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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规道路提取方法需要初始信息，对窄道路提取效果不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基于空间连续性提

取道路的算法模型（ＲＥＳＣ）。该方法根据遥感影像道路连续分布的特点，利用邻近像元空间自相关的先验信

息提取道路，不要求预先提供种子点，自动化程度较高。实验分析和比较证明，该方法对于高分辨率遥感多光

谱影像和全色影像，都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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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分析和解释

其他目标的主要线索［１］。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已经

成为一种易获取的重要数据来源［２］，探索快速、高

效地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提取道路的方法，已成

为当前遥感应用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目前，道

路提取的方法主要有ＬＳＢＳｎａｋｅｓ算法
［３，４］、Ｍｅａｎ

ｓｈｉｆｔ算法
［５］，以及基于局部灰度一致性的图像分割

方法［６］等。但它们的缺点都是必须基于初始信息

进行道路自动跟踪（往往图像并没有这些初始信

息），而且对窄的道路（多光谱影像分辨率低，道路

不及几个像元，全色影像道路被其他目标遮挡）将

会无法提取或提取精度较低。Ｔｏｂｌｅｒ提出的地理

学第一定律———空间自相关性［７］，将这种邻近像

元空间自相关的先验信息应用在多／高光谱图像

分类方面，取得了满意的效果［８，９］。基于此，本文

提出了基于空间连续性的道路提取算法模型

（ｒｏａ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ＲＥＳＣ）。

１　空间连续性算法

用犇（大小为犕×犖）代表要分割的高分辨率

遥感影像，犱犻犼表示图像中坐标（犻，犼）处的像元矢量

（多光谱）或值（全色），分割之前，引入一个和原始

影像的行列相等的分割栅格矩阵犛以及多尺度

分割阈值μ，其中犛犻犼（犻表示行，犼表示列）的值就

是分割块的数目，用犉（狓，狔）表示邻近像元狓和狔

的相似程度。当犉（狓，狔）≤μ时，狓与狔的相似程

度较大，则把狓和狔 归为同一块；反之，犉（狓，狔）

＞μ时，狓和狔的相似程度比较小，则狓和狔 属于

不同块。可以采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行一行

地遍历图像，即水平分割（见图１（ａ）），也可以采

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列一列地遍历图像，即垂

直分割（见图１（ｂ））。下面具体说明空间连续性

水平分割算法的步骤。

１）当犻＝１时，首先令犛１１＝１，即原始高分辨

率影像的第一行、第一列属于第一块。如果

犉（犱１犼，犱１，犼－１）≤μ，则 犛１犼＝犛１，犼－１；否则，犛１犼＝

犛１，犼－１＋１（犼＝２，３，…，犖）。

２）当犼＝１时，令狋＝ｍｉｎ［犉（犱犻１，犱犻－１，１），

犉（犱犻１，犱犻－１，２）］，如果犉（犱犻１，犱犻－１，１）＝狋，且狋≤μ，则

犛犻１＝犛犻－１，１；如果犉（犱犻１，犱犻－１，２）＝狋，且狋≤μ，则犛犻１＝

犛犻－１，２；否则，犛犻１＝ ｍａｘ（犛）＋１（犻＝２，３，…，犕）。

３）当犼≠１时 ，令狋＝ｍｉｎ［犉（犱犻犼，犱犻，犼－１），

犉（犱犻犼，犱犻－１，犼－１），犉（犱犻犼，犱犻－１，犼），犉（犱犻犼，犱犻－１，犼＋１）］，如

果犉（犱犻犼，犱犻，犼－１）＝狋，且狋≤μ，则犛犻犼＝犛犻，犼－１；如果犉

（犱犻犼，犱犻－１，犼－１）＝狋，且狋≤μ，则犛犻犼＝犛犻－１，犼－１；如果犉

（犱犻犼，犱犻－１，犼）＝狋，且狋≤μ，则犛犻犼＝犛犻－１，犼；如果犉（犱犻犼，

犱犻－１，犼＋１）＝狋，且狋≤μ，则犛犻犼＝犛犻－１，犼＋１；否则，犛犻犼＝

ｍａｘ（犛）＋１（犻＝２，３，…，犕；犼＝２，３，…，犖－１）。

用图１（ａ）来说明上面分割的步骤，图中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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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表示一个像元，采用自左向右、自上而下地遍

历整个图像，当遍历到犇１ 时，比较犇１ 与第一行、

第一列的相似性，如果相似性小于给定的阈值，则

犛中的犇１ 处的值也为１，否则为２；当遍历到犇３

时，它需要与邻域即已经遍历的单元（即４个箭头

所指向的单元）相比较，如果小于阈值，根据它们

之间的相似性决定犇３ 属于哪一个方格，如果大

于阈值，则犇３ 新定义一块。对于犇２、犇４ 以及垂

直分割采用类似的思想。其中相似性的确定常用

的度量手段有欧几里德距离、切比雪夫距离、相似

系数。本文采用这三种度量方式来确定μ值。

图１　分割步骤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道路提取流程

利用空间连续性对高分辨遥感影像进行分

割，提取道路的技术流程图见图２。

图２　道路提取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ｏａ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１　犙狌犻犮犽犅犻狉犱多光谱影像实验

以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多光谱影像为例，详细说明本

文的道路提取流程。首先对原始遥感图像（见图

３（ａ））进行水平和垂直分割。依据实验总结，对于

全色影像，μ值偏小，一般在［３０，４０］之间；对于多

光谱影像，μ值偏大，一般在［４５，５５］之间。μ值

大于给定的范围会造成欠分割现象，道路没有有

效地和其他类别分开；相反，μ值小于给定的范围

会造成过分割，道路本身被分开，这样不利于提

取，这里取μ＝５０。

图３　多光谱影像实验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经过空间连续性分割后，影像被分割成一个

个对象，其中道路对象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灰度上

具有一定相似性的道路像元聚成一块，面积比较

大；二是这些对象具有较小的宽长比。通过形状

参数的约束，就能得到满足上述条件的道路。利

用数学形态学处理后，用细化算法提取骨架信息。

２．１．１　结合形状特征提取道路

将分割的栅格矩阵犛矢量化，然后计算其矢

量特征，包括计算面积及其对象的宽长比，建立知

识库，初步提取道路。

１）面积犃

由于道路的面积不会很小，因此采用犃特征

过滤分割后面积小的干扰目标，但是面积阈值过

大又会造成道路段漏提。其中面积阈值犜犛的选

取依据图像空间分辨率的高低和提取目标的大小

而定（这里犜犛＝５８０）。其中可能去除了部分属

于目标物体的像元，去除的像元可以通过形态学

闭运算后处理补上，这并不影响道路网的提取。

图４（ａ）、４（ｂ）是经过犜犛提取后的结果。

２）宽长比犚

犚＝犠 ＭＥＲ／犔ＭＥＲ （１）

犠 ＭＥＲ为最小外接矩形的宽；犔ＭＥＲ为最小外接矩形

的长。由于道路的宽长比不会很大，因此采用犚

特征过滤掉分割后类似正方形的干扰目标（正方

形、圆形：犚＝１；正三角形：犚＝０．８７）。经过实验

总结，其中宽长比阈值犜犚的取值一般在［０．２，

０．３５］，犜犚＞０．３５，会造成很多错提；犜犚＜０．２，会

造成漏提，本文选取犜犚＝０．２５。但是还存在极少

数无法过滤掉的目标，可结合原始图像采用人工

手动选择对象的方法进行人为干预调整，以确保

道路段的准确选取。图４（ｃ）、４（ｄ）是经过犜犚对

图４（ａ）、４（ｂ）进一步提取后的结果。对于水平分

割，垂直方向上的道路得到很好的保存，而水平方

向连续的道路被分成小块（见图中圆圈内）；对于

垂直分割，水平方向上的道路得到很好的保存，而

９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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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连续的道路被分开（见图中圆圈内）。

图４　用犜犛和用犜犚提取的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犜犛ａｎｄ犜犚

２．１．２　道路网提取后处理

在完成特征提取后，把图４（ｃ）和４（ｄ）合并

（见图５），再转成二值栅格图，进行数学形态学闭

运算处理，填补漏洞（见图６圆圈内），然后用细化

算法提取骨架，得到最后的结果（见图７）。

图５　道路提

取初步结果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ｏａ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图６　形态学闭

运算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Ｃｌｏｓｉｎｇ

　

图７　最终

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Ｆｉｎａｌ

２．２　犙狌犻犮犽犅犻狉犱全色影像实验

以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全色影像（图８（ａ））为例，根据

图２进行道路提取，图８（ｂ）是根据μ＝３５的空间

连续性分割后，按照面积大于３００、宽长比小于

０．３为阈值提取的初步结果，最后道路的骨架信息

见图８（ｃ）。

图８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全色影像实验

Ｆｉｇ．８　Ｐａ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　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３．１　本文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实验结果图７、图８（ｃ）可以看到，本文方

法对道路的提取可以达到实验目标，但提取的道

路交叉部分的中心相对原始图像道路中心会产生

一定的偏移，这主要是由于实验中细化线方法的

缺陷所致。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道路提取性能

受到图像分割的影响，空间连续性水平分割对垂

直方向上分布的道路提取效果较好，垂直分割对

水平方向上分布的道路提取效果理想。空间连续

性图像分割本身的性能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

图像的同质性、空间结构特性、道路目标本身的特

性如连续性等。另外，本文方法对于阈值的选取

是建立在实验总结的基础上，还需要建立适当的

阈值综合选取方法（如神经网络）加以改进。

３．２　方法对比实验结果

对图３（ａ）、图８（ａ）采用文献［６］的方法进行道

路提取，实验证明，在文献［６］的方法中，阈值过大

会造成道路和其他地类连在一起，不利于道路提

取，而过小就会一片空白。本文折中选择阈值为

８０和４０分别对图３（ａ）和图８（ａ）进行分割，图３（ａ）

的分割结果见图９（ａ），图９（ｂ）是图９（ａ）中方框内

的部分被放大显示，根据特征提取（面积大于３００、

长宽比小于０．４）和后处理的结果见图９（ｃ）；图８

（ａ）的分割结果见图１０（ａ），根据特征提取（面积大于

３００、长宽比小于０．６）和后处理的结果见图１０（ｂ）。

图９　图３（ａ）的分割结果及其实验结果

Ｆｉｇ．９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Ｆｉｇ．３（ａ）

图１０　图８（ａ）的分割结果及其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Ｆｉｇ．８（ａ）

３．３　方法对比分析

对比图９（ｃ）、图１０（ｂ）可以看到，按照文献

［６］中的方法，对于比较窄的道路（如多光谱影像

上的道路或者城市中的次干道等，宽度往往不及

几个像元），只记录了中心像元信息，道路割断现

象很明显（见图９（ｂ）），利用这种断断续续的信息

提取连续性的道路根本达不到实验效果。其次，

即使在道路比较宽的全色影像上，由于道路往往

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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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房屋、树以及阴影遮挡（图８（ａ）圆圈内），造成

了提取的道路断裂（图１０（ｂ）圆圈内）。从理论和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方法有几个优点：① 设

计过程中综合考虑了道路连续性这一特点，解决

了分割过程中碎多边形造成道路容易断、后处理

麻烦这一问题。② 对于其他方法很难提取较窄

道路以及道路被其他地物遮挡后造成道路变窄的

问题，利用空间连续性分割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③ 该方法不像半自动提取那样要求预先提供种

子点，因此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动提取道路的方

法，且实用性强，准确性高，算法速度比较快。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差异，这里给出一种定量

分析的指标，即道路提取正确率。对于图３（ａ）和

图８（ａ），本文方法道路检测结果分别为９３．８％和

９８．１６％；文献［６］道路方法检测结果分别为

６３．４％和９３．７％。可见，在图８（ａ）结果中，两种

方法的正确率比较接近，主要区别在于被遮挡部

分道路的提取；而对于图３（ａ），本文方法结果明

显高于文献［６］方法。在原始图３（ａ）的实验结果

中，由于文献［６］中分割方法的缺陷，丢失了很多

窄的道路信息，从而导致其道路检测的正确率低，

检测质量下降，而本文方法可以克服这一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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