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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合ＴＫ（ＴｏｍａｓｉＫａｎａｄｅ，ＴＫ）角检测器和ＣＯＶＰＥＸ（ｃｏｒｎｅｒ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ｒｎ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ＶＰＥＸ）角验证算法进行ＩＫＯＮＯＳ多光谱影像的角提取。角提取对比实验结果说明，本方法适合

用于多光谱高分辨率影像，其角提取结果的精确性和合理性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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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中的角即指在地物边缘上连接不同

方向线段的像元，线段间的最小夹角在０°至１８０°

之间，由于其决定了影像上各种目标地物的几何

形状特征，包含了重要的信息，因此常用于人工地

物信息的识别和提取［１，２］。

角提取技术即依据影像边缘特征（如曲率、夹

角、方向等）或像元的灰度值／梯度信息（如梯度幅

值、变化率、局部区域内灰度值的变化等），将符合

某些特征或规律的像元定义为角［３］。目前，常用

的角提取技术可分为两大类：① 基于边缘特征的

提取技术，如Ｋｉｔｃｈｅｎ和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４］提出一种基

于像元曲率的角提取方法，即在特征窗口内，由

行／列方向的梯度信息求中心像元的曲率，并求中

心像元的曲率与梯度幅值的乘积，将乘积为局部

极大值的像元定义为角；Ｒａｙ等
［５７］结合小波变换

工具对影像进行多尺度分解，利用多尺度下像元

的曲率及其变化趋势，提出基于多尺度曲率空间

的角检测算法；张恒等［８］提出了一种加权Ｇａｂｏｒ

梯度算法，基于加权 Ｇａｂｏｒ梯度信息，从多个尺

度实现角的提取。② 基于梯度信息的角提取技

术，如 Ｍｏｒａｖｅｃ等
［９］提出一种基于自相关函数的

角提取方法，即在一个以某一像元为中心的特征

窗口，沿任一方向变换窗口，依据窗口内灰度值在

变换前和变换后是否有明显的差异，来判定窗口

中心像元是否为角；Ｈａｒｒｉｓ等
［１０１２］结合由梯度信

息定义的自相关矩阵，利用自相关矩阵的特征向

量进行角检测。在两种角提取技术中，基于梯度

信息的提取技术由于其操作简便且易于实现，因

而被广泛用于灰度影像的角提取［１３１６］，其典型的

算法有 ＨＳ（ＨａｒｒｉｓＳｔｅｐｈｅｎｓ）角检测器
［１０］、ＴＫ

（ＴｏｍａｓｉＫａｎａｄｅ，ＴＫ）角检测器
［１１］和 ＳＵＳＡＮ

角检测器［１２］等。

１　原理和方法

１．１　角检测

１．１．１　ＴＫ角检测器

ＴＫ角检测器即是以检测窗口η内梯度信息

所构成的自相关矩阵特征向量的大小为依据，确

定检测窗口中心像元是否为角。具体为：假设在

大小为犐×犑的影像内，像元的坐标集合犛＝｛狊：狊

＝（狓，狔），０≤狓≤犐，０≤狔≤犑｝，检测某像元狊（狊∈

犛）是否为角时，即在以该像元为中心，大小为犖

×犖 的角检测窗口η内，由行和列两个方向的梯

度信息构成一个自相关矩阵犆：

犆＝ ∑
狓，狔∈η

狑 狓，（ ）狔

犐狓
２ 犐狓犐狔

犐狔犐狓 犐狔
［ ］２ （１）

ＴＫ角检测器依据（λ１，λ２）中较小分量的大小，对

窗口中心像元狊为角的可能性（此处简称为角显

著度）进行估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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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狊 ＝λ２ ＝ （∑犐狓
２
＋∑犐狔

２
－

（∑犐狓
２
－∑犐狔

２）２＋４×（∑犐狓犐狔）槡
２）／２

（２）

以犕狊大小为依据实现角检测，即将 犕狊大于或等

于ε１（事先给定的检测阈值）的像元定义为角。本

文提出应以影像中角的尺寸为依据来设置检测窗

口η的大小犖，即犖 为不大于影像中最短的角连

接边长的最大奇数。

然而，ＴＫ角检测器存在以下两个弊端：① 由

于角显著度因角对比度的不同而不同，使得ＴＫ角

检测器对角对比度的变化较为敏感。角对比度越

小，犕狊越低，角被“漏检”的可能性越大。② 由于

检测方向单一，造成ＴＫ角检测器对角相位的变化

也较为敏感。若用角的中心线在几何象限中的角

度（即方位角）来表示角相位，那么对于方位角不同

的角来说，虽然角对比度均为最大值，但角显著度

之间仍存在较大悬殊，对于方位角为±４５°左右的

角来说，由于其角显著度偏低，因此易被“漏检”。

１．１．２　多光谱双向ＴＫ角检测器

本文针对ＴＫ角检测器存在的弊端，对该检

测器进行改进，并提出多光谱双向ＴＫ角检测器。

新的检测器主要有以下两个改进：① 为了降低角

检测对角对比度的敏感程度，采用犓 个波段数据

对像元狊的角显著度犕狊进行估算，得到犓个估算

值，像元狊的角显著度取犓个估算值中的最大值即

犕狊＝ｍａｘ（犕
犽
狊）犽∈犓；② 为了降低角检测对角相位

的敏感程度，采用两个方向的检测窗口，检测窗口

１的检测方向为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图１（ａ）），

检测窗口２的检测方向为４５°和１３５°两个对角线

方向（图１（ｂ））。分别采用两个方向的检测窗口

对相位不同，对比度相同的角进行角显著度估算，

得到两个方向的角显著度犕１狊、犕
２
狊，其与方位角的

关系曲线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若采用检测窗口１，对于方

位角为０°和±９０°左右的角来说，估算的角显著度

较高，而对于方位角为±４５°左右的角来说，估算

的角其显著度较低；若采用检测窗口２，情形则正

好相反。可利用两种窗口角检测能力的互补，降

低角相位的变化对角显著度估算的影响。那么，

对于像元狊来说，其角显著度可取犕１狊 和犕
２
狊 中较

大的那个。

分别采用ＴＫ角检测器和多光谱双向ＴＫ角

检测器，对ＩＫＯＮＯＳ多光谱影像中同一区域执行

角检测，其中ＴＫ角检测器分别在蓝、绿、红和近

红外等４个波段影像中执行角检测操作，并取其

中最优的角检测结果；多光谱双向ＴＫ角检测器

则利用４个波段数据对像元两个方向的角显著度

进行估算，并取８个估计值中的最大值作为像元

的角显著度，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角检测。估算前，

根据影像中最短的角连接边长，将检测窗口η的

大小设置为３×３。用直方图显示两种检测器估

算的角显著度分布状况 （图３），其中ＴＫ角检测

器分别采用蓝、绿、红和近红外波段数据估算像元

的角显著度，并取直方图分布最佳（即直方图中数

值低的像元数最少）的红波段估算结果，发现采用

多光谱双向ＴＫ角检测器进行角显著度估算，数

值低的像元数目明显减少了。

　
图１　检测窗口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ｎｄｏｗｓ

　　
图２　角显著度与方位角的关系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ｒｎ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Ｃｏｒｎ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３　角显著度的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

Ｃｏｒｎ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在角检测之前，需设置检测阈值ε１。ε１ 过大，

会产生严重的“漏检”的现象；ε１ 越小，则会产生严

重的“过检”现象。通过反复实验，得出将检测阈

值设置为ε１＝０．１×ｍａｘ（犕狊）狊∈犛能得到较理想的

检测结果。两种检测结果如封三彩图１所示，图

中红色“＋”标识的像元为角，其中ＴＫ角检测器

的结果为４个波段检测结果中的最优结果（即红

波段影像的检测结果）。对比两种方法的执行时

间和结果，采用 ＴＫ角检测，存在被“漏检”的角

（封三彩图１（ａ）），而采用多光谱双向 ＴＫ检测，

虽然增加了约２倍左右的执行时间，但几乎不存

在“漏检”现象（封三彩图１（ｂ）），这说明结合４个

２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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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数据，采用双向检测窗口，能降低检测器对角

对比度和相位的敏感程度，减少“漏检”现象。然

而，检测结果中存在一些由细节信息产生的伪角

和一些显著度较高的边缘点，前者对于影像分析

来说可利用的价值不大，而后者不是角。为了剔

除检测结果中的伪角和边缘点，本文结合ＣＯＶ

ＰＥＸ算法对角检测结果进行角验证。

１．２　角验证

１．２．１　ＣＯＶＰＥＸ算法

ＣＯＶＰＥＸ算法即是在以像元狊为中心、半径

为犚的圆形特征窗口内，依据相位θ、角度α和对

比度Δ等三个角特征，对像元狊是否为角进行验

证，三个角特征如图４所示，图中犞１和犞２分别表

示角的两条边。

其过程如下。

１）利用特征窗口内的梯度信息，对像元狊的

相位θ、角度α和对比度Δ 等三个角特征进行估

算。对多光谱影像而言，计算像元狊的角特征时，

采用该像元最大角显著度犕狊对应的波段数据。

２）通过三个角特征对窗口内三个梯度信息

进行估算［１７］。

３）由估算的三个梯度信息对特征窗口中心

像元狊的角显著度犕狊进行重新计算（式２）。对于

非角的像元来说，其角显著度估计值 犕^狊与利用检

测窗口内的梯度信息计算的初始值 犕^狊之间存在

较大的差距犇狊，其中犇狊＝ｌｇ 珨犕犛／^犕犛 ；而对于角

像元来说，其估计值 犕^狊与初始值珨犕狊之间的差距

犇狊较小，因此，可将差距犇狊作为验证像元狊是否

为角的判据，即当犇狊 大于等于事先给定的验证

阈值ε２时，即说明该像元不是角。然而，ＣＯＶ

ＰＥＸ算法对于剔除检测结果中的边缘点效果较

好，但由于该算法进行角验证时，仅凭单个尺度特

征窗口内的角特征，因此对伪角的剔除效果甚微。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对特征窗口的尺度进行扩展，

提出了多尺度ＣＯＶＰＥＸ算法。

１．２．２　多尺度ＣＯＶＰＥＸ算法

多尺度ＣＯＶＰＥＸ算法进行角验证时，将特

征窗口定义为以某点狊为中心，由直径大于等于

３的狀个同心圆构成的狀尺度角特征窗口（图５）。

角验证时，依据狀个尺度特征窗口内的角特征对

窗口中心像元是否为角进行验证。验证前，需确

定特征窗口的尺度狀。若尺度狀过大，将使部分

尺寸较小的角验证成非角；若尺度狀过大，将使部

分伪角验证成角。因此，本文提出应根据影像中

角的尺寸设置特征窗口的尺度狀，即最大尺度特

征窗口的直径约为影像中最短的角连接边长的两

倍。在ＩＫＯＮＯＳ多光谱影像中以随机采样的方

式分别选取角集Ω和伪角集Ω＇，两个集合中角的

总数均为５０，并根据影像中最短的角连接边长将

特征窗口的尺度狀设为４。

１）估算两类角在４个尺度特征窗口内的角

特征。

２）根据４个尺度的角特征对两类角的角显

著度进行估算。为确保分析的合理性，分别对４

个尺度角显著度的估算值 犕^犻狊 犻＝１，…，（ ）４ 和初始

值珨犕狊进行归一化处理。

３）计算Ω和Ω′中所有像元４个尺度下的验证

判据犇犻狊＝ｌｇ珡犕狊／^犕
犻
狊 犻＝１，…，（ ）４ ，并分别取各尺

度下两类角验证判据的均值，得到随特征窗口尺度

的增加，两类角验证判据总体变化趋势（图６）。

从图６可看出：① 在第一尺度特征窗口内，

两类角的验证判据较为接近；② 随着特征窗口尺

度的增加，由于伪角的角特征削弱的幅度较大，因

此验证判据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角的角特征基

本无变化，其验证判据均小于１。在小尺度特征

窗口内（相当于近距离观察），对于伪角来说，其具

备角特征，但随着特征窗口尺度变大（相当于观察

距离变远），其角特征愈加不明显；而角所具有的

角特征基本不会随着特征窗口尺度（即观察距离）

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这一结论，本文对验证判据

图４　角特征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ｎ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图５　１０狀个尺度角特征窗口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ｎ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ｏｆ狀Ｓｃａｌｅｓ

　　　　
图６　角验证判据变化趋势

Ｆｉｇ．６　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ｏｒｎｅ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３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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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改进，具体为：

犇狊 ＝
１

狀∑
狀

犻＝１

ｌｏｇ 珨犕狊／^犕
犻
狊 （３）

式中，^犕犻狊 犻＝１…（ ）狀 为狀个尺度角显著度的估计

值；珨犕狊为角显著度的初始值。根据伪角和角在验

证判据犇＿狊变化趋势上的不同，将验证阈值设置

为ε２＝１，即可剔除检测结果中验证判据大于等于

１的伪角，提高验证结果的合理性。结合ＩＫＯ

ＮＯＳ多光谱影像，分别采用ＣＯＶＰＥＸ算法和多

尺度ＣＯＶＰＥＸ算法对双向角检测的结果进行验

证，验证结果如封三彩图２所示，封三彩图２（ａ）

为原算法的验证结果，封三彩图２（ｂ）为新算法的

验证结果。采用新算法进行角验证，虽然增加了

算法的运行时间（运行时间约为原算法的狀倍，其

中狀为特征窗口的尺度），但结果中伪角的比例明

显降低了。然而，部分角处存在多个点（由角检测

窗口相互重叠造成的），从而形成了“角簇”现象，

如封三彩图２（ｂ）中圆形框内的角，该现象破坏了

角的惟一性。为了消除这一现象，本文提出了

“去角簇”操作。

１．３　剔除“角簇”现象

“去角簇”操作即将“角簇”内角特征最明显的

点定义为角，而将“角簇”内其余角进行剔除。由

于在角簇内，角像元的角特征最显著，相应地验证

判据犇狊为局部极小值，因此可将某局部区域内验

证判据极小值所对应的像元定义为角，其中将局

部区域定义为以像元狊为中心、半径为犚”的圆形

区域，犚”的大小可根据影像中“角簇”的范围进行

设置。对上例中的角验证结果进行“去角簇”操

作，其中犚”＝１，结果如封三彩图３所示。

２　对比实验

实验数据为２００３年福州市区ＩＫＯＮＯＳ多光

谱影像，实验区如封三彩图４所示。分别采用两

种方案提取实验区的角，方案一联合了ＴＫ角检

测器和ＣＯＶＰＥＸ算法；方案二联合了多光谱双

向ＴＫ角检测器、多尺度ＣＯＶＰＥＸ算法和“去角

簇”操作。角检测时，两种方案的检测阈值均为ε１

＝０．１×ｍａｘ（犕狊）狊∈犛，检测窗口大小设置为３×３；

角验证时，验证阈值ε２ 均设为１，根据影像中角的

尺寸，将方案一的角特征窗口直径为３，方案二的

角特征窗口尺度为４，得到两种提取结果 （封三彩

图４），其中方案一取４个波段提取结果中的最优

结果即红波段影像的角提取结果。

对比两种方法的提取结果，得出：① 在方案

一的角提取结果中，“漏检”现象较为严重，纠其原

因是：方案一采用单个波段数据、以单向检测窗口

进行角检测，由于其对角对比度低或方位角为±

４５°左右的角的检出能力弱，造成部分角被“漏

检”；而方法二联合蓝、绿、红和近红外等４个波段

数据，采用两个方向的检测窗口进行角检测，提高

了算法的角检测能力，大大减少了“漏检”现象。

② 方案一采用ＣＯＶＰＥＸ算法进行角验证，结果

中包含了较多伪角，其主要原因是在３×３的检测

窗口内，由细节信息所产生的伪角具有较高的角

显著度，且在直径为３的角特征窗口内，伪角仍具

有角特征，因此通过了角验证，造成验证结果中包

含了这些伪角。方案二采用多尺度ＣＯＶＰＥＸ算

法进行角验证，利用随着窗口尺度的增加，伪角与

角在验证判据上不同的变化趋势，降低了结果中

伪角的比例。③ 方案一的结果中存在“角簇”现

象，使得结果缺乏一定的合理性，而方案二采用

“去角簇”操作，保证了角的惟一性，进一步提高了

结果的合理性。④ 虽然方案二的运行时间约为

方案一的２＋狀倍 （其中狀为角特征窗口的尺

度），但却提高了角提取结果的精度和合理性，因

此从总体上提高了角提取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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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ｍｕｌｔｉ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ｃｏｒｎｅｒｓ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ａｂ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ｒｙ；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ｃｏｒｎ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ｎｅ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ＳＵＮＸｉａｏｄａ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ｍａｉｌ：ｓｘｄａｎ＠ｙａｈｏｏ．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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