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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频谱能量进行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地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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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频谱能量的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地物识别方法。首先将预处理后的典型地物的遥感图

像通过傅立叶变换从空间域转变到频率域，然后用位于频谱中心的一个矩形窗口提取频谱图上对能量贡献

起主导作用的低阶频谱能量系数作为目标识别的主要特征值，并利用该特征值结合ＳＶＭ分类方法对目标地

物样本进行识别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每种地物样本均获得了较高的识别结果，总体精度达到了８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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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物目标的识别是遥感图像从数据转换为信

息，进而服务于各行各业的中间环节，也是整个遥

感应用服务链的核心技术［１］。人们经过多年的研

究和探索，发展了一套基于像元光谱能量的差异

来进行地物识别和分析的思路和方法，并且已经

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２４］。然而在高空

间分辨率的遥感图像上，不仅地物的光谱特征更

加明显，而且地面景观的结构、形状、纹理等信息

也非常突出，加之图像数据量巨大，“同物异谱”和

“异物同谱”现象明显，传统的基于像元光谱能量

统计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当前高空间分辨率遥感

图像信息识别的要求［５］。目前，探讨如何从基于

像元的遥感图像分类方法向基于特征的遥感信息

识别技术的转变，已经成为遥感科学研究的热点

和前沿［６，７］。

国内外研究表明，地物不单单靠自己反射和

发射电磁波谱的能量表征自己，还靠自己具有的

空间频率谱的能量来表征自己，并且根据Ｐａｒｓｅ

ｖａｌ定理发现，特定基元内的电磁波谱能量与空间

频率谱能量在数值上是保持守恒的［８］。电磁波谱

特性反映了分析基元内子像元的整体光谱特征，

空间频率谱特性则反映了分析基元内子像元能量

在不同频率上的空间分布特性，正好与地物的色

调、结构、纹理等特征存在着密切的联系［１０，１１］。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地物特征的频谱能量角度出

发，以傅立叶变换后的频谱能量系数所反映的原

始模式特性作为不同地物识别的依据，同时利用

支持向量机分类器进行了不同地物目标识别的仿

真实验和研究。

１　研究数据及预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高分辨率遥感数据为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１２日所获取的南京市两景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图像，

包括４个多光谱波段和１个全色波段，图像质量

良好，无云覆盖（如表１所示）。其中，实验图像Ⅰ

主要覆盖浦口区以东区域，地面景观以农田和林

地为主；实验图像Ⅱ主要覆盖玄武湖周边，包括鼓

楼、下关及玄武的部分区域，以居民楼、厂房和道

路等地物类型为主。

结合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图像的分辨率特征及其相应

的地面景观情况，本文主要从上述两景影像中选

取了６类典型的地物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水体、农

田、林地、道路、厂房和居民楼。选取过程中，为使

每幅图像分布代表相对单一的地物，图像的尺寸

不能太大，确定为１２８像元×１２８像元。实验分

别选取了上述每类典型地物的１６０个样本，其中

８０个为训练样本，另外８０个为识别样本，同时，

为了使图像具有较高的对比度，本文首先将原始

遥感图像进行了直方图线性拉伸，使拉伸后的图

像直方图占用０～２５５全部可能的灰度级，以有利

于地物类型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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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所使用的两景犙狌犻犮犽犅犻狉犱图像的元数据信息

Ｔａｂ．１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ｏｆＴｗｏ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Ｉｍａｇｅｓ

空间分

辨率／ｍ

图像大小

／像元×像元
地理范围

实验图像Ⅰ
ＭＳＩ ２．４ ２１０３×２１００ １１８．６５°～１１８．７０°Ｅ

Ｐａｎ ０．６ ８４１２×８４００ ３２．０９°～３２．１４°Ｎ

实验图像Ⅱ
ＭＳＩ ２．４ ４４８６×４６６８ １１８．７３°～１１８．７８°Ｅ

Ｐａｎ ０．６ １７９４４×１８６７２ ３２．０６°～３２．１４°Ｎ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傅立叶变换与频谱能量分析

２．１．１　图像傅立叶变换

图像信息的识别和处理通常是依据其操作所

在的空间来进行的。在遥感图像处理中，传统的

像元分类和识别一般是采用光谱空间犳 （狓，狔），

犳（狓，狔）表征了空间域中每个像元的光谱能量值

（亮度值）。然而，在该光谱空间中隐含有对于图

像识别起重要作用的色调、结构、形状和背景等成

分，且这些成分往往相互纠缠在一起，在空间域中

很难将它们分离开来。通过傅立叶变换后，得到

的特征空间并没有增加图像的信息，即变换前后

信息的能量是保持守恒的，只是它将原始图像的

二维光谱能量分布犳 （狓，狔）变换为对应的二维

空间频率域中的频谱能量分布犉（狌，狏），使得不

同频率的成分在频谱图中很好地反映出来，从而

方便地实现图像信息的识别和提取［１１］。经过傅

立叶变换后所生成的频谱图很好地反映了图像能

量随频率（狌，狏）的变化情况。

２．１．２　频谱能量分析

分别将选取的６种典型地物图像进行二维离

散傅立叶变换，并使零阶频谱系数（直流分量）位

于二维频谱系数方阵的中心，得到反映频谱能量

信息的振幅谱图，如图１所示。图中，水平方向的

坐标分别表示（狌，狏）频率分量的大小，垂直方向

上的坐标表示对应频率分量上归一化的频谱能量

大小。从能量谱图中可以发现，每种地物的低频

成分均从频谱图的中心向四周扩散，高频成分则

分布在频谱图的四周。如果能量谱中低频分量丰

富，高频分量较小，对应的遥感地物将具有相对平

坦的纹理特征（如水体、农田）；反之，如果高频成

分比较丰富，而低频分量较少，对应的遥感地物则

具有相对复杂的纹理特征（如道路、厂房）。

通过分析频谱能量的分布特点可知，在所有

地物的能量谱图上，频谱能量绝大部分集中在频

谱中心的低频区，即傅立叶变换后的能量大部分

图１　典型地物频谱能量分布的三维表示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聚集在低阶频谱系数上，并且随着频率的增加，频

谱能量减小得很快。同时，本文尝试利用傅立叶

变换后频谱能量贡献达到８５％的前狀次低阶频

谱系数对６种典型地物进行了重构（如图２所

示），并发现低阶频谱系数重构的结果很好地反映

了图像中地物目标的轮廓和灰度分布特性。因

此，利用占主要能量贡献的低阶频谱系数作为特

征值，进行不同遥感地物目标的识别是可行的。

图２　低阶频谱能量系数重构地物图像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２．２　特征提取与选择

针对傅立叶变换的特点，在特征提取时，主要

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① 由于傅立叶变换后每一

个频谱系数犉（狌，狏）都是被指数项修正的犳（狓，

狔）的所有值，根据欧拉公式可知，变换系数实质

上是一个复数，其中既包含有各分量的幅度值，又

包含有各分量的相位值，但是从原始信息的能量

贡献角度来考虑，特征提取时，只取各频谱系数的

幅度值；② 傅立叶变换后，经过中心移动的频谱

系数是关于原点呈对称分布的，并且随着频谱系

数与方阵中心距离的增大，其阶数也相应地提高，

这样一种频谱系数的排列方式将便于特征提取的

操作。

具体的特征提取和选择过程如图３所示。在

频谱系数犉（狌，狏）中，首先以直流分量犉（０，０）为

中心，用一个大小为２狀行×２狀列的矩形窗口逐

列提取出２狀×２狀个低阶频谱能量系数。同时，考

５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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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频谱图上频谱能量系数的中心对称性，只取

窗口右半部分的２狀２个频谱系数作为实验遥感图

像地物识别的特征值，并构成特征向量。为了叙

述方便，这里将狀称为特征选择窗口的长度，２狀２

为频谱能量特征向量中所选取的特征值的个数。

图３　特征提取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３　犛犞犕分类识别

提取地物图像的特征向量后，需要设计一个

好的分类器来进行识别。本文采用ＳＶＭ 分类器

进行遥感地物的识别，主要包括两个阶段：训练阶

段和识别阶段，如图４所示。训练阶段主要是对

训练集中遥感地物图像进行二维离散傅立叶变

换，得到一组由低阶频谱系数构成的特征向量，建

立地物特征向量训练集，由训练集建立ＳＶＭ 分

类模型，并形成判别函数。识别阶段主要是对待

识别的特征向量通过核函数映射到高维特征空

间，利用判别函数进行分类，通过输入的参数和阈

值进行判别，得出最终的识别结果。

图４　ＳＶＭ分类识别流程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ＳＶＭ

本文的ＳＶＭ 算法采用 ＬｉｂＳＶＭ 软件包实

现［１２］。ＬｉｂＳＶＭ基于一对一的方法很好地解决

了诸如遥感图像地物分类这样多类模式识别的问

题，其做法是：在任意两类样本之间设计一个

ＳＶＭ，因此犽个类别的样本就需要设计犽（犽－１）／

２个ＳＶＭ，当对一个未知样本进行分类时，最后

得票最多的类别即为该未知样本的类别。

３　研究结果

基于上述的分析思路和方法，本文首先随机

抽取了每类典型地物图像的８０个样本（共含６×

８０＝４８０个样本）特征值作为ＬｉｂＳＶＭ 的训练输

入文件，得到合适的ＳＶＭ 模型后，用另外４８０个

地物图像作为测试集进行测试。图５显示了在不

同大小的特征选择窗口下（狀从２到１５）各种典型

地物的识别精度比较。从图５可以发现，随着特

征窗口长度的增长，即随着阶数更高的频谱能量

系数进入特征窗口内，６种典型地物识别的精度

均呈现先急剧升高，再忽高忽低，甚至逐渐下降的

整体趋势，并且当特征选择窗口长度狀在６、７附

近时，所有地物的识别精度均达到了最高值。分

析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① 由于频谱能

量的绝大部分集中在频谱中心的低频区，反映了

原始地物目标的总体轮廓和灰度分布特性，对识

别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在低阶频谱系数范围内，

随着狀的逐渐增加，频谱能量的叠置越来越接近

于原始空域的光谱能量，地物识别的精度也得到

了相应的提高；② 远离频谱中心的高频区对频谱

能量的贡献较小，主要反映了原始地物样本各自

的边缘、细节以及噪声等信息，因此当特征值集合

内引入表征噪声信息的高阶频谱系数时，就相当

于引入了对识别起消极作用的干扰成分，从而使

得识别精度呈现忽高忽低以至逐渐下降的整体

趋势。

图５　不同特征选择窗口的地物识别精度比较

Ｆｉｇ．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Ｗｉｎｄｏｗｓ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狀＝６的窗口长度为

６种典型地物的最优特征选择窗口。表２给出了

在狀＝６的窗口长度下不同典型地物测试样本的

识别结果。可以看出，每种地物样本都获得了较

高的识别结果，总体识别精度＝（７８＋７１＋６８＋６７

＋６７＋７６）／４８０＝８８．９６％。其中，水体和居民

楼的识别效果相对较好，说明前６阶低频系数的

频谱能量叠置很好地反映了水体和居民楼的空域

特征。而道路、农田、厂房和林地由于它们的空域

细节特征较为丰富，噪声干扰较多，因此由前６阶

低频系数特征值所构成的特征向量对它们的识别

精度相对较低。

６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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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最优特征窗口下的不同地物识别结果（狀＝６）

Ｔａｂ．２　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ｐｔｉｍｕｍ

ＦｅａｔｕｒｅＷｉｎｄｏｗ（狀＝６）

水体 道路 农田 厂房 林地 居民楼 识别结果／％

水体 ７８ ２ ０ ０ ０ ０ ９７．５０

道路 ０ ７１ ３ ４ ２ ０ ８８．７５

农田 ４ ５ ６８ ２ １ ０ ８５．００

厂房 ０ ６ ２ ６７ ３ ２ ８３．７５

林地 ０ ４ ２ ７ ６７ ０ ８３．７５

居民楼 ０ ０ ０ ３ １ ７６ ９５．００

４　结　语

本文将预处理后的典型地物遥感图像通过傅

立叶变换从空间域转换到频率域，提取频谱图上

对能量贡献起主导作用的低阶频谱能量系数作为

目标识别的特征，并利用该特征结合ＳＶＭ 分类

方法进行了目标地物的识别。本文的研究工作还

有许多可以继续优化和深入的地方，如根据频谱

能量系数对地物特征的叠置情况进行分析，确定

哪些高阶系数对地物特征的细节变化起主要作

用，并获取对应特征信息的截止频率等，以期得到

更佳的识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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