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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决策树工具的土地利用类型遥感识别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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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决策树的理论和方法，利用遥感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土地利用信息分类。通过研究

地物光谱统计特征，讨论了通过耕地指数等归一化地类指数来增强影像地类特征、结合ＤＥＭ 提取土地利用

信息的决策树分支点的设计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水体和建筑阴影、道路等容易混淆区域的区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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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技术的发展为土地利用调查提供了快速

准确的数据来源和全新的调查方法，已经成为土

地利用调查的主要手段之一。为解决在实际应用

中出现的问题，决策树方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

用。在土地利用信息提取方面，由于不同影像的

光学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均不相同，这对信息提

取方法和精度的影响较大。决策树法分类不需要

数据的分布假设，能够处理组合数据，分类过程简

单直观，可以通过改进决策分支点的数量和阈值

来提高分类精度［１５］。

目前，在影像数据指标方面，单纯比较不同地

类在不同波段的反射特性的研究比较多，组合波

段多局限于ＮＤＶＩ等常用指数的应用，针对土地

利用的指数设计较少，对能显著提高分类效率的

非影像数据的利用则更不多见。

本文根据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高分辨率影像，通过分

析不同地类的反射光谱组合特征，利用波段运算方

法设计地类归一化指数来帮助增强影像的地类特

征，并通过ＤＥＭ所包括的坡度、高程信息，根据土

地利用分布与地形特征间的匹配关系来帮助改进

决策分支点的定义，使用决策树法从遥感影像中获

取较多类型和较高精度的土地利用信息。

１　研究方法

合理定义不同分支决策点，是决策树方法结

果是否合理的必要保证之一。因此，根据影像地

物特征定义不同土地覆盖类型的典型值，是实现

合理分支点定义的基础。为减少分支点表达式的

复杂性，可以通过遥感软件对影像数据进行处理，

以便尽可能地拉大各种地类的影像特征差异，并

采用归一化处理后形成相关的地类指数，从而为

简化决策表达式、清晰表达分类策略提供依据。

１．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概况

选用了经过正射校正的２００４年武汉市洪山

区鲁巷至东湖沿线区域的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影

像数据为２．４ｍ分辨率Ｂ、Ｇ、Ｒ、ＮＩＲ４个波段和

０．６ｍ分辨率全色波段的 ＷＧＳ８４数据。为了配

合地形数据，影像进行了坐标投影变换，将

ＷＧＳ８４数据转换成为北京５４坐标系下的数据，

并根据武汉地区喻家山幅１∶１万标准地形图的

范围进行了裁剪，以保证数据匹配。衍生的影像

数据包括根据地类归一化特征指数计算的归一化

地类影像。

ＤＥＭ采用喻家山幅１∶１万标准地形图数

据，以２．４ｍ 分辨率生成，便于和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影像数据进行栅格匹配。衍生的数据包括坡度和

高程。

１．２　典型地类光谱特征

针对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多个样本采集统计

结果表明，各种地物由于其反射光谱在不同波长

的接收器上的反射强度不同，因此，通过处理遥感

影像，借助不同波长间光谱强度记录的差异大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区分或者融合不同的土地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３月

利用类型。由于遥感影像的拍摄时间、位置的不

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所呈现的光谱反射特征亦

不相同。因此，对于典型地类光谱特征的分析只

能基于同一时相和坐标系下的影像，再借助于分

析比较典型的地类光谱与影像滑动窗口范围内的

光谱特征的差异，以达到区分不同的土地利用类

型的目的。

根据所采集的不同样地的样本，统计其４个

波段的数据，再以频数为坐标纵轴，光谱反射值为

横轴绘制光谱特征曲线图，结果见图１～６。

耕地类光谱在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中的分布

特征明显，近红外波段强度值从低到高分布范围

较大，蓝绿波段反射强度值分布相对集中，红波段

反射强度值与蓝波段有重叠。林地类反射光谱与

耕地类有较大的相似之处，近红外波段同样是分

布较为均匀，但其中心轴线较耕地类左移，即整体

反射强度较耕地为低。

工矿（工业）类光谱绿蓝波段分布集中，且各

自以均值为中心，在分布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各

波段反射强度在波段内部分布较集中，红和近红

外波段分布区较大。其中，以绿波段反射强度最

大，其次是蓝和红外波段。

水域类用地反射光谱蓝绿波段分布集中，且

与其他波段间的相互重叠部分较少，红和近红外

波段整体反射强度较低，尤其是近红外波段，两者

在频数分布上有较好的相似性。由于水体深度、

成分的不同，反射波谱在影像上的表现也不尽相

同。

图１　耕地类反射光谱分布

Ｆｉｇ．１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图２　林地类反射光谱分布

Ｆｉｇ．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图３　工业用地反射光谱分布

Ｆｉｇ．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ｎｄ

　　　
图４　水域反射光谱分布

Ｆｉｇ．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

　　　　
图５　城中村用地类反射光谱

Ｆｉｇ．５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ｙ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图６　城市住宅用地类反射光谱

Ｆｉｇ．６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Ｕｒｂａ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城市用地类型以建设用地为主，其反射光谱

规律差异不甚明显。城市中，道路反射光谱特点

为蓝波段整体反射强度低于红波段和近红外波

段，最高的为绿波段。城中村的反射光谱与城市

普通住宅的反射光谱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近红

外波段，即城市住宅用地较城中村强度分布较均

匀，且与绿波段的差距远小于城中村。仅使用光

谱分析难以正确判定用地类型，借助于使用纹理

的方式来研究不同用地类型的空间结构特征，从

而为确定土地利用类型提供依据是一种重要的辅

助方法。

１．３　归一化指数

根据不同地类的光谱特征，通过波段运算强

化某一种地类的反射值，以便形成地类界线，是区

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依据。归一化指数种类很

多，比较成熟的是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６］，以

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植被、土地指数。由于遥

感影像的成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域、不同

时间和不同条件下的影像用单一的归一化指数计

算的结果往往不尽相同，但由于它符合简化决策

树决策分支点条件的要求，能够在决策树方法的

应用中起到较好的作用。因此，依据 ＮＤＶＩ等指

数的计算思路，通过对光谱特征进行分析确定波

段运算的方式，以提高某一地类与其他地类之间

的反差为目标，通过实算和验证形成了研究区域

内的耕地、水域和道路归一化指数的计算规则。

１）耕地归一化指数。ＮＤＶＩ计算方法是根

据近红外和红色波段间的差异大小来衡量地面植

被覆盖情况。ＮＤＶＩ图像中，耕地部分亮度反差

不均，为提高耕地与林地间的区别，对 ＮＤＶ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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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进行改进，算法为：ＰＩ＝２＋ＮＤＶＩ×（ＮＩＲ

－Ｒ）／１０００００。据此，耕地区域多数集中在ＰＩ±

０．６的区域中。ＰＩ不能单独应用，在决策树中需

要先利用ＮＤＶＩ进行分区，再根据ＰＩ来区分林地

与耕地。

２）水域归一化指数。为在影像中突出水体，

拉大水域与其他地物的差距，使用水域归一化指

数进行水体提取，算法为：ＷＩ＝（Ｇ－ＮＩＲ）／ＮＩＲ。

据此，可以较为明显地从影像中区分出水体覆盖

区域。

３）道路归一化指数。道路作为城市主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由于路面条件的不同，其统计特征往

往不易从建筑群中提取出来。通过算法ＲＩ＝（Ｂ－

Ｒ）／Ｇ，可以相对较为清楚地提取出路网信息。

４）建设用地由于反射波谱比较相似，单纯利

用反射波谱来区分不同的用地类型容易造成误

判。不同的用地类型中，综合用地布局空间结构

和建设用材对波谱形状的影响，评价波谱形状的

平均值、方差、偏度等统计特征值，利用纹理图谱

并综合其他数据来区分建设用地类型是可行的方

法。

１．４　地形数据整合

不同地形条件下，土地利用的方式和趋向是

不同的，因此，可以借助地形的特点来区分土地利

用的类型。高程与坡度、坡向的搭配关系对于土

地利用的方式有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缓坡度

与低高程区域匹配，是农业土地利用的最佳区域，

在坡度平缓和满足其他农业生产条件的情况下，

宜发展农业，尤其是种植业。

采用ＤＥＭ 方式，根据地形图矢量化成果计

算坡度和坡向，将研究区域内的等高线按不同的

特征单元大小进行栅格化，然后根据栅格高程插

值计算出每个栅格的坡度和坡向值作为决策树分

支点设计的依据之一。由于不同研究区域的自然

条件和环境的差异，高程、坡度和坡向的分支依据

和所研究的区域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一个固定的

标准，需要根据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

确定。

１．５　决策树分支决策点设计

为简化决策树的分支点条件表达式，事先根

据不同用地类型的归一化指数，生成不同的归一

化指数影像，并统计影像中对应典型地类的归一

化指数范围，作为地类分支点的逻辑条件依据。

由于不同地类的归一化程度提升不同，部分地类

归一化指数图像反差不够，同谱异物和异谱同物

的现象给地类区分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解

决这一问题，采用用地类型分解的方式，首先在影

像中分解出归一化特征明显的地类，再对归一化

特征较弱的地类使用排除法逐一进行地类判定，

从而最终分解出土地利用类型图。

根据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影像的特点，首先采用

ＮＤＶＩ指数将植被覆盖区和非植被覆盖区进行区

分，对于植被覆盖区，采用ＤＥＭ 坡度值进行平地

（５°以下）、缓坡（５°～１０°）、高坡（１０°～１５°）和陡坡

（１５°以上）的地形特征区分，合并耕地归一化特征

区分林地、耕地和城市绿化用地；对于非植被覆盖

区，利用水体指数 ＷＩ进行水体分隔，对水域地类

进行区分，利用道路指数 ＲＩ对陆地进行道路提

取，将其余部分作为建设用地，并根据纹理统计特

征尽可能地区分城市用地类型。

２　研究应用

ＥＮＶＩ软件是目前主流的遥感影像处理分析

软件之一，提供了监督与非监督分类、决策树分类

等方法，并提供分类后斑点影像处理工具和分类

精度评定工具。

２．１　基于决策树方法的土地覆盖分类

１）典型地类抽样。为保证地物光谱曲线符

合所使用的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影像数据的特征，以

２．４ｍ、０．６ｍ两种分辨率的数据进行融合，根据

融合后的彩色高分辨率影像，采用人工识别典型

用地类型的方式进行用地类型抽样。根据研究区

域的实际情况，选择了耕地、林地、交通用地（道

路）、水域（湖泊、坑塘、露天游泳池）、建设用地（城

市绿地、工厂、城市居民点、城中村居民点）等样

本，根据样本统计特征计算了其统计特征值，并绘

制红、绿、蓝和近红外４个波段的样本光谱特征曲

线。

２）归一化地类计算。根据各样本地类的光

谱特征曲线，通过滤波变换和波段运算等工具，增

强研究区域内的地类在归一化影像中与其他地类

的反差，使得在决策树设计中能够通过归一化影

像选择不同的地类分支点，达到区分地类的目的。

主要地类的增强局部影像如图７～９所示，可见在

不同地类的归一化影像上，主要地类的亮度特征

与其他地类有较明显的区别，即其值域范围有较

明显的不同，可以通过值域范围的不同来区分不

同的地类。

３）决策树生成。利用ＥＮＶＩ软件的决策树

生成工具，根据研究确定的各种归一化指数和地

形数据依据对影像进行分类，并使用后处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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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ＮＤＶＩ影像

Ｆｉｇ．７　ＩｍａｇｅｏｆＮＤＶＩ
　　　　　　　

图８　耕地指数影像

Ｆｉｇ．８　ＩｍａｇｅｏｆＰＩ
　　　　　　　

图９　水体指数影像

Ｆｉｇ．９　ＩｍａｇｅｏｆＷＩ

对分类图像进行处理。

２．２　决策树分类分析

根据实地考察的土地利用类型和 ＱＵＩＣＫ

ＢＩＲＤ影像的特点，将分类目标划分为水域、道

路、林地、耕地、城市建设用地等５种。

１）根据ＮＤＶＩ指数和实际情况，ＮＤＶＩ指数

在［０．２，０．５５］之内的区域确定为植被覆盖区（绿

色标志）；再将耕地指数ＰＩ在［－０．４，－０．０２］之

内的区域确定为耕地（黄色标志）。研究区域实际

情况不存在坡耕地，因此，将确定的耕地区域中坡

度大于５°的区域剔除。

２）根据 ＷＩ水体指数与 ＮＤＶＩ指数的匹配

情况，将 ＷＩ指数大于１．５的区域定义为水域（蓝

色标志），并根据坡度，将区域中坡度大于２°的区

域剔除。由于水体和建筑阴影区相对较难区分，

因此，根据水体与建筑区红外反射和红反射差别

较大的情况，增加两者间的差距，从而从所识别的

水体区域中剔除掉可能是建筑阴影的部分。

３）ＷＩ指数小于１．５的区域定义为城市区域

（不含水域，白色标志）。根据ＲｅｄＳｏｉｌ指数，将大

于－０．２１的区域定义为城市建设区，由于城市道

路与建筑物反射特征类似，因此再根据ＲＩ指数，

将ＲＩ小于－０．０２的区域定义为城市道路。此

时，城市道路区域仍混有建筑，应使用绿度指数

（Ｇ／Ｒ）再度进行区分。

最终识别结果见图１０。

图１０　决策树识别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

２．３　讨　论

根据分类结果和实际情况的抽样对比，决策

树分类的正确程度优于采用监督分类的分类结

果。由于缺少本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因此，无

法与地面实际情况进行精度分析对比。为方便比

较，采用目视解译的方式在遥感影像中勾出耕地、

林地、水体、道路和建设用地的多个样本，并设置

为ＲＯＩ区域进行监督分类，将监督分类与决策树

分类的结果进行基于ＲＯＩ的混淆矩阵比较，结果

表明，监督分类的总体精度为９１％，Ｋａｐｐａ系数

为０．８５；决策树分类的总体精度为９７％，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０．９５，即精度提高了约６％。在决策树分

类法中，道路、林地、耕地的生产者精度比监督分

类高１０％～１５％，但水体低于监督分类超过

１５％；在用户精度方面，道路、林地两个方法差距

很小，决策树法在耕地方面比监督分类法高出超

过５０％，水体精度差距缩小为１０％。由于目视解

译和ＲＯＩ区域的数量、边界范围等原因，决策树

法的优势并未能在混淆矩阵计算中全部体现出

来。总的来说，决策树法分类能正确识别出多数

的建筑阴影，并将其归到建设用地中，而监督分类

方法将绝大多数的建筑阴影都识别成了水体；在

林地、耕地分类上，决策树法分类的图斑完整性、

空间分布合理性要优于监督分类法；在道路区分

上，决策树分类法识别的道路体系较监督分类法

完整，路网形状和连续性较好。

决策树分类的结果仍然存在一些分类合理性

问题。一类是由整合数据资料的缺陷造成的，另

一类是由影像地物光谱同质或异质性造成的。前

者造成的问题如ＤＥＭ 模型的不准确、不同数据

源数据的匹配精度差异等，都会影响到决策树的

分支决策点的条件判断效果；后者造成的问题如

水体与建筑阴影、道路与建筑区、城市绿地中的草

地与耕地等需要结合纹理特征、多时相多时段等

多方资料才有可能解决。即使是几何特征明显的

地物，如道路、建筑等，其边界仍然不能准确识别，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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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区内的不同用地类型的区分仍然存在较

多分类错误，需要整合更多的数据（包括多波段的

遥感影像、土地利用数据等）来改进分支决策点，

以提高分类精度。

３　结　语

由于决策树分类法易于整合其他数据和资

料，分类标准较灵活，可以根据影像和资料进行决

策分支点的优化和扩充，是一种简单易用而又有

相当发展前景的分类方法。特别是，通过增加相

关的辅助资料，通过空间定位将影像和辅助资料

进行匹配，研究不同地物及其组合模式在不同波

段影像和辅助资料上的统计特征，并据此设计决

策树分类法的分支决策点，对提高计算机自动提

取土地覆盖信息并转换为土地利用信息的精度有

重要作用，也是解决遥感影像识别中同物异谱和

同谱异物的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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