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７２１。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７０１１２２，５０８０８０８９）；对地观测技术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９０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０）１０１２１２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利用多源遥感数据进行城市不透水面覆盖度估算

张　路１　高志宏１
，２
　廖明生１　李新延３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１００１０１）

（３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０３７号，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利用深圳实验区４种不同传感器获取的遥感数据，通过ＣＡＲＴ算法进行城市ＩＳＰ估算。讨论了多光

谱遥感数据的不同波段在ＩＳＰ估算中的重要性，比较了针对三种不同中分辨率影像建立的ＩＳＰ估算模型在性

能上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近红外波段对ＩＳＰ估算结果的贡献最大，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和成像辐射质量

的遥感影像得到的估算结果精度较高，所有的估算结果均在实际ＩＳＰ分布范围的两端分别存在着高估和低估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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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不透水面是一种水不能直接通过并且也

不能下渗到土壤中的人工地貌特征，包括城市中

由水泥、沥青、金属、玻璃等材质构成的建筑物屋

顶、道路、停车场等。不透水面覆盖度（ｉｍｐｅｒｖｉ

ｏｕ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ＩＳＰ）是指单位面积地表

中不透水面的面积所占百分比，它作为城市环境

系统中的关键因子，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水文

过程模拟、城市热岛效应分析以及城市专题制图

等研究中［１，２］。这些研究都要求获得准确可靠的

城市ＩＳＰ信息作为输入参数。

现有的研究已证明，利用遥感数据进行大范

围城市不透水面的估算和制图是一种廉价高效的

技术手段［３５］。随着遥感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地观

测卫星可以获取到不同波段、不同分辨率、不同时

相的多源遥感数据，为城市ＩＳＰ估算提供了非常

丰富的数据源［６８］。近年来，基于统计模型或机器

学习的城市ＩＳＰ遥感估算方法相继被提出，如多

元回归分析［４］、光谱混合分析［３，６］、人工神经网

络［９］、分类回归树［１０］等。然而，目前大多数研究

只利用单一或者较少种类的遥感数据，并未对多

源遥感数据应用于ＩＳＰ估算时在性能上的异同进

行定性或定量的比较研究，综合利用多源遥感数

据的优势进行城市ＩＳＰ估算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分类回归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ＣＡＲＴ）是Ｂｒｅｉｍａｎ在１９８４年提出的一种

非参数统计模式识别算法［１１］。ＣＡＲＴ的基本思

想是通过对独立变量和目标变量构成的训练数据

集在一定分割准则下进行循环二分，直至不可再

分成为叶节点为止，最终形成二叉树形式的决策

树结构，根据产生的一系列决策规则和回归模型

进行离散目标变量的分类和连续目标变量的预

测［１１，１２］。构造ＣＡＲＴ树采用的思路是在整体样

本数据的基础上，生成一个层次多、叶节点多的大

树，以充分反映数据之间的联系，然后对其进行删

减，产生一系列子树，从中选择适当大小的树，用

于对数据进行分类和预测。

１　基于犆犃犚犜的犐犛犘遥感估算

１．１　实验数据与预处理

本文选择的实验区内主要地物类型有建筑

物、道路、空地、植被和水域等，整个实验区内各种

地物类型交错分布，地块较为细碎，较难解译，如

图１所示。

实验 选 择 了 深 圳 经 济 特 区 的 ＩＫＯＮＯＳ、

ＳＰＯＴ５ＨＲＧ、ＣＢＥＲＳ０２和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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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深圳实验区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４种类型的遥感影像。其中，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获取的

ＩＫＯＮＯＳ高分辨率影像包括１ｍ分辨率的全色

波段和４ｍ 分辨率的多光谱波段数据，两者经

ＩＨＳ方法融合处理后得到１ｍ的多光谱影像，用

于提取ＩＳＰ估算的训练和测试数据。为了满足城

区各种透水面和不透水面地物样本选取的需要，

在实验区内均匀随机选取多个样本点。同时，为

了对比分析多源传感器和不同分辨率遥感影像数

据的不透水面估算效果，收集了研究区内与ＩＫＯ

ＮＯＳ 数 据 获 取 时 间 相 近 的 ＳＰＯＴ５ ＨＲＧ、

ＣＢＥＲＳ０２和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影像数据，所有遥

感影像质量都比较好，没有云及其阴影的干扰。

上述所有数据都进行了基本的预处理，以ＳＰＯＴ５

数据为参考影像，选择一定数量的控制点将其他

影像数据进行相对几何校正，经地图投影转换和

重采样后，统一到 ＵＴＭ／ＷＧＳ８４投影坐标系下，

最终 ＩＫＯＮＯＳ、ＳＰＯＴ ５ ＨＲＧ、ＣＢＥＲＳ０２ 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的空间分辨率分别为１ｍ、１０ｍ、

２０ｍ和３０ｍ。

１．２　训练和测试样本的获取

不透水面覆盖度（ＩＳＰ）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的获取是基于ＣＡＲＴ方法实现ＩＳＰ遥感估算的

关键步骤，直接关系到最后预测模型的质量，其主

要步骤包括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类和ＩＳＰ估算参

考数据的统计。

对覆盖研究区域的ＩＫＯＮＯＳ影像数据，采用

最大似然算法进行监督分类，提取的城市土地利

用／覆盖类型包括不透水面（主要由建筑物、道路

和水泥面组成）、草地、树木、农田、裸地、水体和阴

影。获得了总分类精度为９１．１２％，Ｋａｐｐａ系数

为０．９０４２的分类结果，能够满足获取ＩＳＰ训练

和测试数据的精度要求。从不透水面分类结果

中，统计落在１０×１０、２０×２０和３０×３０等３种不

同大小的滑动窗口内的不透水面像元总数，从而

可以得到窗口中心像元处的ＩＳＰ，最后将统计结

果重采样到中等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像元大小作为

ＩＳＰ参考数据，作为预测模型的目标变量。图２

为原始ＩＫＯＮＯＳ图像及其对应于不同分辨率的

ＩＳＰ统计结果，从图２（ｂ）可以看出重采样到１０ｍ

分辨率的ＩＳＰ结果能够很好地反映不同地物的不

透水面组成，建筑物一般具有很高的ＩＳＰ（达８０％

以上），绿地则很低（３０％以下），而在两者混合区

具有中等偏高的百分比。重采样到２０ｍ和３０ｍ

分辨率的ＩＳＰ虽然丢失了一些细节信息，但主要

的ＩＳＰ特征仍然得到较好的保留，如图２（ｃ）、２（ｄ）

所示。

图２　不同分辨率的ＩＳＰ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ＳＰＭａｐ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阴影的实际地物

类型无法确定，被分为阴影的部分未参与ＩＳＰ的

统计。另外，如果高分辨率影像的获取时间与中

等分辨率遥感影像不一致，在选取ＩＳＰ估算的训

练和测试数据时，地表覆盖发生变化的样本将不

予考虑。

１．３　犐犛犘预测模型的建立

在建立基于ＣＡＲＴ算法的ＩＳＰ预测模型之

前，根据研究目标，选取了多组遥感数据作为预测

模型的独立变量，分别为：ＣＢＥＲＳ０２影像的３个

波段，记为ＣＢＥＲＳ＿３；ＳＰＯＴＨＲＧ影像的４个多

光谱波段，记为ＳＰＯＴ＿４；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的

６个波段（第６波段即热红外波段除外），记为

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６。从上述独立变量和目标变量

中独立、随机地抽取若干个样本作为训练数据，运

用ＣＡＲＴ算法对这些样本进行学习，可以得到最

３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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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ＩＳＰ预测模型。

１．４　犐犛犘估算与精度评估

每个ＩＳＰ估算模型建立后，将其对应的中分

辨率多光谱遥感数据作为输入参数代入该模型中

进行推理，最终得到覆盖整个实验区的ＩＳＰ估算

结果。同时，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需要利用独

立的测试数据对其进行评估。理想情况下，这些

测试数据应该根据统计采样设计方案从实地获

取，但由于实际条件限制，本文采用从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中统计估算得到的ＩＳＰ值作为模型评估的

测试数据，采用统计回归分析中的３个常用评价

指标来评估ＩＳＰ预测模型的质量。这３个评价指

标包括：平均偏差（ＡＥ）、相对偏差（ＲＥ）和Ｐｅａｒ

ｓｏｎ相关系数（狉），这些指标已在ＩＳＰ精度评估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３，５］。

１．５　光谱波段对犐犛犘估算的重要性评价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ＩＳＰ估算可以视作一种

针对连续型目标变量的模式识别问题，其中ＩＳＰ

是待求解的目标变量，将各波段的光谱反射率特

征作为输入的独立变量，从而实现ＩＳＰ多源遥感

估算。不同的光谱波段将对ＩＳＰ的估算结果具有

不同的贡献，为了初步定量分析不同光谱波段在

ＩＳＰ估算中的相对贡献大小，对中分辨率多光谱

影像的各个波段，每次将一个波段排除在外分别

建立ＩＳＰ估算模型，并开展精度评估，以估算结果

精度相对于全波段估算结果精度的下降幅度大小

作为评价指标，来测试评价各光谱波段对于ＩＳＰ

估算的重要性。下降幅度越大，说明被排除的这

个波段对于ＩＳＰ估算的重要性越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影像波段对犐犛犘估算结果的重要性分析

按照§１描述的方案，应用估算结果的相关

系数和平均误差来衡量ＳＰＯＴ、ＣＢＥＲＳ和Ｌａｎｄ

ｓａｔＥＴＭ＋影像的各波段对于ＩＳＰ估算的重要性，

其结果如图３所示。对ＳＰＯＴ影像来说，犅３ 即近

红外波段在估算中发挥的作用最大，犅２ 即红波段

次之，绿波段与短波红外波段发挥的作用接近。

对ＣＢＥＲＳ影像来说，犅４ 即近红外波段发挥的作

用最大，犅２、犅３ 即绿和红波段对估算结果的影响

很小。在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的估算中，各个波

段的重要性顺序为：犅４＞犅１＞犅２＞犅３＝犅５＝犅７。

通过分析发现，对于这３种中分辨率影像数据而

言，对估算结果影响最大的波段均为近红外波段，

这主要是因为草地、树木、农田等非人工地物在近

红外波段具有高反射特性，这与不透水的人工地

物在该波段上的低反射特征形成了强烈反差，从

而提高了不透水面与透水面之间的可区分度。另

一方面，３种数据的估算结果均表明，使用全部波

段要比使用单一波段或部分波段的组合得到的

ＩＳＰ估算结果精度高，因此，深圳实验区的结果都

是使用全部波段的光谱反射率特征作为输入参数

估算得到的。

图３　多源遥感数据波段相对重要性分析

Ｆｉｇ．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ＢａｎｄｓｉｎＩＳＰ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２．２　深圳地区犐犛犘估算结果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独立变量和目标

变量中随机抽取了８０００个训练样本，采用回归

树算法进行学习并建立ＩＳＰ回归预测模型。根据

建立的模型，估算ＳＰＯＴ＿４、ＣＢＥＲＳ＿３和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６ 三组遥感数据的ＩＳＰ，图４是基于

ＣＡＲＴ算法的遥感数据ＩＳＰ制图结果。从图中

可以看出，３种数据的不透水面估算结果的空间

分布模式从整体上来看比较合理一致，ＩＳＰ高于

６０％的地区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内，而在其

他植被覆盖区（如城市绿地和农田等）以及海边滩

涂地区的ＩＳＰ一般低于４０％，ＩＳＰ回归预测模型

也很好地估算出了西北部山区的低ＩＳＰ值。

２．３　精度评估

同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随机选取了

２０００个测试样本，用于评估和比较ＩＳＰ预测模型

的估算性能，这些测试样本完全独立于训练样本。

４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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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深圳实验区ＩＳＰ遥感估算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基于ＣＡＲＴ算法的３组ＩＳＰ预测模型的评估结

果见表１。另外，我们也给出了测试样本的ＩＳＰ

预测值和参考值两者构成的散点图，如图５所示。

　　分析表１中结果可知，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
＋＿６的

ＩＳＰ预测性能与ＳＰＯＴ＿４比较接近，它们与参考

ＩＳＰ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３和０．７８，而平均偏差

ＡＥ则分别为１７．１％和１５．４％；ＣＢＥＲＳ＿３由于本

身传感器的成像辐射质量较前两者差，得到的估

表１　深圳实验区３组遥感数据犐犛犘预测

模型的精度评价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遥感数据

统计指标

平均误差

（ＡＥ）／（％）

相对误差

（ＲＥ）

相关系数

（狉）

ＳＰＯＴ＿４ １５．４ ０．５２ ０．７８

ＣＢＥＲＳ＿３ １９．４ ０．６３ ０．６８

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６ １７．１ ０．５５ ０．７３

图５　深圳实验区ＩＳＰ预测值和参考值构成的散点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ＰＶａｌｕｅｓ

算结果精度也较差，相关系数为０．６８，平均误差

为１９．４％。通过比较３种数据的估算结果发现，

ＳＰＯＴ＿４的ＩＳＰ预测模型估算能力最强，这一方

面是因为ＳＰＯＴ影像与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相比

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对地物细节的描述能力

更强；另一方面是因为ＳＰＯＴ影像与ＩＫＯＮＯＳ影

像的获取时间更为接近，季相差异造成的误差

更小。

图５中的散点图表明，３组数据分别对应的

ＩＳＰ估算模型所得到的结果均在实际ＩＳＰ较低

（０％～２０％）的像元上存在过高估计，而在具有高

ＩＳＰ（８０％～１００％）的像元上则存在低估，特别是

在ＣＢＥＲＳ 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 数据的预测模型

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通过分析，我们认为ＩＳＰ

高估主要是由于透水的裸土或空地与不透水的人

工地物（如停车场等）存在光谱混淆所致，而低估

则可能是由于高ＩＳＰ区域的光谱反射信号出现饱

和所引起的。

３　结　语

１）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对ＩＳＰ的估算精

度有一定的影响，针对较高分辨率的影像建立的

ＩＳＰ预测模型估算能力较强，这种提高主要是得

益于较高空间分辨率影像中的混合像元现象相对

较少的特性，然而空间分辨率的提高也会导致数

据获取成本的增加。

２）利用中分辨率遥感数据进行ＩＳＰ估算时，

其预测模型得到的结果在实际ＩＳＰ分布范围的两

端分别存在着高估和低估的现象。其他基于光学

遥感数据的ＩＳＰ估算研究实验结果中也存在类似

情况，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考虑结合其他的遥

感数据（如雷达遥感数据等）来提高ＩＳＰ估算的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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