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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犇犛犕
建筑物点的提取研究

穆　超１　余　洁１　许　磊１　郭培煌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采用基于小面积去除方法的中值ＳＵＳＡＮ噪声点平滑方法，结合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对ＤＳＭ 中房屋

点的提取进行了探讨。实验表明，本方法能有效地从ＤＳＭ 中提取绝大部分建筑物点，有助于建筑物的精确

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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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载激光扫描系统在数字摄影测量与地理信

息系统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利用激光扫描数

据，能够快速地获取地面三维信息，进而生成数字

表面模型（ＤＳＭ）。随着“数字城市”的发展，三维

城市数据的自动采集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从激光

扫描测距数据直接获取建筑物的三维信息变得越

来越重要。

利用激光扫描数据提取建筑物可以分为以下

两大类：① 单纯以获取的机载激光测距数据来提

取建筑物，如美国普渡大学Ａｌｈａｒｔｈｙ等人对具有

两次反射距离的纯激光测距点提取建筑物进行了

研究；荷兰代夫特大学Ｖｏｓｓｅｌｍａｎ等人根据点云

和地平面信息，采用三维霍夫变换来提取建筑物；

美国Ｏｈｉｏ大学 Ｍｉｃｈｅｌ等人采用区域增长方法，

对机载激光数据的内插和建筑物提取进行了比较

深入的研究。这些单纯以激光测距数据来提取建

筑物的方法，因为没有地面物体的几何形状等直

接信息作为参考，提取的建筑物区域不够准确［１］。

② 随着获取航空影像分辨率的逐步提高，融合激

光测距数据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来提取建筑物逐

渐成为主流。如日本东京大学的 ＧｕｏＴａｏ等人

首先利用高分辨率卫星图像提取 ＮＤＶＩ植被指

数，对非房屋点进行分类；然后结合激光数据提

取地面点ＤＥＭ，应用ＤＥＭ和所有激光点形成的

ＤＳＭ得到正则化的ＤＳＭ；最后经过分割可以提

取出建筑物［２］。

１　采用决策树分类方法对非房屋点

粗分类

　　本文所采用的实验数据是１ｍ 分辨率的

ＤＳＭ点云数据和同一地区的０．５ｍ分辨率的航

拍正射影像，如图１所示。从图１（ａ）中可以看

到，ＤＳＭ中由于存在噪声点及一些孤立的微小物

体，比如汽车、孤立的树木、建筑物周边的院墙等，

使得整个ＤＳＭ 表面杂乱无章，从而给房屋目标

的识别、提取和精确重建带来困难。因此，必须先

对非房屋点进行有效的滤除。本研究先利用航拍

正射影象的光谱特征，对其进行决策树方法的粗

分类，以便将大部分房屋区域识别出来。

图１　实验数据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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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树是遥感图像分类中的一种分层处理

结构，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一些判断条件对原始数

据集逐步进行二分和细化。其中，每一个分叉点

代表一个决策判断条件，每个分叉点下有两个叶

结点，分别代表满足和不满足条件的类别。这种

方法不需要依赖任何先验的统计假设条件，而且

可以方便地利用除亮度值以外的其他知识，生成

的决策树或产生式规则集具有结构简单直观、容

易理解以及计算效率高的特点，所以在遥感影像

分类和专题信息提取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３］。

实验采用ＥＮＶＩ软件，运用决策树分类器对

正射航空影像进行分类。决策树分类流程如图２

所示，本实验首先在红（Ｂａｎｄ１）、绿（Ｂａｎｄ２）、蓝

（Ｂａｎｄ３）３个波段的正射影像中选取训练样本，笔

者选择了树木（ｔｒｅｅ１）、易反光的树木（ｔｒｅｅ２）、建

筑物（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和道路（ｒｏａｄ）４类训练样本。然

后根据光谱特征值分别计算样本中４类地物的最

大值、最小值以及平均值。如图３所示，经过反

复实验，建立了如下地物区分准则：先采用光谱

值Ｂａｎｄ２＞Ｂａｎｄ３且Ｂａｎｄ１＜７７或者Ｂａｎｄ１＞

Ｂａｎｄ３且Ｂａｎｄ３＜６２。这一准则可以提取出树木

（ｔｒｅｅ１），对于道路部分，取Ｂａｎｄ３＞１２６作为区分

准则，提取出道路 （ｒｏａｄ）。剩下的部分则为建筑

物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和易反光的树木 （ｔｒｅｅ２）。采用决

策树粗分类后，将提取出的建筑物和易反光树木

部分以白色表示，树木及其他部分以黑色表示，初

步分出了建筑物和非建筑物两类，其结果如

图４（ｂ）所示。为了评价分类实验的精度，随机

选取了２５０个样本，对上述样本点进行目视判读

并与所分类别比较。建立混淆矩阵，得出了总体

分类的精度为８３．１％。可以看出，提取的区域较

好地保留了建筑物轮廓以及整体，所有建筑物均

被保留。由于正射影像上的一些树木对光线反射

非常强，与建筑物的反射值重叠较大，所以不容易

区分，但易反光的树木部分很零散，可以通过小

面积去除方法，去除零散部分。

２　采用小面积消除方法去除“零散

部分”非建筑物点

　　从决策树分类结果图４（ｂ）可以看出，该方法

能初步分出建筑物和非建筑物点，但是仅凭正射

影像的光谱特征分类，还不能达到理想结果，主要

原因是正射影像中一些植被光线反射非常强，与

建筑物反射值相差无几，并且可供参考的只有红、

绿、蓝３个波段的数据，所以在决策树分类中分类

图２　决策树分类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３　训练样本光谱特征值统计

Ｆｉｇ．３　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ａｔｉｃ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图４　决策树的构建及分类结果

Ｆｉｇ．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不完全，建筑物区域提取很零散。

笔者采用“小面积消除”方法对分类后的小面

积零散区域进行去除。其核心思想是：在图４（ｂ）

所示的区域中，先把分类后的图像二值化，其中相

互连接的白像素的集合成为一个（白）区域，通过

对每个（白）区域进行计算，统计出每个连通区域

所包含的像素数，当图像中的某个区域面积（像素

数）在阈值以下时，则消去该区域，全部设置为０

（黑），由此得到新图像。

采用四点邻连通方法统计每个连通（白）区域

所包含的像素数，即对于存放在缓冲区内的图像，

依次对图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逐个像素扫描，如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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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现某像素点像素值为２５５（白）且属性值为空

（意味该点没有被检测过），则将该点入栈，赋予该

点一个属性值。利用矩阵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Ｔ

，

依次检测该点的正右、正上、正左、正下４个相邻

点的像素值，进行连通性的判断。如图５所示，依

次判断某点犪的正右点犪 ０、正上点犪１、正左点

犪２、正下点犪３，设犪点坐标为犪（狓，狔），则犪点的正

右、正上、正左、正下４个点坐标依次为犪（狓＋１，

狔）、犪（狓，狔－１）、犪（狓－１，狔）、犪（狓，狔＋１）。

如果相邻的像素也为白色点且属性值为空，

则把该白色点入栈，标记成与中心点相同的属性

值，并且该区域的面积增加１个单位。采用递归

的方法，依次计算每个不同属性值的白色连通区

域的像素数（面积）。

图５　四点邻连通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ＦｏｕｒＰｏｉｎｔ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

统计白色连通区域，根据一般单栋楼房的建

筑面积，去除面积小于或等于２００的零散白色区

域。结果如图６（ａ）所示，可以看到区域中大部分

的白色零散点已经被有效去除，建筑物部分都涵

盖在剩下的白色区域中了。但在某些房屋区域中

由于屋顶水箱、通向屋顶的小阁楼及其阴影，在分

类后的影像上容易存在孤立的小黑色块。可再使

用小面积去除方法，统计黑色连通区域面积，去除

这些孤立的小黑色块。将小面积去除后的图像

“叠加”到ＤＳＭ中，即图像上白色点区域在ＤＳＭ

上的高程不变，黑色点由于是地面点或者非建筑

物点，使其对应在ＤＳＭ上的高程值置为０。在城

区部分，根据调研，绝大多数房屋高程值大于３

ｍ，所以在ＤＳＭ中，使高程值小于等于３ｍ的点

也置为０，其结果如图６（ｂ）所示。

可以看到，图６（ｂ）中大部分的建筑物点被

有效保留，但房屋边缘部分有残缺，还有些噪声没

有完全消除。为了使房屋边缘更平滑，笔者采用

改进的ＳＵＳＡＮ滤波方法对ＤＳＭ 点云数据进行

平滑滤波处理。

图６　决策树分类后小面积去除的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Ｒｅｇｉｏｎｓ

３　犇犛犕中建筑物点的边缘平滑

对建筑物边缘的平滑滤波处理，需要考虑对

象的完整结构，而常用的滤波方法都是对处理对

象的整体平滑，并没有考虑房屋的整体结构。为

此，本文采用了一种改进的ＳＵＳＡＮ滤波方法，即

中值ＳＵＳＡＮ滤波器。中值ＳＵＳＡＮ滤波器使用

非线性的滤波器来寻找影像的哪些部分是和每个

独立的像素密切联系的，每个像素都有一个和其

亮度最相似局部的影像区域，而不会使用不相关

区域的领域与之联系，所以房屋结构被完整保存。

新的特征探测器会使得这个局部的区域最小，并

且在平滑噪声时使用这些区域作为滤波邻域［４］。

其实验过程如下。

针对小面积去除后的ＤＳＭ 影像数据，使用

一个狊×狊的窗口，在影像上逐个像素卷积。目标

影像上像素的灰度值由式（１）
［５］计算而得：

犵（犻，犼）＝
∑
狊

犽＝－狊
∑
狊

犾＝－狊

犺·犳（犻－犽，犼－犾）

∑
狊

犽＝－狊
∑
狊

犾＝－狊

犺

（１）

式中，犽 ＝ －狊，…，狊；犾＝ －狊，…，狊；犺 ＝

ｅｘｐ －
犽２＋犾２

２σ
２ －

（犳（犻－犽，犼－犾）－犳犿（犻，犼））
２

２犜（ ）２
，犜

为原始的ＳＵＳＡＮ滤波器中的阈值（在这里犜取

１．０），犳犿（犻，犼）是像素犳（犻，犼）狊×狊领域中像素值

的中值，ｍｅｄｉａｎ为中值滤波器；犵（犻，犼）为与之对

应的处理后的目标影像上的像素值；犳（犻，犼）为小

面积去除后的ＤＳＭ 影像的像素值；狊是用于计

算的窗口区域的尺寸。

图７是经过中值ＳＵＳＡＮ滤波后的效果图。

此算法的目的是使用尽可能多的“合适”邻域来计

算平均值，可以看到房屋的整体结构被有效保留，

边缘部分被平滑，有利于房屋的边界提取。

　　 从以上的实验结果来看，该方法对于从大面

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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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经过中值ＳＵＳＡＮ滤波后的效果图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ｓｉｎｇＭｅｄｉａｎＳＵＳ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积的ＤＳＭ 点云数据中提取建筑物点是行之有效

的。首先进行的正射遥感影像决策树粗分类，实

际上是对该区域建筑物边缘的提取。影像上由于

存在易反光的树木，这些树木的高程和光谱特征

与周围建筑物极为相似，并不能通过决策树方法

分离出来。尽管分类精度较好，但经过检验发

现，误判的像元主要由于树木和易反光的树木交

错存在，且某些道路的光谱特征与建筑物相似。

所以由分类结果图４（ｂ）可以看出，某些道路部分

被误分为建筑物部分。但这些道路部分高程小于

３ｍ，最后仍被去除。易反光的树木部分比较零

散，用小面积去除的方法可以方便快速地去除这

些零散区域。将分类、小面积去除的影像“叠加”

到ＤＳＭ中后，房屋边缘部分由于分类误判，存在

残缺而形成噪声。为了使房屋边缘更平滑并且消

除这些噪声，最后通过改进的ＳＵＳＡＮ滤波方法

平滑边缘部分，且房屋的整体结构被有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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