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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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ｎｔｓ，ＰＣ）变换融合后存在信息失真，据此构造

相对差异指数，提取城市高分辨率影像中的阴影。

２．１　阴影检测波段选择

阴影区因被遮挡，不能获得太阳的直接照射，

但能接收天空光或周围物体的散射。长波波段散

射弱，阴影区所得到的来自天空光或周围物体的

入射辐射相对少，故更暗一些，而短波波段却要亮

一些，因此，相对而言，长波波段所含的阴影信息

更丰富［１１］。对于具有蓝、绿、红及近红外波段的

ＩＫＯＮＯＳ等遥感影像，近红外波段对阴影更敏

感。因此在近红外波段中，阴影最为明显，故本文

利用近红外波段探测阴影。

２．２　高分辨率影像主成分融合及信息失真

ＰＣ变换后，多维变量之间不相关
［１２］。在图１

中，通过式（１）～式（３）修改全色波段的影像。

犘犿 ＝犘×犌＋犅 （１）

犌＝σ犐／σ犘 （２）

犅＝狌１－犌×狌狆 （３）

式中，犘犿 为全色波段修正后的灰度值；犘为全色

波段的灰度值；σ犐、σ犘 分别为犐波段和犘 波段的

方差；狌犐、狌狆 分别为犐波段和犘 波段的均值。

图１　ＰＣ变换影像融合原理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ｕｓｉｏｎ

修改全色波段有两种方法：① 利用式（１）～

式（３）强迫犘波段的均值和方差匹配ＰＣ１ 波段的

均值与方差。② 强迫犘波段的最大值、最小值与

ＰＣ１ 波段的最大值、最小值分别匹配（即有相同的

灰度范围）。这种修改强迫两个波段的统计相似，

试图保持原始的多光谱影像的信息。

子区１～子区３的原始影像分别见封二彩图

２（ａ）、封三彩图３（ａ）和封三彩图４（ａ），对应的ＰＣ

融合影像分别见封二彩图２（ｂ）、封三彩图３（ｂ）和

封三彩图４（ｂ）。

ＰＣ方法在同一次融合处理中，同时提高了狀

个多光谱波段的空间分辨力。但ＰＣ１ 波段（包含

了多光谱波段的大多数信息，通常在８０％以上）

的信息量要比犘波段的信息量大，当用修改后的

犘替代ＰＣ１ 进行反变换得到增强的多光谱波段

时，信息量受到损失 ［１３］。另外，利用犘波段通过

修改，与ＰＣ１ 进行匹配，尽管全局统计相似，但局

部统计不相似。因此，ＰＣ变换会造成信息失真。

阴影区在遥感影像中只存在于局部区域，且

阴影区的亮度低，ＰＣ融合只考虑全局统计的匹

配，必然会造成阴影区的亮度发生变化，结果是融

合后阴影区 的 ＤＮ 值 变 大。定 义｜ＤＮ原始 －

ＤＮ融合｜／ＤＮ原始为相对变化，因阴影区的亮度通常

较低（数值小），ＰＣ变换融合后引起阴影区的ＤＮ

值变化，则这种相对变化较大。

２．３　信息失真评价及相对差异指数构建

选用均值、平均梯度、融合前后相关系数、相

对偏差（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ＤＩ）等指标评价ＰＣ变

换融合引起的近红外波段的信息失真。其中，相

对偏差的大小表示融合图像与源图像平均灰度值

的相对差异，用来反映融合图像与源图像在光谱

信息上的匹配程度。

将ＰＣ变换融合方法与基于亮度调整的平滑

滤波变换（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

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Ｍ）
［１４］、ＧｒａｍＳｍｉｄｔ变换

［１３］进行对

比，其中，ＳＦＩＭ 变换（信息保真最好）和 Ｇｒａｍ

Ｓｍｉｄｔ变换（各种地物的波谱相对信息不变）是两

种信息保真性较好的融合方法 ［１５］。结果见表１。

表１　ＩＫＯＮＯＳ近红外波段融合增强

结果的参数对比

Ｔａｂ．１　Ｅｎｃｈａｎｃ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ＫＯＮＯＳ

ＩｍａｇｅＮＩＲＢａｎｄＡｎ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项目 均值 平均梯度
融合前后相

关系数
相对偏差

原图 ７８．７３ ６．２６

ＰＣ变换 ９８．５５ １２．０２ ０．９１２ ０．５５９

ＳＦＩＭ变换 ８０．０８ １７．７８ ０．８７８ ０．２５８

ＧｒａｍＳｍｉｄｔ变换 ８３．４６ １２．００ ０．９１７ ０．３０５

　　从表１可见：①ＰＣ变换中，像元的均值提高

最多，相对变化最大。通过全局匹配，造成局部变

化较大，同时均值也显著提高。②ＰＣ变换中，相

对偏差最大。分析相对偏差的计算［１４］，分母为原

始影像，这样，原始影像ＤＮ值越低，则对相对偏

差的变化越敏感，而阴影在影像中通常ＤＮ值较

低，说明ＰＣ变换融合后因阴影ＤＮ值低而导致

信息失真明显。因此，本文利用高分辨率影像近

红外波段和通过ＰＣ变换融合后近红外波段存在

信息失真的现象构造相对差异指数探测阴影：

相对差异指数 ＝
｜ＤＮ原始ＮＩＲ－ＤＮ融合ＮＩＲ｜

ＤＮ原始ＮＩＲ

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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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ＤＮ原始ＮＩＲ表示融合前原始近红外波段的ＤＮ

值；ＤＮ融合ＮＩＲ表示ＰＣ变换融合后近红外波段的

ＤＮ值。

对于阴影区，融合前的ＤＮ值远低于全局的

均值，ＰＣ变化中为了全局匹配，导致低值区升高。

因此，阴影区相对差异指数较大。而原始影像非

阴影区中与全局统计相近的部分，变换后影响不

大，相对差异指数较小；原始影像非阴影区中ＤＮ

值远高于平均值的部分，尽管融合后ＤＮ值存在

变化，但因融合前ＤＮ值较大，故相对差异指数也

较小。因此，利用相对差异指数有可能实现阴影

区的自动提取。

子区１～子区３的相对差异指数影像分别见

封二彩图２（ｃ）、封三彩图３（ｃ）和封三彩图４（ｃ）。

从图中可见，阴影区的相对差异指数通常较大，而

非阴影区的相对差异指数则较小。

２．４　阈值分割和区域滤波提取阴影

２．４．１　相对差异指数阈值分割

因阴影区的相对差异指数较高、阈值范围大，

非阴影区的相对差异指数低、阈值范围小，而原始

影像中阴影区ＤＮ值低，非阴影区ＤＮ值高，故利

用相对差异指数实现了阴影信息的增强。通过阈

值分割提取可能阴影区域。对于本研究，相对差

异指数大于０．５的区域为可能阴影区域，而小于

０．５的区域为非阴影区。

但在可能阴影区中，发现了河流和湖泊等水

体。分析原因，因水体对近红外区域的电磁波反

射较少，ＤＮ值较低，相对差异指数也较大。故大

于阈值的区域存在阴影和水体，通过区域滤波去

除水体信息。

２．４．２　区域滤波去除水体

水体由于低反射，易与城市阴影混淆，但阴影

区内因地物存在差异，阴影的ＤＮ值有较大的变

异；而水体直接接收太阳辐射且相邻水体成分通

常变化很小，ＤＮ值变异非常小。阴影区和水体

区对比见封三彩图５（为了突出显示效果，封二彩

图５（ｂ）中零碎阴影没有显示），均值和标准差的

统计见表２。

阴影区的均值存在较大变化，比水体略高，但

因ＩＫＯＮＯＳ的辐射分辨率为２０４８，故这种差异

对于整个影像来说非常小。但阴影区的标准差和

水体的标准差之间相差大，阴影区的标准差是水

体标准差的两倍以上。因此，通过计算原始影像

中各个区域的标准差，经区域滤波去除标准差小

的区域即水体，剩余区域则为阴影区。

表２　水体和阴影的均值标准差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ｈａｄｏｗ

名称 像元数 均值 标准差

水体 １０００２ ５７．９３ ７．７７

阴影１ １９９９ ８１．５０ ２４．２５

阴影２ １５９８ ８３．４８ ２９．６７

阴影３ １９５９ ９６．６９ ３７．１３

阴影４ １０９５ １１５．１９ ２５．８８

阴影５ １６３８ ９９．６４ ２６．３５

阴影６ １４２９ １１６．４８ ２６．４７

阴影７ １３６０ １１０．６８ ２９．６０

阴影８ １３８３ ９４．０５ ２４．８４

阴影９ １４８６ ８７．１９ １８．２０

阴影１０ １３９９ ９３．８５ １８．３０

２．５　阴影检测结果

将阴影提取结果进行数字化，提取阴影边界，

并叠加到ＩＫＯＮＯＳ主成分融合影像上，通过目视

判断阴影提取的效果。对比黄色的阴影边界线和

ＰＣ融合影像，发现阴影提取精度较高。子区１～

子区３阴影自动探测的结果见封二彩图２（ｄ）、封

三彩图３（ｄ）和封三彩图４（ｄ），其中黄线为阴影的

边界。

子区１中，中间下方是中央电视塔，其阴影向

左上方投影。阴影上部的椭圆为中央电视塔中部

的旋转餐厅，高度为２２１ｍ（旋转餐厅上部还存在

阴影，在图中没有显示）。从塔基至旋转餐厅的阴

影利用本方法能准确地提取出来，而塔基部北侧

的台阶形成的细小阴影以及草坪上树木形成的阴

影也能提取。在子区２中，中部及中下部是中层

建筑物，阴影能准确提取，附近的一些零星阴影也

被探测。特别是中部左侧道路南边的一排绿化树

形成的阴影，通过本方法能探测出来。而左下方

是一块平地，不存在阴影，本方法对该区域不存在

误判。子区３中，右侧中下部是一些低层建筑，左

侧上部为一排树木，本方法均能将这些阴影自动

提取出来。

３　结　语

　　本文方法不仅适用于ＩＫＯＮＯＳ影像，而且适

用于具有相同或相近波段设置的影像，如Ｑｕｉｃｋ

Ｂｉｒｄ等，对于阴影的去除、阴影信息的利用等具

有帮助作用。本方法精度高的前提条件为影像获

取时天气晴朗，太阳照射强烈，阴影区的ＤＮ值通

常比较低，从而造成主成分融合时近红外波段的

阴影区相对差异指数较大。而如果影像获取时太

阳照射不强烈，天空散射光较多引起阴影不明显，

阴影区的ＤＮ值较高，本方法不一定适用。

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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