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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犇犈犕边缘检测进行黄土地貌沟沿线自动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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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黄土地貌沟沿线形态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规则格网ＤＥＭ，通过引入边缘检测算子提取

并连接沟沿线候选点，并借助形态学方法滤除细碎线段，最终生成沟沿线的方法。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实验结

果显示，Ｓｏｂ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ｓ、Ｐｒｅｗｉｔｔ梯度算子检测得到的沟沿线封闭性较差，线段较零碎，与实际沟沿线不符，不

适用于沟沿线的自动提取；而ＬＯＧ算子提取的线段连续、精度高，是理想的沟沿线检测算子，能够实现黄土

地貌沟沿线较准确、有效的自动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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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沿线是黄土地貌最重要的地貌特征线，沟

沿线的自动提取是近年来数字地形分析的热

点［１３］。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黄

土沟沿线自动提取展开了研究［４８］。本文首次提

出通过引入边缘检测算子［８，９］自动提取沟沿线。

边缘检测方法通过对比图像亮度值的变化特征、

检测图像亮度的突变点，达到检测突变边缘的目

的。而边缘检测算子可以有效提取这种转折特

征，一些算子甚至可以提取较弱的突变特征，这为

不明显的沟沿线提取提供了方法。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比分析了不同边缘检测算子提取沟沿线的

适宜性，利用等高线套合方法［１０］评价了边缘检测

算子提取沟沿线的精度。

１　算法设计

１．１　算法原理

黄土地貌沟沿线是黄土沟间地和沟坡地的分

界线［１１］，其上部较为平缓的沟间地（地面坡度一

般小于２０°）与下部较为陡峭的沟坡地（坡面坡度

一般为３０°～３５°
［４］）形成明显的坡面形态差异。

依据坡度转折这种突变性质，可以借助边缘检测

算子，计算反映ＤＥＭ 高程变化的量来提取候选

沟沿线点，并由该线划分黄土地貌的正负地

形［１２，１３］。图１为黄土地貌沟沿线两侧剖面线的

数学形态示意图。图中的犅犆、犃犅段分别对应于

黄土正地形、负地形。假设犅犆曲线符合高阶连

续函数犳（狓），依据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如果

犳″（狓）｜犅犡×犳″（狓）｜犃犆＜０，那么θ∈（犃犆，犅犆），使

得犳″（狓）｜θ＝０，即在犅犆、犃犆之间存在一个二阶

导数为０的点θ，即所说的拐点。这里的拐点即

为沟沿线候选点，这是第一类沟沿线点，这类沟沿

线候选点两侧高程具有渐变特征，θ的确定取决

于函数的形态，精度取决于对应数据的采样密度。

图１　黄土沟沿线以及沟沿线两侧黄土剖面构建

函数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ｅｓ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ｗｏＳｉ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另一类为坡面的转折线，和第一类情形不同，

沟沿线上下部位高程的二阶导数不变号，二阶导

数值不同，可以看成是转折线。这种类型的沟沿

线形态可以用以下函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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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犅犆、犃犆 分段函数符合高阶连续函数

犳１（狓）、犳２（狓），犳″２（狓）｜θ－犳″２（狓）｜θ≠０，即所谓的突

变点。

对于二维离散情形下无法保证函数的二阶连

续问题，可以借助曲面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１４］来计算二阶

差分提取沟沿线候选点。本文算法依据该原理自

动提取沟沿线候选点，并通过形态学方法过滤并

连接成封闭的曲线，实现沟沿线的自动提取。

１．２　犇犈犕中的沟沿线提取算子

边缘检测是指图像中像素灰度有阶跃状或屋

顶状变化的那些像素的集合。规则格网ＤＥＭ 作

为地表的连续数字表达［２］，也可以被视为是一幅

图像，图像边缘检测的方法也适用于ＤＥＭ 突变

边缘的提取。ＤＥＭ 数据中高程突变的边缘可以

用高程的一阶或二阶导数的突变线检测出来［９］。

常用的一阶边缘检测算子主要有Ｒｏｂｅｒｔｓ边

缘检测算子、Ｓｏｂｅｌ边缘检测算子、Ｐｒｅｗｉｔｔ边缘检

测算子等。二阶边缘检测算子主要包括Ｌａｐｌａ

ｃｉａｎ边缘算子、Ｃａｎｎｙ边缘算子
［１５］和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ｏｆ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１６］边缘算子。

Ｍａｒｒ和Ｈｉｌｄｒｅｔｈ将高斯滤波和拉普拉斯边

缘检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高斯拉普拉斯算子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ＬＯＧ）。式中狓、狔代表

狓、狔位置的高程点，σ代表窗口内像元的方差。

对于给定方差范围为σ的高斯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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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到ＬＯＧ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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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算子先用高斯算子对ＤＥＭ 进行平滑，然

后采用拉普拉斯算子根据二阶微分，通过零点来

检测ＤＥＭ边缘。ＬＯＧ算子各个方向对称，既具

备高斯算子的平滑特点，又具备拉普拉斯算子的

锐化特点。式（４）为ＬＯＧ算子的数学表达形式。

沟沿线作为正负地形的分界线，依据沟沿线

的特征，即对于第一类沟沿线，在沟间地部分坡面

的二阶导数为正值，在沟谷地部分坡面的二阶导

数为负值，沟沿线就是这个正负值的分界线，把黄

土分为所谓的正负地形；对于第二类沟沿线，沟沿

线上下坡面高程的二阶导数也有突变。正是由于

ＬＯＧ算子为二阶边缘检测算子，检测过程中借助

二阶导数为零的点作为检测结果，符合沟沿线的

形态特征。

１．３　算法流程

本文所使用的ＤＥＭ数据为ＡＳＣⅡ格式的文

件。首先，使用一个较大的卷积窗口对原始ＤＥＭ

数据进行平滑去噪处理，此处平滑采用均值滤波

方式进行，均值滤波的窗口大小为７×７。然后，

对处理后的ＤＥＭ 检测边缘，通过设定较小的阈

值，提取初步的突变边缘，本文所使用的阈值为

０．００１。然后，对提取的散乱线段进行形态链接。

形态学连接主要借助图像像元的相邻位置关系，

借助某种给定的邻接模式（如４项相邻、８项相邻

或者是１６项相邻），把具有这种邻接模式的点连

接成一条条零碎的线段。本文中使用形态学８项

相邻方法将每个点８邻域范围内的点连接成线对

象。单凭这种方法提取的线段可能包括噪声。因

此，使用线段长度阈值来剔除此类影响。相对于

噪声来说，沟沿线具有较强的连续特征，这个预设

的长度阈值可以设置得大一些，如２００个点。最

后，剔除检测所得到数据的外边框，得到连续、完

整的沟沿线。

１．４　边缘检测阈值确定与后处理

阈值确定对边缘检测结果影响很大，对于

ＬＯＧ算子而言，阈值设置过小，提取边缘越发密

集，封闭性、连续性好；阈值过大，提取得到的沟沿

线封闭性、连续性差，不利于沟沿线检测。因此，

考虑先用较小的阈值，提取出全部的结果集合后，

用一定的滤波等方法剔除不满足要求的零碎线

段。本文采用的阈值是根据统计分析得到的结

果，使用峰度／ＤＥＭ 的最大幅度范围除以４作为

ＬＯＧ算子提取的阈值，沟沿线发育的地域，峰度

较高。

为了避免边缘检测过程中噪声对所提取沟沿

线连续性的影响，事先对ＤＥＭ 数据进行平滑、滤

波等处理以剔除随机噪声。随机噪声会影响二阶

导数的计算，本文采用最简单的均值滤波方式进

行，选用的窗口大小为７个像元。这一尺寸的窗

口可以有效地抑制坡脚线对沟沿线提取的影响，

可以降低坡脚线处坡度的变异。太大的窗口会导

致沟沿线整体偏向占主导地势的一边。

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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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样区与数据

沟沿线主要分布于陕北和山西黄土丘陵沟壑

区，本文选取陕西宜君地区作为典型实验样区，以

５ｍ分辨率的ＤＥＭ 数据作为数据源，利用边缘

检测方法自动提取黄土沟沿线。用同一地区１ｍ

分辨率的ＤＯＭ数据（见图２）作为参考，采用目视

解译方法手动提取沟沿线作为对比分析数据，用

于分析边缘检测算子提取沟沿线的精度。

图２　实验样区１ｍ分辨率的ＤＯＭ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ＭａｐｏｆＹｉｊｕｎＡｒｅａｗｉｔｈ

１ｍ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边缘检测算子对实验数据自动检测

沟沿线。表１给出了使用各种边缘检测算子检测

得到线段的相关参数，这些参数主要用来描述算

子提取的线段的细碎程度，ＬＯＧ算子提取的线段

整体要大于其他各算子。图３给出了使用各种边

缘检测算子提取的“沟沿线”与标准沟沿线的局部

对比图，ＬＯＧ算子提取的沟沿线与标准沟沿线有

一定的相似性。图４给出了使用本文方法处理最

终得到的沟沿线与标准沟沿线的对比图。

表１　各个边缘检测算子提取线段的参数对比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ｉｎ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

算子 条数 最大长度 平均长度 总长度 阈值

Ｐｒｅｗｉｔｔ ６４１ ５２９４ ４６．５ ２９７９６ ０．８

Ｓｏｂｅｌ ６４６ ５２９４ ４６．１ ２９８０２ ０．８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７１３ ５３１４ ５９．５ ４２４１４ ０．８

Ｃａｎｎｙ ４２９ ５２９２ ７２．０ ３０８５９ ０．００１

ＬＯＧ １０６ ３７０５８ ４５４．０ ４８１１６ ０．００１

　　一阶梯度边缘检测算子利用梯度值在边缘突

变处达到极值检测边缘。该类方法受施加运算方

向限制，同时能获得边缘方向信息，定位精度高，

但对噪声较为敏感［１７］。实验表明，边缘检测阈值

的较小变化会导致提取沟沿线较大的变化，表１

中列出的阈值为经过多次实验选取的较为合理的

阈值。一阶梯度边缘检测算子所提取的沟沿线的

封闭性、连续性差，所得到的线段平均长度小、细

碎，后续处理难度大，不利于沟沿线特征参数的提

取。Ｒｏｂｅｒｔｓ、Ｓｏｂｅｌ、Ｐｒｅｗｉｔｔ算子检测的结果见

图３（ａ）～３（ｃ）。Ｃａｎｎｙ算子能检测出弱边缘，其

边缘定位比较精确，检测的结果连续性、检测沟沿

线的定位精度优于梯度算子，但边缘连续性稍差

于ＬＯＧ算子（如边缘检测结果图中出现了断边，

见图３（ｄ），得到线段的平均长度优于梯度算子，

弱于ＬＯＧ算子。

ＬＯＧ算子采用高斯平滑克服了噪声的影响，

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效果较好，是相对有效的沟

沿线检测算子，ＬＯＧ算子检测结果见图３（ｅ）。

表１中列出了Ｃａｎｎｙ和ＬＯＧ算子的参考阈值，

实际上二者对于阈值的变化不太敏感，不同阈值

情形下所提取的沟沿线只在一些细节方面有所不

同，这一点较一阶算子要稳定。同图３（ｆ）中手工

从正射影像图中提取的沟沿线图对比可以看出，

图３　各种算子与手工提取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Ｌｉｎ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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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图４（ｂ）是用

ＬＯＧ算子检测得到的宜君样区的沟沿线结果图，

图４（ａ）为手工方法从正射影像图中提取的宜君

样区沟沿线图。对比可以看出，ＬＯＧ算子检测结

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图５（ａ）、５（ｂ）分别为黄土

破碎塬沟壑地区数据手工提取沟沿线和ＬＯＧ算

子提取沟沿线的对比图。从等高线套合差图上可

以看出，ＬＯＧ算子提取的沟沿线效果较好，与同

一地区从正射影像图中手工提取的沟沿线（图４

（ａ））的目视对比可以看出，ＬＯＧ算子提取的沟沿

线与手动提取的沟沿线有较高的一致性，充分显

示了高精度的特点。在一些复杂的地方，ＬＯＧ算

子提取的沟沿线比手工绘制的要平滑，在一些沟

沿线拐弯地方丢失部分细节，主要是由于采用窗

口平滑处理造成的。

图４　ＬＯＧ方法与基准值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Ｌｉｎ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ＬＯＧ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ＲｅａｌＯｎｅｓ

２．３　精度分析

本文用等高线套合差来衡量边缘检测算子提

取的沟沿线与手工提取的沟沿线间的匹配程度。

图６为使用等高线套合差计算得到的沟沿线套合

差图。统计套合差图可以得出，沟沿线套合差平

均值为１６．５ｍ，在５ｍ分辨率的ＤＥＭ 上约为３

个栅格的误差。从套合差图上可以看出，在靠近

分水线部位，套合差偏大，说明该部位提取的精度

不好；在沟谷部位，套合差较小，提取的沟沿线较

为准确。由于ＬＯＧ算子采用了窗口平滑，使得

提取的沟沿线都有一定的偏移，沟谷部位偏下，山

脊部位偏上，但均值在３个栅格大小左右。因此，

通过提高ＤＥＭ数据的分辨率可以提高沟沿线提

取精度。造成以上误差的原因是５ｍ 分辨率

ＤＥＭ数据无法准确表达沟沿线的准确位置，其采

样时可能会忽略沟沿线，而ＤＯＭ 图由于具备纹

理特征，提取的沟沿线比ＤＥＭ 上的准确。由于

采用了窗口平滑处理，导致整体的平滑作用，使得

靠近沟间地部位的套合差偏高。因此，更为准确

地提取沟沿线需要更高分辨率的ＤＥＭ数据。

图５　黄土破碎塬沟壑地区数据提取的沟沿线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Ｌｏｅｓ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Ｇ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Ｏｎｅ

图６　利用等高线套合差检验实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３　结　语

本文以规则格网ＤＥＭ 为数据源，在分析黄

土沟沿线所处坡面高程突变特征的基础上，比较

不同边缘检测算子提取的结果，发现基于 ＬＯＧ

边缘检测算子的方法能够实现沟沿线的自动提

取。ＬＯＧ算子借助二阶导数的零交叉点来检测

沟沿线，能够检测到较弱的高程突变边缘，通过数

学形态学过滤方法，可以抑制ＤＥＭ 随机噪声对

沟沿线提取结果的影响。与其他边缘检测算子相

比，ＬＯＧ算子检测沟沿线在封闭性、精度方面优

于其他边缘检测算子。

今后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分析该方法在不同数

据源及不同地貌类型的适用性，特别是在有些区

域黄土沟沿线往往还表现出多级性与层次性，这

给提取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需要在进一步完善沟

沿线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不同沟沿线的定量

模型，实现沟沿线的高效率、高精度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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