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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变化检测自适应阈值分割的犓狉犻犵犻狀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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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统计理论的自适应阈值分割方法，用于多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变化检测研究。

针对未确定类别的目标像素点，分别以局部区域内的变化类和非变化类为样本点，将目标点的实际值和估计

值进行比较，以确定目标点的类别。为验证本方法的优越性和自适应性，分别与系列传统阈值分割方法进行

了对比分析。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能够有效去除伪变化信息，减少目标的错判、误判率，提高检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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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时相遥感变化检测是通过分析同一区域不

同时相的遥感影像，获取变化信息，用于环境监

测、土地利用与覆盖和 ＧＩＳ数据更新等方面
［１］。

差异影像法是多时相遥感影像变化检测技术中常

采用的一种方法。阈值的有效确定是差异影像变

化检测的关键性技术之一，变化阈值的选定直接

影响检测精度。Ｎｉｅｌｓｅｎ
［３］采用了ＭＡＤ原理选取

全局最优阈值，以实现变化检测。Ｂｒｕｚｚｏｎｅ
［４］采

用最大似然概率和马尔柯夫随机场理论，考虑空

间上下文信息，提出了一种自适应的阈值选取方

法。实验结果表明，在遥感变化检测中，差异影像

并非严格服从高斯分布，空间统计理论［５］中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估计方法对样本的分布模型没有严格要

求，是一种很好的线性无偏估计方法。本文采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估计方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一种顾及空

间上下文信息的自适应阈值分割方法。

１　算　法

１．１　自适应阈值

遥感变化检测阈值分割，是在获取差异影像

的基础上，对其直方图进行分析，采用阈值分割技

术，进行变化类和非变化类的分割。本文采用相

关系数法生成差异影像［８］。

假设差异影像的灰度直方图如图１（ａ）所示，

灰度级为［０，犔］，可以设定两个阈值犜１、犜２，将直

方图有效划分为３个区间，即变化类ω犮、未确定

区域ω狑和非变化类ω狌，对于像素值犡，满足：

犡∈ω犮，０≤犡≤犜１

犡∈ω狑，犜１ ＜犡＜犜２

犡∈ω狌，犜２ ≤犡≤

烅

烄

烆 犔

（１）

　　基于空间统计理论的自适应阈值选取的原理

是，首先通过全局阈值犜１、犜２获取ω犮和ω狌，然后

根据邻域内的ω犮和ω狌像素，将未确定类别ω狑判

定为ω犮或ω狌，使得ω狑的误分概率最小。

Ｋｒｉｇｉｎｇ估计方法以局部区域内ω犮和ω狌为样

本点，对目标点进行估计。设估计值为犉（狓犮犻），狓
犮
犻

∈ω犮和犉（狓
狌
犻），狓

狌
犻∈ω狌，然后比较目标点狓的真实

值狏狓和估计值之间的差异程度，对目标点的类别

进行判定。局部区域目标点估计如图１（ｂ）所示，

犡为目标像素点，犡１ 为变化类，犡２ 为非变化类。

目标像素点属性判定规则为：

狓∈ω犮，狘犉（狓
犮
犻）－狏狓狘＜狘犉（狓

狌
犻）－狏狓狘

狓∈ω狌，狘犉（狓
犮
犻）－狏狓狘＞狘犉（狓

狌
犻）－狏狓

烅
烄

烆 狘

（２）

２．２　犓狉犻犵犻狀犵基本概念

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的估计公式为：

犣（狓０）＝∑
狀

犻＝１

λ犻犣（狓犻） （３）

该公式估计误差的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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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目标像素类别分析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ｉｘｅｌ

犈（犣（狓０）－犣（狓０））＝犈［犣（狓０）］（∑
狀

犻＝１

λ犻－１）

（４）

为了保证无偏估值，令Ｅ（Ｚ（ｘ０）－Ｚ（ｘ０））＝０，

有：

∑
狀

犻＝１

λ犻 ＝１ （５）

根据这一条件，估计值误差的方差表达式为：

犛＝ｖａｒ（犣（狓０）－犣（狓０））＝２∑
狀

犻＝１

λ犻γ（狓犻－狓０）－

∑
狀

犼＝１
∑
狀

犻＝１

λ犻λ犼γ（狓犻－狓犼）－２μ（∑
狀

犻＝１

λ犻－１）

使估计方差最小，则有：

犛

λ１
＝０，

犛

λ２
＝０，…，

犛

λ犻
＝０

得到：

∑
狀

犻＝１

λ犻γ（狓犻－狓犼）＋狌＝γ（狓犼－狓０），犼＝１，…，狀

∑
狀

犻＝１

λ犻 ＝１

式中，γ犻犼＝γ（狓犻－狓犼），即距离为狓犻和狓犼之间的变

异函数值，γ（犺）称为变异函数。样本的变异函数

值为：

γ（犺）＝
１

２犖犺∑

犖犺

犻＝１

［犣（狓犻＋犺）－犣（狓犻）］
２ （６）

它是点对间差异的一半，因此将γ（犺）称为半方

差。以γ（犺）为纵轴，犺为横轴，绘制出γ（犺）随犺

增加的变化曲线为半方差图，如图１（ｃ）所示。半

方差图有变程犚、基台值犆０＋犆３ 个基本参数，块

金值犆０，常用的模型有球状模型、高斯模型、指数

模型等［５］。

２　实验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描述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实际效果，采用了多时相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了实验。数据为某一城市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的多波段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图像

大小为８４３像素×１０３像素，空间分辨率为２ｍ，

采用的波段数为４，包括犚、犌、犅和近红外波段，

犚、犌、犅波段的彩色合成影像如图２所示。研究

区域内，与２００２年的影像相比较，２００５年的影像

中人工建筑物信息变化明显，图２（ａ）左上方和右

下方都存在大面积新人工建筑物，同时影像中也

存在较多小面积人工建筑物。

图２　实验原始数据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Ｉｍａｇｅｓ

２．２　分割算法对比分析

采用实验区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的多波段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为输入值，采用邻域相关系数法

生成差异影像，结果如图３（ａ）所示。对差异影像

进行线性拉伸，得如图３（ｂ）所示直方图。为验证

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实验中将本文基于空间统计

自适应阈值法和几种常用的阈值分割算法进行比

较，常用的阈值分割算法为循环分割、ＫＳＷ（Ｋａ

ｐｕｒ，Ｓａｈｏｏ，Ｗｏｎｇ）、Ｏｓｔｕ、贝叶斯决策法。贝叶

斯决策法的分割原理为，通过初始阈值犜１、犜２获

取变化类ω犮和非变化类ω狌，分别计算其均值狌
犻和

方差σ
犻，犻＝（犮，狌），视样本服从正态分布，根据公

式：

狆（狓）＝ｅ
－
（狓－狌）

２σ
２

分别计算未确定类别ω狑在变化类和非变化类中

的概率，选择概率大的为类别属性。

各种算法对应的阈值分别如表１所示，分割

结果如图３（ｃ）～３（ｇ）所示。对于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

像，目视分析发现，本文方法获取变化区域小于其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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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法，且能够有效去除部分伪变化信息，比如实

验区域中心处的民宅区域，其他几种分割算法在

此区域中检测为大量变化信息，而本文方法能够

有效去除此现象。生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本文

采用的自适应分割算法利用了整体影像信息、样

本自身信息、邻域内其他像素点信息。通过实验

分析发现，初始阈值犜１、犜２ 的选定对本文方法分

割结果的影响较为明显，通过分析差异影像的直

方图，将区间［犜１，犜２］适当设大，然后通过空间

统计自适应阈值进行分割。变异函数的选取对分

割结果也将产生一定影响，本实验采用的是指数

模型：γ（犺）＝０．２２＋０．９［１－ｅｘｐ（犺／２０）］。实验

过程发现，分割结果与局部区域大小存在一定关

系，对目标点的估值，局部区域内有１５个左右样

本点就能够产生有效的估计值。

表１　各种算法分割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Ｓｅｖｅｒ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循环分割法 Ｏｓｔｕ ＫＳＷ 贝叶斯决策 本文方法

阈值 ２４９ ２４７ ２５４ １６０／２８０ １６０／２８０

Ｋａｐｐａ ０．７３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７０ ０．８３

犘狋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５５

犘犾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２３ ０．１９

犘犳 ０．４４ ０．４３ ０．４７ ０．３４ ０．２６

　　为定量评价各种分割算法的优越性，将各种

方法的分割结果与参考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参考

区域如图２（ｂ）所标注区域，采用混淆矩阵进行精

度评定，精度评定的指标为 Ｋａｐｐａ系数、总体精

度犘狋、漏检率犘犾、虚检率犘犳。总体看来，本文方

法的检测精度比其他阈值分割方法的精度有较大

提高，能有效利用局部区域内空间上下文信息，与

传统阈值分割方法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统计理论的自适应

分割算法，以Ｋｒｉｇｉｎｇ估计方法为理论基础，对局

部区域进行自适应分割，此方法无局部区域需服

从特定模型分布的要求，从理论上分析，本文方法

比基于模型分布的自适应分割方法的应用范围更

为广泛。同时，本文的自适应分割方法同时考虑

了整体和局部信息，有效利用了局部上下文信息，

能够有效消除伪变化信息。实验采用多时相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为输入值，通过相关系数法生成

差异影像，采用本文的自适应阈值方法进行分割。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与传统阈值分割方法相

比，能够减小伪变化信息，提高检测精度。初始阈

图３　采用相关系数法获取的差异影像、直方

图及各种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Ｕｓ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Ｉｔａｎｄ

Ａｒｒａｙ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值犜１、犜２ 的有效选取对本文方法获得结果有明

显影响。本文实验中通过人工选定的办法进行初

始阈值的设定，如何有效、智能选取初始阈值有待

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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