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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ＡＤＳ４０影像的空间分辨率高而光谱分辨率相对不足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尺度分割的对象

级遥感分类方法。首先通过多尺度分割获得影像对象，然后利用对象所包含的光谱特征、几何特征、拓扑特征

来确定地物识别中可能要用到的各种特征参数，并建立对象间的分类层次结构图，最后利用模糊分类器逐级

分层分类来提取地物信息。研究结果表明，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可显著提高分类精度，有效

抑制“椒盐现象”的产生，更加适合于几何信息和结构信息丰富的ＡＤＳ４０影像的自动识别分类。通过对太原

市ＡＤＳ４０影像进行分类验证了此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面向对象分类；多尺度分割；ＡＤＳ４０影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Ｐ２３１．５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

出现使得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观察地表细节变

化、进行大比例尺遥感制图以及环境监测成为可

能［１，２］。与传统的中、低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相比，ＡＤＳ４０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很高，影像上地

物目标的结构、形状、纹理和细节等信息更加突

出，但其光谱分辨率并不高，故仅仅依靠像元光谱

信息的分类方法在处理此类影像时，会过多地关

注地物的局部像素而忽略地物的整体几何结构信

息，必然造成分类结果出现“椒盐”现象，分类精度

不高。因此，传统的依靠光谱信息的像元层次上

的分类方法不适合高分辨率ＡＤＳ４０影像的信息

提取。针对ＡＤＳ４０影像的特点，本文采用一种基

于多尺度分割的对象级分类方法对其进行影像信

息提取。该方法通过图像分割获得具有相同特征

的“同质均一”的影像对象，通过对影像对象的操

作，不仅可以获得地物的光谱信息，更能获得包括

纹理、形状、结构、上下文等的丰富空间信息，有效

避免了分类结果出现“椒盐”现象。

１　试验区数据

采用的试验数据是２００７年８月成像的太原

市ＡＤＳ４０影像，如图１所示，其空间分辨率是

０．５ｍ（红、绿、近红外３个波段）。结合研究区的

具体情况和特点，主要进行７种地物目标的分类

提取：建筑物、树木、农田、塑胶操场、沥青公路、水

泥地面、裸地。

２　面向对象的分类

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是对影像对象进行分

类。首先，对影像进行分割获得同质对象，影像对

象包含了许多可用于分类的特征，如光谱、形状、

大小、结构、纹理、空间关系等信息；然后，根据遥

感影像分类或者地物目标提取的具体要求，选择

和提取影像对象的特征，并利用这些特征或特征

组合，结合专家知识进行遥感影像分类。

２．１　多尺度影像分割

本文中采用的分割算法综合考虑了遥感影像

的光谱和空间信息两个因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

异质性最小的区域合并算法。其基本思路是：从

单个像元开始，分别与其邻近像元进行计算，以降

低最终结果的异质性。当一轮合并结束后，以上

一轮生成的对象为基本单元，计算它与邻近的对

象间的异质性。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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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象的合并为止［３，４］。判断两两对象之间能

否进行合并的主要依据是影像的光谱特征和形状

特征，即加权计算各对象的光谱异质性与形状异

质性的指数值，然后将此异质性指数与事先给定

的阈值进行比较，小于阈值则合并，大于阈值则终

止［５］。其计算公式为：

犳 ＝ω·犺ｃｏｌｏｒ＋（１－ω）·犺ｓｈａｐｅ （１）

式中，犳为异质性指数；犺ｃｏｌｏｒ是光谱异质性；犺ｓｈａｐｅ

是形状异质性，包括对象的形状紧凑度犺犮和光滑

度犺狊；ω是光谱权重。犺ｃｏｌｏｒ、犺ｓｈａｐｅ、犺犮和犺狊分别按式

（２）～（５）计算：

犺ｃｏｌｏｒ＝∑
犮

ω犮 狀犿·σ
犿
犮 － 狀狅

１
·σ

狅
１
犮 ＋狀狅

２
·σ

狅
２（ ）（ ）犮

（２）

犺ｓｈａｐｅ＝ω犮·犺犮＋ １－ω（ ）犮 ·犺狊 （３）

犺犮 ＝狀犿·
犾犿

狀槡犿

－ 狀狅
１
·
犾狅
１

狀狅槡 １

＋狀狅
２
·
犾狅
２

狀狅槡

烄

烆

烌

烎２

（４）

犺狊 ＝狀犿·
犾犿
犫犿
－ 狀狅

１
·
犾狅
１

犫狅
１

＋狀狅
２
·
犾狅
２

犫狅
（ ）

２

（５）

式中，犮为波段数；ω犮为每一波段的权重因子；σ犮为

对象像元的标准方差；ω犮为紧凑度权重；狀为对象

像元数；犾和犫分别为对象的周长和对象外接矩形

的最短边。

由于试验区中既有大型地物，如植被、农田，

又有建筑物、道路和裸地，鉴于不同的分割尺度对

大小相差悬殊地物的分类结果影响较大，因此，从

全局来看，该试验区应选择不同的影像分割尺度。

如图２所示，当分割尺度为６０时，街区的圆形花

坛为单独的多边形对象，而尺度为１００时，花坛被

归入其他的多边形。故首先选择较大的影像分割

阈值，对影像进行粗略分割，使得大型地物所覆盖

区域与影像分割后的对象大体一致；然后，在粗略

分割的基础上再选择较小的分割阈值，对影像进

行精细分割，从而使得不同尺度分割得到的影像

对象更能逼近真实的地物形状，也使对象更加纯

净。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分别选取１００、６０和３０

作为影像分割阈值，取光谱权重ω为０．６５，则形

状权重相应地为０．３５，其中紧凑度权重和光滑性

权重都设为０．５，代入影像分割计算式（１）～

式（５），得到大、中、小３个尺度的对象，如图３所

示，不同的对象层次对应相应尺度的地物类别的

提取。

２．２　特征选择和分类层次结构的建立

特定的地物目标总是与一定的特征及特征组

合相联系，对于一些光谱特征较为相似的地物，应

图１　ＡＤＳ４０彩红外影像

Ｆｉｇ．１　ＡＤＳ４０Ｃｏｌｏ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Ｉｍａｇｅ
　　　

图２　不同尺度分割的局部细节对比

Ｆｉｇ．２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

图３　３个分割尺度得到的对象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Ｓ４０Ｉｍａｇｅａｔ３ＳｃａｌｅＬｅｖｅｌｓ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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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其他特征或者特征组合来识别区分，所以如

何定义特征空间将各个地物目标提取出来，构建

知识库结构是分类的关键。本文根据研究区地物

的特点，选取不同的特征或特征组合来区分各类

地物，如表１所示。表１中，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ｄｔｈ为对

象的长宽比；ＮＤＶＩ＝
ｂａｎｄ３－ｂａｎｄ２

ｂａｎｄ３＋ｂａｎｄ２
；Ｓｈａｐｅ＝

犲

４槡犃
，犲为边长，犃 为对象面积；ｂａｒｅｉｎｄｅｘ＝

ｂａｎｄ３＋ｂａｎｄ２。

通过多尺度分割得到多个影像对象层，可以

构建一个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独特的分类层次等

级网络体系，如图４所示。不同类别的信息提取

在相应尺度的影像对象层中进行，实现了在一种

固定空间分辨率的影像中准确提取多种不同尺度

的地物类别。例如在大尺度分割对象的层次上提

取建筑物、阴影信息，在中尺度分割基础上区分植

被与非植被。

表１　用于分类的各类地物特征

Ｔａｂ．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类 分类中所用的特征

建筑物 光谱特征，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ｄｔｈ

树木 光谱特征，ＮＤＶＩ值，纹理

农田 光谱特征，ＮＤＶＩ值，纹理

裸地 ｂａｒｅｉｎｄｅｘ，纹理特征

水泥地面 光谱特征

沥青公路 光谱特征，Ｓｈａｐｅ指数，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ｄｔｈ

塑胶操场 光谱特征（均值），纹理特征

建筑阴影 光谱特征，邻接特征

树木阴影 光谱特征，邻接特征

２．３　分　类

为了对影像对象的不同特征如光谱、形状、大

小及其他的不确定性特征进行比较，本文采用模

糊分类器对ＡＤＳ４０影像进行分类。模糊数学分

类法利用模糊思想，即用关系度或可能度来表示

每个对象隶属于某一类的概率，其基本理念是用

［０，１］这样一个连续范围取代“是”与“非”这两个

严格的逻辑表征，０表示完全的非隶属关系，１表

示完全的隶属关系，处于０～１之间的值介于

“是”与“非”之间［６］。模糊数学分类法允许特征之

间进行组合，甚至是范围和大小非常不同的特征

也可以进行组合，它对类进行描述可用不确定性，

其分类结果更能表达不确定的人类知识，并产生

与人类语言、思维更接近的分类结果［７］。

以三层分割得到的影像对象为基础，按照图

４所建立的分类层次结构图，采用分层分类、逐层

掩膜的方法得到ＡＤＳ４０影像的分类结果图（见图

５）。具体地讲，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１）一级分类。在第一层分割得到的大尺度

对象上提取建筑物、阴影信息。针对分割出来的

对象，选择对象的多光谱灰度平均值构建建筑物

和阴影类的隶属度函数，分别提取建筑物类和阴

影类对象。

２）二级分类。首先，以一级分类得到的建筑

物类和阴影类为掩膜，选择 ＮＤＶＩ值构建植被类

的隶属度函数，同时利用光谱特征和纹理特征提

取塑胶操场类；然后，以非阴影类为掩膜，根据阴

影的邻接特征将阴影分为建筑物阴影和树木阴

影，即如果阴影的邻接地物为建筑物，则此阴影为

建筑物阴影，反之为树木阴影。

３）三级分类。在二级分类的基础上，从大类

中逐级区分细小的类别。例如，根据植被的纹理

特征将植被划分为树木１和农田；利用ｂａｒｅｉｎ

ｄｅｘ和纹理特征提取裸地信息，并进一步用对象

的Ｓｈａｐｅ指数、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ｄｔｈ来区分水泥路面

１和沥青公路１；最后在小尺度对象的基础上，利

用阴影对象的邻接特征，将阴影掩盖下的地物真

实类型提取出来。例如，若建筑物阴影的邻接地

物为水泥路面，则此建筑物阴影应归入水泥路面

类；否则应划分为树木类。

图４　ＡＤＳ４０影像的分类层次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ＡＤＳ４０Ｉｍ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精度评价

为了说明基于对象级的分类方法更加适合于

几何信息和结构信息丰富的ＡＤＳ４０影像的自动

识别分类，本文采用传统的基于像元的最大似然

法对研究区进行分类，得到分类结果图（见图６）。

为了客观定量地评价这两种分类方法的优

劣，在试验区采用相同的分类精度检验点来进行

分类精度评价，精度评价结果见表２。

从精度对比可以看出，传统方法分类总精

度仅为６４．６５％，而对象级方法分类总精度达到

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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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面向对象分类法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图６　最大似然法分类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表２　犃犇犛４０影像总体分类精度对比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面向对象分类 最大似然法的分类

生产者精度 用户精度 生产者精度 用户精度

建筑物 ９１．８４％ ９１．８４％ ６４．８１％ ７１．４３％

植被 ８７．８８％ １００％ ６９．０５％ １００％

农田 ８６．６７％ ９２．８６％ ５９．４６％ ７８．５７％

塑胶操场 ９０．７０％ ８６．６７％ ６１．９０％ ５７．７８％

沥青公路 ９１．４３％ ９４．１２％ ６２．７１％ ５４．４１％

水泥路面 ９２．８６％ ８２．５４％ ６２．７５％ ５０．７９％

裸地 ８６．００％ ８７．７６％ ７１．７４％ ６７．３５％

总体精度 ９０．０３％ ６４．６５％

Ｋａｐｐａ值 ０．８８２２ ０．５８４９

９０．０３％，在精度上有了大幅度提高。观察两幅分

类结果图可以看出，传统方法由于只利用了像素

的光谱特征进行分类，使得一些光谱相近的地物

很难区分，如建筑物阴影和植被阴影掩盖下的真

实地物类型存在严重混淆，许多建筑物阴影掩盖

下的水泥路面被分为沥青公路。同时，图６中分

布有许多细碎的小斑块，即所谓的“椒盐现象”，可

见传统方法在高分辨率ＡＤＳ４０影像的信息提取

中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对象级方法不仅利用对象

的光谱特征，更充分利用了对象的空间特征进行

分类，从而减少了分类结果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分

类的精度，如利用阴影的邻接特征和形状特征，准

确地解译出阴影掩盖下的地物真实类型。由此可

见，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更加适合于几何信息和

结构信息丰富的ＡＤＳ４０影像的自动识别分类。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ＡＤＳ４０影像的空间分辨率高而光

谱分辨率相对不足的特点，采用一种基于多尺度

分割的对象级遥感分类方法，充分利用ＡＤＳ４０影

像的光谱、纹理、形状、结构及影像中地物之间的

上下文信息，不仅显著提高了ＡＤＳ４０影像的分类

精度，而且使分类后的影像含有丰富的语义信息，

同时避免了“椒盐”现象的发生。

虽然基于对象的分类方法在高分辨率影像分

类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和优势，但以下问题需进

一步研究：① 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分割尺度，使

得在特定的尺度下突出一部分特定的地物信息，

又避免损失另外的地物信息［８，９］；② 如何在众多

的特征参数中选取能代表目标本质的特征及特征

组合来达到最佳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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