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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同质区域提取的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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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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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提出了一种监督的多尺度同质区域的提取、融合和分类方法（ＥＣＨＯ），该方法同时考虑了地物的光

谱。和空间信息。利用空间分辨率为５ｍ的华盛顿商业街数据和空间分辨率为０．７ｍ的北京地区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数据，证明该方法能有效提高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解译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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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本身所具有的特

点［１，２］，传统的方法在高分辨率影像的解译上面

临困难。另外，地物本身具有多尺度的特点，单一

尺度无法很好地描述一幅影像的复杂地物特

征［３］。因此，近年来，从基于像元的特征提取转向

了同时利用空间信息的基于区域的特征提取。

Ｋｅｔｔｉｇ和 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提出了 ＥＣＨ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ｏｂｊｅｃｔｓ）算

法［４］；Ｊｉｍｅｎｅｚ等对上述非监督ＥＣＨＯ进行了改

进［５］；ＤｅＪｏｎｇ等提出了ＳＳ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方法
［６］。这几种方法与单像素的最大

似然分类 ＭＬＣ（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法相比，特别是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加，都具

有很好的抗噪功能，但都是基于单尺度的，不能充

分利用高分辨率影像丰富的空间信息。黄昕［７］等

提出一种多尺度空间特征融合的方法，但该方法

基于单波段，没有充分考虑到影像光谱信息。

１　理论与算法

ＥＣＨＯ
［４］算法是融合了光谱和空间信息的典

型分类方法。该方法由同质区域的检验、合并和

分类３步组成。首先将影像分割为一系列大小相

同的非重叠方形区域，并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分

为同质（ｃｅｌｌ）和非同质（ｓｉｎｇｕｌａｒ）区域，即得到同

质区域层。然后对ｃｅｌｌ及其邻域也是ｃｅｌｌ的区域

根据一定的原则进行合并，最后利用ＭＬＣ对ｓｉｎ

ｇｕｌａｒ逐个像素分类，对ｃｅｌｌ看作一个整体分类。

实验证明，并不是融合的尺度层越多效果就

越好。尺度层太多，不仅时间效率较低，分类效果

也不一定好，一般融合尺度８、４和２三个尺度

（ｓｉｚｅ）得到的效果最好，以此为例来说明该过程。

以尺度８为例对影像分割，得到一系列８×８的非

重叠方形区域；对区域进行同质检验，ｃｅｌｌ标识为

３，ｓｉｎｇｕｌａｒ标识为０，得到尺度层ｌｅｖｅｌ３。ｓｉｚｅ为

４、２的分割和同质区域检验与８类似，分别得到

ｌｅｖｅｌ２和ｌｅｖｅｌ１层，只是区域大小分别为４×４，２

×２；ｃｅｌｌ分别标识为２和１。

图１　影像多尺度分割示意图和融合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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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３个尺度层采取从上到下的融合。图

１（ｂ）为多尺度融合流程图，首先是ｌｅｖｅｌ３（图２

（ａ））与ｌｅｖｅｌ２（图２（ｂ））层的融合，得到ｌｅｖｅｌ３２

（图２（ｃ））。以ｌｅｖｅｌ３中的任意两个区域犪（ｃｅｌｌ）

和犫（ｓｉｎｇｕｌａｒ）为例，在ｌｅｖｅｌ２层中，与犪对应的四

个大小为４×４的区域为犪１、犪２、犪３、犪４，ｌｅｖｅｌ３融

合ｌｅｖｅｌ２为ｌｅｖｅｌ３２时，由于犪是ｃｅｌｌ，犪１、犪２、犪３、

犪４ 这四个对象在ｌｅｖｅｌ３２中将作为一个对象保

存，且标识为３；与犫对应的ｌｅｖｅｌ２的四个大小为

４×４的区域是犫１、犫２、犫３、犫４，由于犫是ｓｉｎｇｕｌａｒ，在

ｌｅｖｅｌ３２中它们的标识仍保持不变。然后将ｌｅｖ

ｅｌ３２与ｌｅｖｅｌ１融合得到同质区域层ｌｅｖｅｌ３２１，其

方式与ｌｅｖｅｌ３和ｌｅｖｅｌ２的相似。图２（ｃ）中的ｔａｇ

犫１、ｔａｇ犫２、ｔａｇ犫３、ｔａｇ犫４ 分别为ｌｅｖｅｌ２中区域犫１、

犫２、犫３、犫４ 的标识，值为２或者０。

图２　多尺度融合

Ｆｉｇ．２　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ｓ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ｓｉｚｅ的增大，区域的异质

性值也相应增加。为了便于不同尺度异质性的比

较，及同质区域的判定，对区域的异质性进行归一

化处理。例如使用了ｓｉｚｅ１、ｓｉｚｅ２和ｓｉｚｅ３三个尺度，

仍仅采用一个异质性阈值犮进行同质区域检验：

犙１ ＝狇１／ｄｉｖ１
２；犙２ ＝狇２／ｄｉｖ２

２；犙３ ＝狇３／ｄｉｖ３
２

ｄｉｖ１＝ｓｉｚｅ１／ｓｉｚｅ１；ｄｉｖ２＝ｓｉｚｅ２／ｓｉｚｅ１；

ｄｉｖ３＝ｓｉｚｅ３／ｓｉｚｅ１

式中，狇１、狇２ 和狇３ 分别为尺度ｓｉｚｅ１，ｓｉｚｅ２和ｓｉｚｅ３

的任一方形区域的异质性值，犙１、犙２ 和犙３ 是对应

的归一化异质性值。然后与犮相比，如果比犮小，

则该区域为ｃｅｌｌ，否则为ｓｉｎｇｕｌａｒ，简单表示如下：

ｔａｇ＝
ｃｅｌｌ，犙＜犮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犙≥｛ 犮
　犙∈ ｛犙１，犙２，犙３｝

其中，ｔａｇ为任一方形区域的标识：ｃｅｌｌ或ｓｉｎｇｕ

ｌａｒ。然后进行多尺度融合，并利用 ＭＬＣ分类。

ｃｅｌｌ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分类，该区域包含的所有

像素被判为一个类别，而ｓｉｎｇｕｌａｒ则利用基于像

素的 ＭＬＣ逐像素分类。

２　实　验

本文分别用机载和星载高分辨率数据进行验

证，第一份为空间分辨率为５ｍ的华盛顿航空影

像；第二份为空间分辨率为０．７ｍ的北京 Ｑｕｉｃｋ

Ｂｉｒｄ数据（图７（ａ））。本文采用混淆矩阵的两个

统计量Ｋａｐｐａ（犓犪）系数和总体精度（ＯＡ）来评定

分类结果。

２．１　华盛顿数据实验

该数据是 ＨＹＤＩＣＥ传感器获取的华盛顿商

业街的航空遥感数据。从中抽取了可见光光谱范

围内的红绿蓝三个波段和一个近红外波段等４个

波段，截取了两幅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的数据块。

１）华盛顿实验（一）

图３（ａ）为近红外、蓝和绿三个波段的组合。

图３（ｂ）是ＯＡ和犓犪 系数最高时（犮＝３０）多尺度

同质区域层图。从图３可看出，较小的尺度（如

２）保持了阴影、树木等较小对象细节信息，较大尺

度（如４、８）很好地保持了屋顶、草坪等大面积同

质对象的均一性。

图３　原影像及多尺度同质区域层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Ｌａｙｅｒ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图４分别为图３（ａ）的训练样本、基于像素的

ＭＬＣ分类图、多尺度ＥＣＨＯ最佳效果（犮＝３０）分

类图（４（ｆ））和对应的三个单尺度ＥＣＨＯ分类图，

表１为相应各分类图的精度统计值。与 ＭｃＣａｕ

ｌｅｙ和Ｅｎｇｅｌ
［８］的结论一样，随着空间信息的加

入，单尺度的结果都优于基于像素的 ＭＬＣ的结

果（图４和表１）；多尺度ＥＣＨＯ的效果无论是从

视觉上还是定量精度评价上，与单尺度ＥＣＨＯ和

基于像素的 ＭＬＣ相比都具较好的效果。

图５（ｄ）为图３（ａ）的多尺度ＥＣＨＯ的异质性阈

值犮与ＯＡ的关系曲线图，随着犮的增加，保持了面

积较大对象如屋顶、草坪等的均一性，ＯＡ逐渐增

加，当犮＝３０时，ＯＡ达到最高；而犮继续增加时，

道路等小对象的细节信息将丢失，ＯＡ逐渐降低。

表１　犇犆第一组数据实验精度统计（犮＝３０）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ＳｈｏｗｉｎＦｉｇ４

图４ ４（ｂ） ４（ｃ） ４（ｄ） ４（ｅ） ４（ｆ）

ＯＡ ０．７８３９ ０．８０７６ ０．８３３２ ０．８１５３ ０．８３９３

犓犪 ０．６６７３ ０．６９７０ ０．７３２２ ０．７０７５ ０．７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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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ＤＣ第一组数据和实验分类结果（犮＝３０）

Ｆｉｇ．４　ＤＣ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犮＝３０

　　在实验中发现，上述阈值犮的选择方法，多尺

度ＥＣＨＯ的最佳阈值犮并不是所有单尺度ＥＣＨ

Ｏ的最佳阈值，这是由于地物分布的复杂性和多

尺度特点所决定的。多尺度ＥＣＨＯ的最佳阈值犮

是３０（图５（ｄ））；尺度２、４和８的最佳阈值犮分别

为３５、４５和４０（图５（ａ）～５（ｃ））。虽然多尺度

ＥＣＨＯ的最佳阈值犮与异质性经过归一化后的

单尺度ＥＣＨＯ的最佳阈值犮不是严格成正比关

系，但是它们的犮很相近，其差异很小。实验表明

多尺度ＥＣＨＯ能取得到比单尺度ＥＣＨＯ更优的

效果，证明多尺度ＥＣＨＯ方法具备尺度选择和优

化的能力，能更好地描述地物的多尺度信息。

图５　单尺度和多尺度ＥＣＨＯ的犮与ＯＡ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犮ａｎｄＯＡ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ＣＨＯ

　　２）华盛顿实验（二）

图６（ａ）为第二组华盛顿商业实验数据，其结

论与第一组的实验一样。从图６和表２可以看

出，多尺度的ＥＣＨＯ优于基于像素的 ＭＬＣ和单

尺度ＥＣＨＯ的方法。

图６　ＤＣ第二组数据和实验分类结果（犮＝７０）

Ｆｉｇ．６　ＤＣ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ｗｉｔｈ犮＝７０

表２　犇犆第二组数据实验精度统计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ＳｈｏｗｉｎＦｉｇ６

图６ ６（ｃ） ６（ｄ） ６（ｅ） ６（ｆ） ６（ｇ）

ＯＡ ０．９１８０ ０．９１３４ ０．８９８２ ０．８８５６ ０．９２２９

Ｋａ ０．８９４２ ０．８８７８ ０．８６７６ ０．８５０２ ０．８９９７

２．２　犙狌犻犮犽犅犻狉犱高分辨率数据实验

为进一步验证该方法的实用性，采用了分辨

率为０．７ｍ的北京地区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红绿蓝三波段

的影像（图７（ａ））。图７（ｂ）为统计精度最高（犮＝

３０）时３个尺度同质区域层，尺度８提取了最多的

同质区域，保持了大面积水体、裸地、房屋和空地

对象的同质性；尺度４提取了树木、小道等小对

象；尺度２提取了河岸、房屋边界等较小的对象，

很好地保持了物体的边界。

图７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原影像及多尺度同质区域层

Ｆｉｇ．７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ｙｅｒ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ｓ

表３　犙狌犻犮犽犅犻狉犱数据实验精度统计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ＳｈｏｗｉｎＦｉｇ８

图８ （ｂ） （ｃ） （ｄ） （ｅ） （ｆ）

ＯＡ ０．７５７９ ０．７７５８ ０．７９６９ ０．８１５２ ０．８２３８

犓犪 ０．６３３０ ０．６５８８ ０．６８９０ ０．７１５７ ０．７２７９

　　从图８中可以看出，多尺度ＥＣＨＯ（图８（ｆ））

比其他方法（８（ｃ），（ｄ），（ｅ））更好地保持了大面积

的屋顶对象的同质性，及有纹理特征的小道和裸

地等地物的均一性，有效地减小误分。同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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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数据和实验分类图（犮＝３０）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犮＝３０

图９　单尺度和多尺度ＥＣＨＯ的犮与ＯＡ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犮ａｎｄＯＡ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ＣＨＯ

了中、小尺度对象的细节信息（如树木、房屋周围

的裸地）。单尺度２（图９（ａ））和４（图９（ｂ））ＥＣＨ

Ｏ的ＯＡ，在到达一定的精度后，保持了稳定的趋

势，这是由于影像分辨率较高，一个地物由很多像

素或者区域组成造成的。从表３可以看出，多尺

度ＥＣＨＯ的ＯＡ和犓犪 明显优于基于像素 ＭＬＣ

方法和单尺度ＥＣＨＯ方法。

相对于基于像素的 ＭＬＣ和单尺度 ＥＣＨＯ

方法，多尺度ＥＣＨＯ方法无论是在视觉上还是在

分类精度的定量评价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

继承了各个单尺度的优点；且多尺度ＥＣＨＯ算法

能具备尺度选择和优化的能力，能更好地描述地

物的多尺度信息。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传统逐像素光谱分类方法和单尺度

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基于ＥＣＨＯ

的多尺度特征的融合算法，旨在提高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的解译精度。实验表明，该算法既有效地

保持大面积对象的均一性，有效保持了小尺度的

细节信息不丢失，很好地表达了丰富的地物信息，

有效利用了高分辨率影像的空间信息，提高了分

类精度。针对该方法的不足，下一步的工作是：

① 多尺度融合时，同质区域检验阈值选择的进一

步完善，以实现阈值的自适应选择；② 窗口尺度

的自适应选择，以避免窗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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