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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犔犻犇犃犚数据和航空影像的水体自动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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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将ＬｉＤＡＲ数据对水体的敏感性与航空影像的高分辨率特征相结合的水体自动提取方法。利用

ＳＩＦＴ算法对ＬｉＤＡＲ强度图像和航空影像进行配准，在ＬｉＤＡＲ高程图像上提取无回波信号的黑色区域，构建

几何约束条件，排除由遮挡产生的无效区域；将水体初始位置映射到航空影像上，结合边缘信息进行区域生

长，并对生长区域进行数学形态学运算，最终获取水体区域。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获得很好的水体提取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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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是一类常见的地物，其自动提取在矢量

图制作、地理信息系统更新、水资源调查、洪灾预

测和评估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１，２］。目

前，用于水体提取的影像数据源较多［３］，中低分辨

率遥感影像（如 ＭＯＤＩＳ）可用于洪水灾害监测
［４］；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如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可用于主干

河流的提取［５］；ＳＰＯＴ可用于支流水系和内陆湖

泊的提取［６］。数字高程模型也可以作为水域提取

的数据源［７］。

小水体是农业生产、水土保持工作中不可忽

视的水源，对于小水体提取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实用性［５］。用于陆地测量的机载ＬｉＤＡＲ的工

作波长一般为１０４０～１０６０ｎｍ
［８］，刚好位于水体

的强吸收带，由于水体不反射激光脉冲，所以在数

据后处理中，这些区域常常赋予特定的黑色用于

水体探测。但ＬｉＤＡＲ数据受点云密度的限制，

不能获得连续的地物信息，也就无法得到精确的

水体边缘。航空影像分辨率高，纹理丰富，能提供

精确的边缘信息，然而，不同水质、不同污染程度

以及不同光照条件下的水体在可见光成像的航空

影像上一般具有不同的颜色，即水体在可见光成

像影像上的多义性给检测带来了困难。因此，本

文提出结合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影像进行精

细水体提取的方法。

１　水体提取方案

激光扫描通常用来测距，可快速地获得地形

数据。另外，由于地物对特定波长激光的反射能

力有所不同，因此，激光回波信号还记录了地物的

反射特性。且由于ＬｉＤＡＲ是主动发射能量集中

的激光脉冲，所以跟被动遥感成像相比，它具有更

强的抗干扰性。如理论上，水体对波长为０．７０～

１．９５μｍ的电磁波具有强吸收性，但遥感影像受

大气、周围地物的影响以及光谱分辨率的限制，水

体在近红外的某一个波段上仍有信号。而 Ｌｉ

ＤＡＲ的点云数据上，大部分水体区域是完全没有

回波信号的，因此，可从ＬｉＤＡＲ数据中自动寻找

水体区域的初始位置，再结合航空影像进行水体

边缘的精确确定。

本文所采取的水体提取方案如图１所示，首

先利用ＬｉＤＡＲ数据产生灰度高程图像，由 Ｌｉ

ＤＡＲ数据中没有回波信号的区域犖 对应灰度值

０，其余２５５级灰阶则表示不同的高程，由点云正

射投影生成的高程图像提供了方便的２．５维信

息，可将点云检索的三维操作转化为高度图像上

的二维操作，同时可以检索黑色区域边界各像素

的高度信息，减少了运算量；然后从高程图像中提

取无回波信号的黑色区域，并利用高程方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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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约束条件剔除由于地物遮挡所引起的黑色区

域，筛选出真正的水体区域；利用扫描线方法找出

每一块区域中最优的水体种子点，使其经过配准

映射后，以最大的可能落在航空影像上的目标水

域内部；通过配准参数确定高程图像上的水体种

子点在航空影像上的对应点；最后结合航空影像

的边缘信息进行质心区域生长，确定水体的精确

边界，并进行腐蚀膨胀的形态学处理，消除水体

区域的孤立噪声，从而完成水体边缘的准确提取。

图１　基于ＬｉＤＡＲ数据和航空影像的水体提取方案

Ｆｉｇ．１　ＬｉＤＡＲＤａｔａａｎｄ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

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　犔犻犇犃犚数据与航空影像的配准及

其精度分析

　　本文采用ＳＩＦＴ算法进行强度图像与航空影

像的自动配准。配准前，两种影像归属于不同的坐

标系，且强度图像的比例尺和方向具有任意性，而

ＳＩＦＴ算法通过在ＤｏＧ尺度空间寻找极值点作为

特征点，并在邻域计算梯度直方图作为该点的局部

特征描述符，能很好地克服两幅影像之间的旋转和

因比例尺不一引起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由Ｌｉ

ＤＡＲ原始数据产生的同一区域的强度图像和高程

图像的几何定向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像素灰度

分别表示强度和高程，因此，强度图像与航空影像

配准的变换参数同样适用于高程图像与航空影像。

而采用强度图像代替高程图像求解变换参数，是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强度图像比高程图像具有更

好的分辨细节，可以获得更高的匹配精度。

由于配准误差的存在，可能使高程图像上的

水体种子点投射到航空影像时越过了其所在水体

的边界，从而造成误检。对于同样的配准误差，越

小的水体承担着越大的误检风险，因此，本文基于

ＳＩＦＴ＋仿射变换配准实验，根据极限误差概念给

出了适合该方案提取的水体形状下限。

３　犔犻犇犃犚高程图像中水体种子点的

提取

　　为了确定高程图像上的水体种子点，首先需

要进行高程图像的边界跟踪，确定无回波的黑色

区域，每一块区域用封闭的边界曲线表示。然后

根据水体和遮挡阴影在高程图像上的不同几何约

束，排除由信号遮挡造成的黑色区域。最后采用

扫描线方法确定水体区域种子点的最佳位置。

３．１　高程图像几何约束的构建

经过边界跟踪，可得到高程图像上所有的无

回波区域犖犻（犻＝１，２，…，狀），这些区域中包含以

下四类情况：① 水体，集合 Ｗａｔｅｒ；② 被建筑物、

植被等遮挡形成的无回波区（如图２（ｂ）中的狊

段），集合Ｓｈａｄｅ；③ 同时包含遮挡和水体的混合

区域（如图２（ａ）所示），集合 Ｍｉｘ；④ 对近红外波

段具有强吸收作用的其他地物或由镜面反射导致

的信号散失，本文不予考虑。

图２　高程图像上遮挡阴影和水体的区别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ａｄｏｗ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由遮挡形成的无回波区域的边界像素在高

程影像上具有不同的灰度值，而水体边界在高程

影像上具有相同的灰度值，因此很容易区分这两

类无回波区（见图３）。统计犖犻 边界灰度的方差

ｖａｒ（犖犻），当它大于一定阈值犜 时，判定犖犻 为遮

挡区域，即

Ｗａｔｅｒ｛犖犻狘ｖａｒ（犖犻）≥犜，犻＝１，２，…，狀｝

Ｓｈａｄｅ｛犖犻狘ｖａｒ（犖犻）＜犜，犻＝１，２，…，狀｝

　　更特殊的情况是遮挡区域位于水体区域内

部，即混合区域，此时仅用以上约束，混合区域的

水体将被忽略掉，此时需要构建更严格的条件。

结合图３（ａ）和图３（ｂ）可知，在已知遮挡物高

度犺、激光入射角度α及遮挡物高程突起处的长

度犾时，可以计算出由遮挡引起的区域边界周长

犆′，当犆′与跟踪得到的边缘犆 近似相等时，可以

判定犖犻∈Ｓｈａｄｅ；反之，犆′远小于犆时，犖犻∈Ｍｉｘ。

设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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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ｉｏ犻 ＝
犆′犻
犆犻
＝
２犾＋（ ）狊
犆犻

＝
２犾＋犺·ｃｏｔ（ ）α

犆犻

（１）

则有：

Ｍｉｘ｛犖犻狘ｒａｔｉｏ犻≠１，犻＝１，２，…，狀｝ （２）

图３　种子点过滤的几何约束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ｏｆＳｅｅｄＰｏｉｎｔ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３．２　扫描线确定种子点

本文采用扫描线的方式确定水体区域内部的

一个种子点，使其带有误差地映射到航空影像时，

其落入目标区域的可能性最大。由于配准前不知

道误差的方向，所以必须保证该点与所有边缘点

的距离尽量大。最终问题转化为求闭合曲线犖犻

内部的一点狆犻，使得：

ｍｉｎ 狆犻－ｅｄｇｅ犖（ ）
犻
＝ｍａｘ （３）

　　由于水体区域形状的复杂性，闭合曲线很难

用参数方程表示，而遍历每一个内部点，计算它与

边缘的最小距离将使得计算代价过高，因此，本文

采用如下策略确定种子点：① 计算区域外接矩形

的中心坐标犆 狆，（ ）狇 ；② 过点犆作横纵两条扫描

线，并计算扫描线与区域边界的交点，横扫描线交

点记为犺１，犺２，…，犺犿，纵扫描线交点记为狕１，狕２，

…，狕狀；③ 横向交点按从左至右排序，纵向交点按

从上至下排序，即犺犻＜犺犻＋１，狕犻＜狕犻＋１；④ 从第一个

交点开始两两配对，每对交点就代表扫描线与区

域的一个相交线段，计算这些线段的中点狋１，狋２，

…，狋犽，其中，犽＝（犿＋狀）／２；⑤ 计算狋１，狋２，…，狋犽与

边缘像素的最短距离，取最大的最短距离所对应

的狋犻作为该区域的种子点。

由图４可见，任意形状的水体由该方法均能

获得较理想的种子点，使其距离边界的最小距离

尽可能大，从而避免由配准误差引起的种子点投

射越界。

为便于讨论，本文给出如下定义：对于任一

水体，其种子点与边界的最短距离称作该水体的

形状参数。此步骤结束，可算得高程图像上每块

水体的形状参数。

图４　基于扫描线的水体种子点确定

Ｆｉｇ．４　Ｓｅ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ａｎＬ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

４　基于边缘信息的质心区域生长

区域生长是指从种子点开始，计算其邻域像素

与种子点的灰度差，把灰度差小于一定阈值的邻域

点都纳入该区域，对新加入的像素作上述同样的操

作，直到区域不再增长为止［９］。质心区域增长考虑

到了新加入像素的信息，每次计算当前像素与已存

在区域的像素灰度均值之差。水体的灰度信息并

不确定，导致阈值的选取难以把握。阈值过大，导

致生长越界；阈值过小，导致生长不完全。

组合区域与边界信息的方法是影像分割的发

展趋势，因为区域信息和边界信息具有良好的互

补性。边缘的优点是精确性，缺点是不完整性；区

域的优点是封闭性、完整性，但其边界往往是不确

定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区域生长策略：① 对影

像进行 ｃａｎｎｙ 边缘提取，生成边缘图像 ＤＥ犻

犻＝１，２，…，（ ）犿 ，共犿 条边缘；② 采用保守（小）

阈值犜０进行深度优先的区域生长，获得生长边缘

ＧＥ，共狀个边缘点 ＧＥ犻 犻＝１，２，…，（ ）狀 。当 ＧＥ犻

的 邻 域 内 不 存 在 提 取 边 缘 ＤＥ犻

犻＝１，２，…，（ ）犿 时，令犜＝犜０＋１，看 ＧＥ犻能否找

到小于新阈值的邻域像素，如果能，则继续作区域

增长；否则，令犜＝犜０＋２，直到ＧＥ犻找到小于新阈

值的领域像素犔，将犔归入区域，恢复保守阈值

犜０，继续作质心区域生长；③ ＧＥ的每一个边缘

点ＧＥ犻的邻域内存在边缘点，生长结束。

由于噪声的存在，检测出的水体内部有很多

本不存在的离散点或小区域，采用形态学处理中

的膨胀腐蚀开运算能改善提取效果。

５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区大小为２６．６ｋｍ×３．３ｋｍ。ＬｉＤＡＲ

数据由ＬｅｉｃａＡＬＳ５０获取，地面采样间隔约１ｍ，

强度图像和高程图像由ＴｅｒｒａＳｏｌｉｄ软件生成，图

像采样间隔为２ｍ；航空影像由ＤＳＳ３２２数码相

机获取，像幅大小为５４３６×４０９２，像素大小为９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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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ｍ，地面分辨率约０．３６ｍ，实验区域由一条航带

中的１５张影像完全覆盖。

为估算配准误差对提取精度的影响，必须知

道水体种子点经过配准从高程图像化算到航空影

像时可能产生的偏差。这里不妨假设高程图像上

的任一点经过仿射变换参数纠正到航空影像后产

生的偏差为一随机矢量。在实验样区中（一幅航

空影像及其对应的强度图像），选取ＳＩＦＴ匹配点

中分布在四角的４对特征点作为控制点，利用最

小二乘平差解算仿射变换的６个参数，将其余均

匀分布于图像的ＳＩＦＴ特征点（４０对）作为检查

点，统计检查点误差矢量模的中误差为：

σ０ ＝７．１１（像素）×ＧＳＤ＝２．５６ｍ

　　当匹配点不存在粗差时，出现大于３倍中误

差的偶然误差的概率仅有０．３％，可以认为图像

上任一点的配准误差满足：

σ（狓，狔）＜３σ０ ＝７．６８ｍ

由此认定形状参数大于７．６８ｍ的水体几乎是绝

对可以提取的，因为高程图像任一点的配准误差

超过７．６８ｍ的概率近似为０。这里定义犑０＝３σ０

为水体形状下限，显然，本实验场的水体形状下限

为７．６８ｍ。

按照本文构建水体提取方案，一条航带的提

取结果如图５所示，图中，虚矩形框内为自动提取

的水体；实矩形框内为几何约束条件识别的遮挡

阴影；三角形区为地面强吸收导致的误检区域；菱

形区为信号散失导致的误检区域；圆圈区为漏检

的小水体，其形状参数小于７．６８ｍ。人工判图结

果如表１所示。具体情况如下：实验区域内所有

的水体包括天然水体（河流、湖泊）、人造水体（储

水池、水田、游泳池等），共１０４块，其中形状参数

犑＜犑０ 的水体４块，犑≥犑０ 的水体１００块。无回

波信号区域中，遮挡阴影５５块；对红外波段的强

吸收区，如橡胶块、煤堆、矿石堆，共４块；镜面反

射导致的信号散失区域，共２块。由表１可以看

出，对于形状参数大于形状下限的水体，算法能全

部检出，遮挡阴影可以完全区分。但地面上对Ｌｉ

ＤＡＲ信号强吸收或散失的区域无法与水体区分，

分别归类于８０＞犑＞７．６８和７．６８＞犑的水体，造

成误检。另外，形状参数小于犑０ 的１块水体由于

配准误差产生投射越界，而无法捡出。所以，由式

（４）计算得本文方法水体检测的正确率为９４．２％。

由表１可知，当不加几何约束条件时，遮挡阴影会

当成相同大小的水体误检，降低了水体检测的正

确率。

犚＝１－狘犖犱－犖狉狘／犖狉 （４）

其中，犚为水体检测的正确率；犖犱 为检测水体的

数目；犖狉为实际水体的数目。

图５　水体提取成功率

Ｆｉｇ．５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表１　无回波信号区域的检测结果／块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Ｎｏｎｅｃｈｏ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ｌｏｃｋ

犑＞１５０ １５０＞犑＞８０ ８０＞犑＞７．６８ ７．６８＞犑 阴影 强吸收 信号散失 水体检测正确率／％

人工判图 １０ ２２ ６８ ４ ５５ ４ ２ １００

自动提取 １０ ２２ ６８＋５ ３＋１ ５５ ０ ０ ９５．２

无约束自动提取 １０ ２２ ８５ ４６ ０ ０ ０ ４１．３

　　　　注：“６８＋５”中，６８为检测水体数量，５为强吸收或信号散失导致的误检数量；“３＋１”意思同前。

　　 水体提取的细部效果见图６。以某张航片为

例，从图６（ｄ）可以看出，不同水体由于水质、污

染、光照的不同，在彩色航空影像上呈现不同的颜

色，基于纯色彩的判断很难区分水体与其他地物；

从图６（ｃ）可以看出，由于分辨率的限制，ＬｉＤＡＲ

强度图像的水体边缘模糊不清，不能满足精细水

体提取的要求。图６（ｄ）显示，航空影像上的水体

提取边界清晰，与影像线特征能较好地重合。

６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影像的
图６　水体提取效果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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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自动提取正是充分利用两种数据各自的优

势，结合影像匹配、计算机图形学和数字图像处理

的相关技术构建完善的水体自动提取方案。实验

结果表明，该方案切实可行，效果良好。另外，对

于航空摄影测量而言，水体尤其是有波浪的水域

存在匹配多义性，会大大增加同名点的误匹配数

量，当误匹配比例较小时，可以被当作粗差顺利剔

除；但当误匹配比例太大时，粗差探测方法将失

效，导致匹配失败。所以，在ＬｉＤＡＲ数据的辅助

下，自动剔除水体区域，可以有效降低航空影像的

误匹配数量，确保影像匹配结果的正确性。

尽管本文提出的水体检测策略能快速准确地

定位细小的水体，并能精确检测其水体边界，但仍

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① 当地形

起伏较大时，仿射变换模型并不能正确反映Ｌｉ

ＤＡＲ强度图像与航空影像之间的严格关系，配准

精度会有所下降，导致水体提取率降低。② 由于

ＳＩＦＴ算法对辐射畸变的敏感性导致误匹配仍然

存在，所以部分影像的配准仍需要适当的人工干

预。有待进一步改进或引入针对非同源影像更稳

健的匹配算法，方能保证配准精度，这也是本文水

体提取方案得以广泛使用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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