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１年２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ＣＢ７０１３０５）；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创新团队计划资助项

目（０８８ＲＡ４００Ｓ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２０１５３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结合 犕犖犉变换与灰值形态学的三江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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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影像进行光谱特征分析，及对各种植被类型进行物候特征分析，选用以ＮＤＶＩ数据为主的多波

段、多时相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数据进行最小噪声分离 ＭＮＦ变换，然后进行灰值形态学滤波，运用阈值分割法提

取旱地，并运用自组织特征映射ＳＯＭ 神经网络聚类模型分离湿地和水田。实验结果与现有的研究成果相

比，精度有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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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遥感卫星对湿地及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进

行遥感动态监测是有效管理和保护湿地的重要手

段［１，２］，其中，美国 ＥＯＳＴＥＲＲＡ 卫星采集的

ＭＯＤＩＳ遥感影像数据由于其高时间分辨率和多

光谱的特征，具有实时性、数据量小、覆盖范围大

且容易获取的优点，在湿地的实时、快速监测与湿

地变化检测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目前，张树

清［３］、马龙［４］、那晓东［５］、Ｚｈｏｕ
［６］和陈定贵［７］等人

相继进行了提取三江平原湿地及其他土地利用类

型的工作，但精度尚有待提高，且多采用有督导的

分类方法，其训练样本采集的精确性和合理性直

接影响分类的精度。由于缺乏地面观测点，训练

样本的采集往往通过对已有分类成果进行采样取

得。为了减少地面观测的开销，并使研究结果尽

量少地依赖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运用灰

值形态学滤波后的阈值分割方法以及无督导的

ＳＯＭ神经网络聚类模型来完成三江平原地区土

地利用类型的提取和划分。

１　研究区数据与研究方法

三江平原总面积为１０．８９万ｋｍ２，其湿地类型

多为无泥炭积累的沼泽类型，沼泽中的主要植被有

毛果苔草、漂筏苔草、乌拉苔草、芦苇、甜茅和小叶

樟等。三江平原行政区划的范围如插页Ⅰ彩图１所

示，其北纬为４５°０１′至４８°２７′，东经为１３０°１３′至

１３５°０５′２６″。本文在Ｔｅｒｒａ卫星所获取的２０００年三

江平原 ＭＯＤＩＳ遥感影像的基础上，使用本研究区

的植被数据 ＭＯＤ１３Ｑ１（包含 ＮＤＶＩ、ＥＶＩ、Ｒｅｄ、

Ｇｒｅｅｎ、Ｂｌｕｅ、ＮＩＲ、ＭＩＲ等波段）
［８］、２５０ｍ地面反射

数据 ＭＯＤ０９Ｑ１（包含Ｂ０１、Ｂ０２等波段）和５００ｍ

地面反射数据 ＭＯＤ０９Ａ１（包括可见光绿波段和近

红外波段等）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实验中，

以归一化差分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数据为主
［９］，结合其

他波段进行多波段、多时相的影像分析。

其基本思路如下：首先提取光谱特征最明显、

最易于提取的地物，然后运用掩膜操作消除该类

地物在影像分类过程中对提取其他地类的影响，

依次划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综合所有地类提取

的结果，最终形成土地利用类型的一个划分。采

用的技术路线如图１所示。

由于三江平原地区各种地类具有不同的光谱

特征，且光谱特征随季节变化，因此不可能在一次

分类过程中集中各类特征，对所有地类进行一次

性分割。本文结合地物的光谱特征和物候特征，

针对不同的地类选取不同的波段和时相组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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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ｏｕｔｅ

各地类的光谱曲线随季节变化的特征明显，并显

著区别于其他地类。选取相应的分类或聚类算

法，依次提取各种地类。

首先对本研究区２０００年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数

据进行光谱特征分析、植被的季相变化分析和光

谱值的统计特征分析，分别选取用于提取湿地、林

地、水体、旱地和水田等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多波

段、多时相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数据，各地类提取阶段

选用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时相和波段如图１所示。

首先提取光谱特征明显、易于提取的林地和水体。

对用于提取旱地的待分类数据施加掩膜，剔除影

像中的林地、水体和背景，然后进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ｅｅ滤波和 ＭＮＦ变换，对 ＭＮＦ变换后的数据执

行灰值形态学的开运算，消除影像中的噪声，进而

用阈值法提取旱地，分离旱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

型。对 ＭＮＦ变换后的影像执行灰值形态学的闭

运算，提取出影像中含有湿地和水田的部分，建立

湿地和水田的掩膜。对用于提取湿地的待分类数

据施加掩膜，剔除影像中的旱地、林地、水体和背

景，然后进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Ｌｅｅ滤波和 ＭＮＦ变换，

运用ＳＯＭ神经网络聚类模型将湿地和水田进行

分割，最终得到包含林地、水体、湿地、旱地和水田

的三江平原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一个划分。

２　犕犖犉变换与灰值形态学原理

本文通过对多光谱、多时相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

数据进行最小噪声分离 ＭＮＦ变换，提取多幅影

像数据中的主要地类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灰值

形态学方法对某一特征显著的主成分进行开运算

或闭运算，消除影像中的噪声以及不同地类边界

处混合像元的影响，可在运用常规分类和聚类算

法易于发生混分的地类之间进行很好的分割。

最小噪声分离 ＭＮＦ变换是用于多光谱或高

光谱遥感影像信息提取的影像预处理方法，由两

步组成：① 以噪声成分的协方差矩阵为基础，对

影像数据作去相关和重定标处理；② 对以上数据

作一次标准的主成分变换［１０］。对于多光谱或高

光谱数据来说，ＭＮＦ变换将数据空间分为两部

分：较大特征值对应的数据分量和单位特征值对

应的噪声分量。ＭＮＦ变换是一种正交变换，变

换后得到的向量中的各元素互不相关，其分量按

信噪比从大到小排列，第一分量集中了大量图像

信号，随着分量的增加，噪声逐渐加大，影像质量

下降，变换过程中，噪声具有单位方差，从而很好

地分离了信号和噪声。

假设犳（狓，狔）是输入图像，犫（狓，狔）是结构元

素，灰度图像的开运算先用犫对犳进行腐蚀操作，

然后用犫对所得结果进行膨胀操作。灰度图像的

闭运算先用犫对犳 进行膨胀操作，然后用犫对所

得结果进行腐蚀操作。一般情况下，噪声往往由

信号上下凸起的尖峰组成，因此可通过开运算和

闭运算的迭代运算，或闭运算和开运算的迭代运

算将噪声消除［１１］。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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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过程

３．１　运用极大似然分类提取水体

７月下旬，三江平原地区雨水较为丰沛，植被

特征明显，因此选用第２４１天的 ＭＯＤＩＳ植被数

据和地表反射数据中的所有波段，施加背景掩膜

后进行Ｌｅｅ滤波，并执行 ＭＮＦ变换，对水体和其

他地物进行随机采样，通过在ＥＮＶＩ４．４中进行狀

维可视化分析发现，在 ＭＮＦ变换后的前３个主

成分中，水体与其他地类的可分性较好。对ＭＮＦ

的前３个主成分运用极大似然分类法进行影像分

类，得到提取的水体，如插页Ⅰ彩图２所示。

３．２　运用犛犗犕神经网络聚类模型提取林地植被

通过光谱特征分析及对三江平原地区林地植

被的生长规律进行分析发现，在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第

１６１天、１９３天和２４１天所采集到的归一化差分植

被指数ＮＤＶＩ数据中，林地植被从开始生长到生长

旺盛，再到生长达到全盛并且叶冠水份达到饱和，

其独特的生长特征得到充分体现，能与其他地类很

好地区分开来。在第１６１天、１９３天和２４１天

ＭＯＤ０９Ａ１可见光绿波段和近红外波段的基础上，

计算这三个时相上的归一化差分湿度指数ＮＤＭＩ，

以体现植被在这三个时相上的湿度变化特征。辅

以对林地植被提取有帮助的Ｒｅｄ和 ＭＩＲ波段，施

加背景掩膜后，进行ＭＮＦ变换，对前３个主成分进

行假彩色合成，发现林地植被特征显著，并区分于

其他地类；然后运用ＳＯＭ神经网络聚类模型，得到

提取的林地植被，如插页Ⅰ彩图３所示。

３．３　旱地和湿地的提取

３．３．１　运用灰值形态学滤波提取旱地

选用第１６１天和第１９３天的ＮＤＶＩ数据，在

此期间雨水较为丰沛，湿地植被从开始生长到生

长旺盛，而旱地植被才刚刚开始生长，以突出两者

之间的光谱特征差异，并选择对湿地和旱地提取

有帮助的ＮＩＲ、ＭＩＲ、Ｒｅｄ和Ｂ０１波段，通过对各

波段的统计特征进行分析，选用能将旱地和湿地

很好区分的几个统计特征，即第１９３天 ＭＩＲ波段

减ＮＤＶＩ、ＮＩＲ、ＭＩＲ、Ｒｅｄ、Ｂ０１五波段均值，以及

第１９３天Ｂ０１波段减ＮＤＶＩ、ＮＩＲ、ＭＩＲ、Ｒｅｄ、Ｂ０１

五波段均值，充分突出湿地和旱地的特征，并突出

两者之间的差别。

通过施加掩膜，从图像区域中剔除林地植被、

水体以及图像背景，从而使得在待处理数据中湿

地和旱地成为最显著的特征，并有效地区别于其

他地物。

对数据进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Ｌｅｅ滤波，并施加

ＭＮＦ变换。通过分析发现，影像的第一个主成

分中包含着丰富的旱地信息，其光谱值小于０，影

像中光谱值大于０的部分则包含着丰富的湿地和

水田信息。由于旱地和其他地物之间存在大量的

混合像元，边界不清晰，且影像中混合着大量噪

声，因此考虑对影像运用灰值形态学的开运算。

即先将第一个主成分的光谱值减去其最小值－

５３．２，使光谱值大于０，然后运用像元值为５４．２

且尺度为３×３的结构基元犫１ 对影像进行灰值腐

蚀操作。通过灰值腐蚀消除影像中旱地与其他地

物间的混合像元和噪声，然后对影像进行灰值膨

胀操作，从而完成开运算。采用阈值法，从影像中

截取光谱值为负值的旱地成分，运用结构基元犫２

＝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熿

燀

燄

燅１ １ １

执行开运算，去掉提取过程中混分

进来的其他植被，提取的旱地如插页Ⅰ彩图４所

示。

３．３．２　运用ＳＯＭ神经网络聚类模型提取湿地

运用结构基元犫２ 对以上 ＭＮＦ变换的第一

主成分执行闭运算，提取影像中的湿地和水田组

合成分，制成掩膜。根据光谱和季相分析，选取湿

地特征明显的第１６１天和第１９３天的 ＮＤＶＩ、

ＮＩＲ、ＭＩＲ、Ｒｅｄ和Ｂ０１波段，施加掩膜操作，执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Ｌｅｅ滤波和 ＭＮＦ变换，运用ＳＯＭ 神

经网络聚类模型对 ＭＮＦ变换后的前３个主成分

进行聚类分析，提取湿地，如插页Ⅰ彩图５所示，

最后形成三江平原地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划

分，如插页Ⅰ彩图６所示。

３．４　土地利用分类精度评价

依据三江平原地区２０００年土地利用类型的

矢量数据，对提取的林地植被、旱地、湿地、水田和

水体等地类进行采样密度为０．０５％的随机采样，

在采样点的基础上计算地类提取的制图精度和用

户精度，所得到的混淆矩阵如表１所示。其中，总

体分类精度为８３．７９％，Ｋａｐｐｅｒ系数为０．７７。湿

地提取的制图精度为 ８１．５８％，用户精度为

７１．２６％。由于不同地物类型光谱特征的差异，其

分类精度也不相同，受 ＭＯＤＩＳ数据空间分辨率

精度的限制，小面积区域的分类精度明显低于大

面积区域。另外，混合像元的存在对分类精度也

有一定影响。

４　结　语

以多波段、多时相的ＭＯＤＩＳ遥感影像数据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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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江平原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划分精度的混淆矩阵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

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ｉｎ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Ｐｌａｉｎ

土地利

用类型
林地 旱地 水体 水田 湿地 总数

用户精

度／％

林地 ２５２ ２ １ １ ０ ２５６ ９８．４４

旱地 ０ ２１８ ０ ２０ ７ ２４５ ８８．９８

水体 ３ ０ １６ ０ ０ １９ ８４．２１

水田 ５ ２６ ０ ６２ ６ ９９ ６２．６３

湿地 ０ １８ ０ ７ ６２ ８７ ７１．２６

未分类 １３ ２ ３ ３ １ ２２

总数 ２７３ ２６６ ２０ ９３ ７６ ７２８

制图精

度／％
９２．３１ ８１．９５ ８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８１．５８

为基础，对三江平原地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

了划分。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精度明显提高。

实践表明，基于ＭＯＤＩＳ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通过

光谱分析、物候特征分析和统计特征分析，并运用

ＭＮＦ变换、形态学滤波和ＳＯＭ聚类算法，可以准

确、有效地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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