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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象的对应分析在高分辨率
遥感影像变化检测中的应用

龚　浩１　张景雄１　申邵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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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基于对象的对应分析（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差值法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变

化检测，并将结果与基于像素的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差值法和ＣＡ差值法进行了

比较。实验证明，基于对象的ＣＡ差值法提高了变化检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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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遥感影像因其获取的便利性和重复性，已经

逐渐成为变化检测应用方面最主要的信息源［１３］。

然而，传统变化监测方法一般都基于像素进行处

理，没有考虑邻域信息。这种处理方式对高空间

分辨率的影像而言效果并不好，因为同一类别中

的光谱变异性增大了，容易将离散的像素错分，产

生伪变化［４］。而基于对象的思想可以改善这种情

况［５］：首先将影像分割成一些对象（同质区），后续

的处理过程都基于这些对象而不是单个像素［６］。

本文引入ＣＡ进行差值变化检测，提出了一种新

的基于对象的对应分析（ｏｂ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ＣＡ）差值法。

１　方法

１．１　犆犃

不同于ＰＣＡ，ＣＡ采用χ
２ 统计量的形式来刻

画波段内各像素与波段间的相关关系［７］。如果影

像数据有犮个波段，每个波段中共有狉个像素，则

可以构造一个狉行犮列的列联表犡狉×犮。矩阵犡

中的每一个元素都除以矩阵数值的总和，从而构

造出新的矩阵犣，其元素为：

狕犻犼 ＝狓犻犼／ｓｕｍ（犡） （１）

然后构造一个狉×１的向量狆，使它的每个元素代

表矩阵犣的每行元素之和，同时构造一个犮×１的

向量狇，使它的每个元素代表矩阵犣的每列元素

之和。

而χ
２ 统计量可以描述列联表中行列变量之

间的独立性，计算公式为：

χ
２
犻犼 ＝

（犗犻犼－犈犻犼）
２

犈犻犼
（２）

式中，犗犻犼为观测值；犈犻犼为期望值。如果将狕犻犼视为

观测值犗犻犼，狆犻、狇犼 的乘积视为期望值犈犻犼，就可得

到相应的矩阵犛来反映行变量与列变量之间的独

立性：

犛２犻犼 ＝
（狕犻犼－狆犻狇犼）

２

狆犻狇犼
（３）

矩阵犝 为：

犝 ＝犛
Ｔ犛 （４）

然后，计算出犝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使用犝 的

特征向量组成的矩阵作为变换系数矩阵，将原始

影像转换到新的成分空间中。

１．２　影像差值

在经过ＰＣＡ或ＣＡ变换之后，两个时相的影

像被分别变换到成分空间中。变换后影像的第一

波段就是第一成分影像，它解释了原始影像中的

大部分信息。因此，本文利用两个时相遥感影像

分别变换后的第一成分影像来进行差值。差值影

像的直方图一般近似于高斯分布，变化区域一般

分布在两个尾部，需要在分布曲线的两端分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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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阈值。

１．３　影像分割

鉴于常规的分裂合并算法对于复杂地物，特

别是高分辨率影像的分割效果并不理想，本文采

用了ＥＮＶＩ软件中的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插件模

块来进行影像分割。在分割过程中需要设定两个

参数：ｓｃａｌｅｌｅｖｅｌ和ｍｅｒｇｅｌｅｖｅｌ。ｓｃａｌｅｌｅｖｅｌ参数

用来调整分割出的图斑数量；而ｍｅｒｇｅｌｅｖｅｌ参数

则用来控制将较小的相邻图斑进行合并，改善上

一步分割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过分割现象。经过反

复实验，可以得到两个参数的最佳组合，进而得到

合理的图斑边界。当分割过程结束时，每个图斑

对象的光谱均值矢量也被记录下来作为对象的属

性。

在ＯＣＡ差值法的计算中，需要构造与前面

的基于像素的ＰＣＡ和ＣＡ差值法不同的按列存

储的灰度矩阵，如果影像中有狉个图斑对象和犮

个波段，则构造狉×犮矩阵，每一行是各个图斑对

象的光谱均值矢量。后续的计算与基于像素的

ＣＡ差值法相同。

２　实验与分析

实验数据为武汉市南湖区域的一块６４５像素

×５９３像素的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多光谱影像，空间分辨率

为２．４ｍ，有４个波段，两时相的数据分别获取于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分别采用基于 ＰＣＡ、ＣＡ 和

ＯＣＡ的差值法来进行变化检测并比较检测结果。

在进行变化检测之前，已经经过了影像间的配准

和相对辐射校正（见图１）。

２．１　分割策略

最直观的分割策略就是对两时相的影像分别

进行分割，然后将分割所得的边界矢量进行叠加，

这可以称之为“后叠加”策略。这种策略在实际执

行中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两时相影像灰度分布的

图１　原始影像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差异，会造成同一不变地物在两时相的分割过程

中得到的分割边界不完全一致，而且影像配准过

程中也会残留一定的配准误差，所以对于没有发

生变化的地物，两个时相的边界矢量不能完全叠

加在一起，这样在边界处会形成大量的破碎“伪变

化”图斑，影响了分割质量和后续检测精度。为解

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一种“前叠加”策略，先将两

时相原始影像进行叠合，形成一个８波段的新影

像，每个点的光谱维上就综合了两时相的信息，直

接对这个新影像进行分割，避免了矢量叠加过程

中引入的误差。

２．２　影像分割参数的确定

在影像分割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ｓｃａｌｅ

ｌｅｖｅｌ参数，而 ｍｅｒｇｅｌｅｖｅｌ参数主要是在合并过

程中消除比较小的零散图斑，属于后处理的部分，

这里不作讨论。如果分割尺度过小，则同一块地

物会被分成几块不规则的小图斑，造成后续检测

的误差；而如果尺度过大，则会将原本不同的地物

合成一块图斑，造成混淆。通过不断调整参数设

置并对比分割结果，并结合武汉地区的土地利用

图，最终确定ｓｃａｌｅｌｅｖｅｌ为６５，ｍｅｒｇｅｌｅｖｅｌ为７０，

分割图斑见图２。

２．３　波段变换

将遥感影像分别进行基于ＰＣＡ、ＣＡ和ＯＣＡ

的变换，分别获取第一成分影像，如图３所示。

２００５年的影像变换结果与２００２年类似。

　
图２　图斑影像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ｏｆＰａｒｃｅｌｓ
　　　　　　　　　

图３　对２００２年的影像进行变换得到第一成分影像

Ｆｉｇ．３　Ｆｉｒｓ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２００２Ｉｍａｇｅ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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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影像差值结果

差值影像的直方图如图４所示。在两个时相

影像上灰度变化不大的区域集中在均值附近，而

灰度变化明显的则分散在直方图两端的尾部。通

过设置阈值可以提取两端尾部的变化区域。

图４　差值影像的直方图

Ｆｉｇ．４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

２．５　最佳阈值的确定

将确定阈值的过程与变化检测精度评定的过

程相结合，检测精度最高时的阈值为最佳阈值。为

了评估和比较变化检测结果，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的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全色影像被用作辅助数据，通过目视的

方法确定真实变化情况。随机选择检测点进行人

工判读，在变化和未变化的类别中各选取１００个检

测点用于精度评定。评定的主要指标为总体精度。

通过观察两时相的变化情况，将阈值的变化范围限

定在０．５σ～２σ之间（σ为差值影像的灰度标准

差），阈值从±０．５σ开始选取，每次增加０．１σ，直

到±２σ结束，共取１６组阈值计算变化检测的总体

精度，通过迭代最终得到最佳阈值（见表１）。

表１　最佳阈值

Ｔａｂ．１　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最佳阈值 左端阈值 右端阈值

ＰＣＡ ±１．３σ －１６７．７ ２１４．８

ＣＡ ±１．１σ －８３．０ ７６．７

ＯＣＡ ±０．７σ －５１．５ ５６．９

２．６　变化检测结果及分析

在确定了不同方法的最佳阈值之后，变化区

域被分别提取出来（见图５）。影像中右上角的部

分是湖面，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之间没有发生变化，

基于ＣＡ和ＯＣＡ的差值法都正确地将这片区域

判别为未变化区域，而基于ＰＣＡ的方法将这片区

域的一部分错判为变化区域。从检测结果上看，

基于像素进行处理的ＰＣＡ和ＣＡ差值法检测出

很多零散的离散的变化区域，类似于椒盐噪声，通

过对比参考影像可以判断出大部分为误判。出现

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因为基于像素所进行的处理

没有将邻域信息考虑进来，没有考虑到地面物体

作为一个图斑对象的整体存在。反过来，原本是

一块地物都发生了变化，而基于像素的方法往往

将一些地物内部的点判断为未变化，这就出现漏

检，因为同一物体内部的光谱性质可能有较大不

同，仅仅考虑像素的光谱信息会影响变化检测的

成功率。而基于对象的ＯＣＡ差值法因为将原始

影像转化为图斑对象进行处理，所以能避免一些

离散的错判像素对检测精度的影响，并能将一些

大面积的变化区域作为整体提取出来。

本文采用混淆矩阵（见表２）来展示３种算法

利用最佳阈值进行变化检测的精度。表中只有两

个类别：变化与未变化。精度评定则采用３个指

标：制图精度，用户精度和总体精度，把总体精度

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从检测精度上看，基于ＣＡ

和ＯＣＡ的方法比传统的基于ＰＣＡ的方法能获

得更高的总体精度，而且采用了基于对象的分割

技术的ＯＣＡ方法在基于点的ＣＡ方法的基础上

提高了检测的总体精度，并且无论对于变化类还

是非变化类，其制图精度和用户精度都较为均衡。

但ＯＣＡ方法仍存在一些检测错误，如影像左下

角的一片变化区域存在一些漏检的情况。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对象分割技术的 ＯＣＡ

差值法来进行高分辨率影像的变化检测，将处理

的尺度从像素变为图斑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基于像素方法的不足，排除了一些伪变化信息，

图５　变化检测结果（白色代表变化，黑色代表未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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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检测结果组成的混淆矩阵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Ｍａｔｒｉｘ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变化检测结果
检测点

未变化／像素 变化／像素 总共／像素
用户精度／％ 总体精度／％

ＰＣＡ 未变化／像素 ９４ ７１ １６５ ５６．９ ６１．５

变化／像素 ６ ２９ ３５ ８２．９

总共／像素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制图精度／％ ９４．０ ２９．０

ＣＡ 未变化／像素 ８３ ３２ １１５ ７２．２ ７５．５

变化／像素 １７ ６８ ８５ ８０．０

总共／像素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制图精度／％ ８３．０ ６８．０

ＯＣＡ 未变化／像素 ８０ ２０ １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变化／像素 ２０ ８０ １００ ８０．０

总共／像素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制图精度／％ ８０．０ ８０．０

获得了更高的检测精度。实验证明，ＯＣＡ差值法

可以有效进行高分辨率影像的变化检测，但仍有

一些问题有待解决：① 如何选择合适的分割参

数，并考虑如何对不同面积的地物采用不同的分

割尺度；② 如何快速有效地确定差值影像的检测

阈值，本文中是通过大量迭代计算确定的，如何能

够自动选取并避免长时间的迭代计算，也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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