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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研究开发遥感影像处理智能系统已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讨论研究了这类系统的几个重要的

问题。这一系统应以影像分割形成的像斑作为分析处理的对象，为此，需要采取多尺度分割方法。针对每一

地物类别选择最佳尺度或尺度组合，而不是对所有地物类别采用统一的所谓最佳尺度。系统应以地域性地物

分布为其特点构建知识库，而不是要求所谓的通用性。采用地物分布语义网的方式，在其节点上建立起与相

应地物类型相关的数据、算法的联系，包括影像特征选择、算法选择，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有关数据库、算法

库、知识库的问题以及人机协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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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遥感事业正在迅速发展，多种类型的遥

感卫星如资源卫星、气象卫星、环境卫星等不断升

空，新的卫星发射计划正在逐步实施，为各有关行

业的遥感应用展现出辉煌的前景。今后的遥感应

用将面临多源、多类型和海量数据的局面，如何充

分利用日益丰富的遥感信息，如何高效、高质量、

高精度地从遥感影像中获得各有关应用部门所需

要的信息，为资源调查、环境监测、基础测绘更好

地服务，成为紧迫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目前，许

多应用部门缺乏有效的计算机处理工具，不得不

主要依靠人工，这迫切需要有关科研工作者研究

开发高效的遥感数据处理和分析系统，让计算机

系统更多地取代人的工作，以提高效率。

应当说，要实现遥感影像处理智能化是一项

长期的艰巨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遥感影像是

复杂多变的地面环境的反映，其光谱信息受到多

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地物信息具有很强的随机

性和不确定性，还因为要模拟专业技术人员和专

家的目视判读方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１　关于像斑和面向对象的方法

现在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影像分析

不应以像元为单位，而应以影像分割后形成的一

个个像斑为单位，许多人称之为面向对象的方法。

这与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等易产生某种混淆，称

为像斑则直接、易理解些。当然，本质上两者没有

差异。

应当说，获取像斑是遥感影像智能化分析的

第一步，这一步涉及分割，于是分割的具体问题提

了出来。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大多针对黑白影像和

单波段影像，但遥感影像更多的是多光谱和高光

谱影像。实施分割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波段和采用

某种线性变换后的数据，如第一主分量可以作为

权宜之计，或者将每一像元的数据看作光谱响应

矢量数据，采用相似性判据进行自动聚类，可以全

面利用光谱信息，因此光谱矢量分析的方法值得

研究。还可以采用映射变换的方法，即将光谱响

应矢量数据作为光谱相应空间的一个点，按某种

规律（如一位小波变换所提取的某一具有表征性

的参量）映射到参量空间，再进行分割等［１］。

对于怎样才是最好的分割结果，许多人开始

研究这一问题。要认识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分

割的意义。由于分割是为了进一步对地物类型进

行分析，它是一个建立进一步分析的基础的过程，

人眼分析时，以匀质区域及其组合为对象，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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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只要做到分割所得像斑的匀质性就可以，不

必深入去探讨到底是过分割好还是欠分割好。这

一问题还因为分割的尺度问题而得到展开。

大家现在常讨论多尺度分割的问题，这同样

需首先明确尺度问题的意义。地面上的不同地物

均以某种尺度的遥感影像信息表现出来，在某种

尺度下只能见到大的湖泊和长江、黄河，如气象卫

星１ｋｍ空间分辨率的影像看不到一条道路；在

ＴＭ影像上，道路是一条线，有的甚至看不到；在

ＱＢ影像上，则清晰可见。不同的地物在不同的

尺度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在一幅影像上笼统

地考虑一个最佳尺度是不合适的，针对某一地物

确定其最佳的表现尺度或某几个尺度才是必要

的。基于这一考虑，应该对影像进行多尺度分割，

对不同尺度分割结果进行分析，而且是针对每一

类地物进行分析，找出分辨它的最佳尺度或最佳

尺度组合，这样做会有更好的效果［２］。

２　关于通用性和局域性

文献［３］研制了一套遥感影像理解专家系统，

并且认为可以看作是通用性的系统，每一个用户

针对其所在地区的数据，以影像分割的结果为基

础建立事实库，然后以人机对话的方式建立知识

库，进行模糊推理，得到所需的结果。当时是一个

初步的尝试，企图研制出一套软件系统，就像常见

的遥感影像处理系统一样，其中也考虑了地域性

问题，如知识库的建立分为平地、丘陵、山地三个

子库，还考虑了光谱信息随时间不同的变化，在上

述３个子库的基础上又分为４个季节，于是有了

１２个子库。这种粗略的划分看来是一种比较合

理的措施，但要靠这种方式将知识库用于所有的

地区仍是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的。

应当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地物分布特

点。如武汉地区河湖众多，水网密布，而到了郑州

或者西安，情况就不一样。必须按照不同地区的

特点建立相应的知识库，才能确保知识的正确性

和准确性，这是保证智能分析获得正确结果的前

提。智能分析系统应当具有一种机制，所建立的

知识库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殊性，不能指望一次性

建立起来。也许有人认为，这一点没有多加讨论

的必要，然而将类似的问题展开来讨论不难发现，

许多情况下采取的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如某一

系统或某一算法用于处理遥感影像，实际上是针

对所有地物类型采用相同的判据，选择相同的特

征波段，运用相同的方法。又如变化分析过程中

对两个时期的影像在进行所谓归一化辐射处理后

相减或相除等。这样的处理方式大家习以为常，

然而，正确的方式应当是考虑针对不同的地物采

用不同的特征，运用不同的可有效区分它们的方

法。由于地面上不同地物的分布具有不同的特

点，地物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因此遥感影

像处理和分析的智能系统不仅需要体现地域特殊

性，而且需要体现针对不同地物所采取的特殊方

法，需要将这种智能系统作为一种复杂系统来进

行设计、研制。

３　语义网

从文献［４，５］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特别是语义

网的知识构架的应用，认为这一构架具有一般性，

不同的地域均可采用语义网。

每一地域的地物类型分布各不相同，所具有

的地物种类不尽一致。根据本地域地物类型分布

建立起的语义网是一种先验知识的体现，通常按

地物种类分级考虑，即第一级地类是大类，如水

体、绿地、居民地，然后是第二级，水体下面有河、

湖、塘等。具体的工作部门和相关人员都是为本

地区服务的，了解本地的地物类型特点，事先就可

以建立这样一种语义网。这种语义网似乎是土地

利用分类体系，不过每一地域一般将这一体系中

的所有类型都包括进来。对于遥感影像分析来

说，不可能将这一体系中所有的类型都识别、划分

得一清二楚，如同为针叶林，不可能区分松树和杉

树，只能按利用遥感影像可以识别的地物类型构

建语义网。

如果语义网只是可识别的土地利用类型的体

系，就显得太简单了，对于遥感影像分析智能系统

来说，语义网的内涵十分丰富。语义网由一系列

的节点即链接它们的连接线形成，每一节点是一

类地物及相关的知识和方法，节点之间的连线表

示它们的关系，如水体与河流两个节点之间的连

线表示父节点和子节点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

由上而下，也可以是由下而上。由上而下表示先

识别父类，再识别子类，由下而上表示父类不能直

接识别，须将子类先识别出来，再识别父类。在每

一个节点上，应该通过某种方式对于所具备的影

像数据及衍生数据如纹理，分析得出将它与其他

类别很好地区分开来的最佳特征组合。这里所说

的其他类别与当前分析的节点应共有一个父节

点。数据和特征均应记录下来，作为知识。同时，

对于采用什么分类方法和算法才能达到最好的效

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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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应通过对比分析确定下来，作为另一类知识记

录下来。在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况，如可以获得类

似的影像数据，则根据节点中的知识采用类似的

方法。如果遇到不同的数据，如原来用的是多光

谱影像，现可以获得高光谱影像，就需要进行新一

轮特征分析，采用新的方法，力求更好的效果，并

加以总结，作为新的知识记录下来。如此，知识不

断更新、积累。

上述方式构建的语义网就不是通常人们所想

象的那种语义网，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知识。

其中知识的表达方式可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表达

方式，每一节点上所采用的特征和特征组合各不

相同，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可以不相同，须从方法

库中使用多种方法，选取最适合的方法。

进而言之，当所具备的数据还包括其他类型

的影像或多个时期的影像，或过去的土地利用专

题图，或过去的效果很好的分类结果图，则相应地

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此，语义网就是一个包含

很多有关数据分析策略和方法，包含大量数据的、

兼有知识和数据的结构体。构建这样一个语义网

需要很好地设计和策划，既需要考虑现在，又需要

考虑未来。

对于每一地域来说，构建语义网还可以按照

另一种方式进行，即从最易区分的类别开始，以二

叉树的方式逐步、逐级地构建出来，但遇到不同的

输入数据，这个二叉树不同，于是就产生不同的知

识。针对具体的地物、具体的数据采用不同的分

析方法，不同的地域自有不同的语义网，同一地域

甚至可以构建不同的语义网，这就体现了事物的特

殊性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根本性、科学性原则。

这种语义网可推广到一个业务部门、一个行

业。如林业部门所考虑的对象主要是林地，对其

他地物类型，有些就不用考虑那么细，这时分析方

法就具有不同的特点，构建语义网就应反映这一

特点。

４　数据库、算法库与知识库

构建语义网涉及到数据、算法和知识。用什

么数据，怎样利用数据，用什么算法，什么情况下

改换算法等，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划和知识进行。

知识库的建立涉及到数据、算法，即涉及到数据库

和算法库。

一个地域的数据随着管理信息化和遥感、

ＧＩＳ、ＧＰＳ等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会有一

个积累的过程，包括各类影像数据、数字专题图及

其他非数字形式存在的数据，其中也有在运用

ＧＩＳ技术时所产生的某种数据库中的数据。应当

在构建遥感影像分析智能系统时，将这些资料按

原始数据、经地理编码的数据（如经过几何校正的

数据）分类组织和管理起来，形成该智能系统的数

据库。为了保证该数据库的有序建设和更新，还

应当有相应的控制点及其备用点子影像窗数据

库，以及相应的控制点自动搜索（匹配）和影像几

何校正算法，这里不作讨论。

在数据库建立后，就是如何从这些数据中发

掘出有用的知识的问题。以语义网为中心，从分

析其各节点处所需的最佳影像数据组合（其中包

含衍生数据和其他辅助性数据如ＤＥＭ、土壤类型

数据等）出发，得到识别该节点所代表的地物类型

的最佳判据组合，以为当前和今后所用。这里涉

及多元数据分析，也涉及时序数据分析。分析需

要根据一定的准则进行，如最大可区分可能性原

则等，同时也需要采用某种算法。而在将这一节

点和其他节点（同级节点）所代表的地物类型区分

开来的过程中又涉及采用某种合适的方法和算法

的问题，这就关系到算法库的建设。算法库的建立

应当根据当前研究的成果，将先进的算法、有效的

算法收纳进来，如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最大似然法、

模糊聚类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等。这些方法常常

需要有合适的参量，按照自适应的原则，以遗传算

法、线性规划方法等作为确定最佳参数的工具，在

利用ＳＶＭ等算法时就将这些工具作为辅助算法。

算法库还包括确定判据最佳组合的算法，如

相关分析算法、主成分分析算法等。算法库也要

更新，吸收新的算法。在建立算法库的基础上，语

义网每一节点的分析过程中，采用哪种算法比较

合适，针对已有数据利用不同算法进行分析，确定

哪一种算法的效果好，最后记录下来，就成为该节

点上采用算法的知识，并将这一知识放到知识库

中存储起来，可见知识库与算法库也是紧密相连

的。每一节点涉及算法的部分是由它与知识库中

的相应知识的“条款”的链接实现的。

５　人机协同问题

关于遥感影像分析智能系统的研究、开发和

应用是国际遥感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课题，近

年来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６，７］。这些研究一

方面就智能系统采用什么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另一方面，鉴于这一研究的长期性、复杂性，提

出以人为中心的思路（即 ＨＣＣ），认为目前阶段还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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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计算机代替人，如遇到复杂的情况时，计算

机不能像人（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那样进行准确

的分析，不具备人的高超的视觉能力。因此，需要

将计算机的工作和人的工作结合起来，发挥各自

的长处，在需要人干预时，由人来开展必要的工

作，为此还开发了相应的系统。

应当说，在目前阶段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动化，

不可能完全由计算机代替人。基于这一观点，在

研究遥感影像分析智能系统时，也应该有所考虑，

尽可能设计和实现这种智能系统，使其具有比较

理想的效果，并用于实际工作。而正如前文分析

过程中所指出的，针对一个地域的系统与工作与

这一地区的人员息息相关，这些人员特别是一个

团队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构建智能系统的

过程中，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融合到系统中，这种

融合的程度越大，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就越高，在困

难的地方只需人作进一步处理，就可以达到比较

完美的境地。

我国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提出“数据信息知

识”的课题，集各方力量，数年研究，已有许多重要

的成果。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对这一课题在

一个侧面的粗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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