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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ＳＡＲ图像的变化检测和尺度有较强的相关性，提出了一种联合变化前后的两幅ＳＡＲ图像进行

多尺度分割的方法，在分割的图斑基础上采用了交叉熵计算图斑之间的差异程度。根据多个尺度分割的斑块

计算系列差异指数，采用多尺度优化的方法得到最佳差异指数，最终实现变化区域的提取。通过对ＳＡＲ图像

的实验处理，说明了在多尺度联合分割的基础上进行变化检测可以得到较好的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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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外星载ＳＡＲ系统发展比较迅

速，如２００６年发射升空的日本ＰＡＬＳＡＲ、２００７年

和２００８ 年 间 发 射 升 空 的 意 大 利 ＣＯＳＭＯ

ＳｋｙＭｅｄ、德国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系统以及加拿大ＲＡ

ＤＡＲＳＡＴ２系统，而我国也将发射 ＨＪ１ＣＳＡＲ

系统。由于不受天气影响，星载ＳＡＲ系统可以为

各种应用提供稳定的数据源，而且星载ＳＡＲ有着

固定的运行周期，能够对地面进行定期的重复观

测，因此它比光学遥感更适合对地面进行动态监

视。变化检测是动态监视的关键，但由于ＳＡＲ成

像机理不同于传统的光学遥感，因此必须根据

ＳＡＲ图像的特点研究合适的变化检测方法。人

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变化检测方法［１４］，但这些方法

主要强调算法，较少考虑变化检测的尺度问题。

实际上，确定变化区域和尺度是密切相关的，在不

同的尺度会显示出变化区域的不同。如一般的

ＳＡＲ变化检测算法中会采用滑动窗，窗口大小对

ＳＡＲ图像的检测结果就有影响，这也表明处理

的尺度对变化检测有影响。国内霍春雷提出了一

种基于尺度传播的多尺度变化检测新方法［５］，但

是该方法主要针对高分辨率光学图像。上述研究

都表明变化检测的结果和图像的尺度是密切相关

的。为此，Ｂｏｖｏｌｏ采用小波分解构建多尺度图

像，并采用对数比值的变化检测方法在多个尺度

上进行融合处理，取得了较好的检测效果［６］；Ｉｎ

ｇｌａｄａ则采用交叉熵的相似度测量方法进行变化

检测，并将该方法拓展到多个尺度上进行，得到了

较好的效果［７］。

客观世界具有多尺度特性，目标只有在特定

尺度下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实体，并在不同的尺度

下会有不同的表现，相应地，人类视觉系统也是一

个多尺度系统。当一幅图像进入人眼后，人能同

时辨别出大小不一的物体，可见人脑能同时在不

同的尺度下对这幅图像进行采样与描述。仅仅在

某一尺度下分析图像不能表现出图像本身固有的

多尺度特性，也就限制了结果的准确性。

变化区域的检测涉及到两种尺度：图像的分

辨尺度和感兴趣变化目标尺度，前者决定了最小

可能检测的变化区域，而后者表示只有大于这个

尺度的变化区域才能被认为是变化的。因此从理

论上讲，图像的分辨尺度应该优于感兴趣变化目

标尺度，否则很难得到满意的变化检测结果。但

是如果图像的分辨尺度很精细，而感兴趣变化目

标尺度却很粗糙，则往往需要对图像的分辨率进

行综合。对于ＳＡＲ图像，由于斑点噪声的影响，

图像的分辨尺度应该明显优于感兴趣变化目标尺

度。考虑到尺度的相关性，本文针对ＳＡＲ图像提

出了一种多尺度分割优化的变化检测方法。首先

对ＳＡＲ图像进行多尺度联合分割，即结合变化前

后两个时相的ＳＡＲ图像进行多尺度分割处理，从

而得到不同尺度下的图斑，每个图斑都是在特定

尺度下在两幅ＳＡＲ图像上均表现出一定的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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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后将分割的图斑作为一个整体计算ＳＡＲ

图像变化前后的差异指数，并根据不同尺度下的

差异指数进行优化而得到最佳的差异指数，最后

根据最佳差异指数提取可能的变化区域。

１　多尺度联合分割

图像分割是将图像中具有特殊涵义的不同区

域区分开来，而且这些区域互不相交，每个区域都

满足特定区域的一致性。对图像犵（狓，狔）进行分

割，就是把图像划分成满足如下条件的多个子区

域犵１、犵２、犵３ 等：① ∪
犖

犽＝１
犵犽（狓，狔）＝犵（狓，狔）；②犵犽

是连通的区域，即每个区域里的像元是相邻的；

③犵犽（狓，狔）∩犵犻（狓，狔）＝，即区域之间不存在公

共像元；④ 区域犵犽满足一定的均匀性条件，即每

个区域内的像元灰度在一定范围内。

针对单幅图像的分割，人们提出了很多方法，

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效果。近年来，在遥感领域

兴起的面向对象处理方法，多尺度分割就是其主

要特点之一。目前，多尺度分割方法逐渐受到人

们的重视，如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分割方法、图割方法、分

形网络进化方法、线性尺度空间的块特征检测方

法等。

针对两个时相的ＳＡＲ图像进行变化检测前，

首先需要进行精确配准，从而保证两个时相ＳＡＲ

图像的位置严格一致。而对两幅图像的多尺度分

割需要同时考虑两幅图像犡１和犡２的区域均匀

性，犎 表示区域的同质性，根据同质性分割得到狀

个区域狆１，…，狆狀，满足关系：① 区域狆犽内的像素

是相关连接的；② ∪
犖

犽＝１
犡１（狆犽）＝犡１，且∪

犖

犽＝１
犡２（狆犽）

＝犡２；③狆犽∩狆狊＝，区域之间不存在公共像元；

④ 图像犡１、犡２ 内分割的狀个区域，每个区域符

合同质性要求。

为了实现不同尺度的分割，需要对同质性指

标给出不同的要求，如果同质要求越高，则分割的

区域会越多，这样会得到细小尺度的分割结果；如

果同质要求较低，则分割的区域会较少，这样会得

到粗糙尺度的分割结果。由于ＳＡＲ图像具有典

型的斑点噪声，而概率统计中的方差可以较好地

克服噪声的影响，因此针对ＳＡＲ图像的特点，采

用了基于方差的区域增长算法来实现多尺度图像

的联合分割。算法基本原理如下：① 任选图像的

一个种子点作为分割区域的初始图像区域。

② 遍历分割区域的边界像素的４邻域像素，每得

到一个像素，分别计算图像犡１和犡２中两个区域

的方差。如果两个方差均小于设定的值，则该像

素就作为一个新的像素合并到当前区域内，继续

遍历当前区域的其他像素进行重复计算，直到当

前区域的周围邻域像素均不属于当前区域。

③ 选择当前除了已经标记分割区域外的一个像

素，重复执行①～③步，直到全部像素都被分割。

在分割过程中，设置不同的同质性指标（方差

限值），就可以得到不同尺度的分割区域。图１为

两幅星载ＳＡＲ图像，图２为根据同质性指标得到

的由细到粗的４个分割尺度的图斑结果。从分割

结果可以看出，斑块区域有逐渐变大的趋势，尺度

越小，表明对斑块的同质性要求高，则斑块就比较

多而细碎；相反，尺度越大，则表明对斑块的同质

性要求降低，则斑块就比较少而粗略。

图１　ＳＡＲ图像

Ｆｉｇ．１　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

图２　不同尺度的分割斑块

Ｆｉｇ．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Ｐａｒｃｅｌｓ

２　基于分割斑块的差异指数计算

图像变化检测的核心是需要根据两幅图像得

到衡量前后图像的差异情况，差异越大，则越表明

可能有变化。经过多尺度联合分割后，两幅图像

都被分成了相同数目的不同斑块区域，这些区域

在两幅图像上的空间位置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

于分割时仅考虑了各自区域的同质性，因此两幅

图像上各自对应区域内的像素值却并不一定相

同。如果某个斑块区域像素在两幅图像上的差异

明显，则表明该区域有可能是变化了的区域；如果

某个区域像素在两幅图像上比较接近，则表明该

区域可能没有变化。如何评价分割的区域在两幅

图像上像素的差异是进行变化检测的关键。由于

ＳＡＲ图像有斑点噪声的影响，常规的差值、比值、

相关系数等计算差异的方法都很难见效，考虑到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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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图像数据具有一定的统计分布规律，为此，

采用了基于统计分布差异程度的交叉熵作为衡量

区域内像素变化差异的指数［７］。

假设两个分布函数分别为狆（狓）和狇（狓），则

它们的差异可以用下式表示：

犓（犙狘犘）＝∫ｌｇ
狆（狓）

狇（狓）
狆（狓）ｄ狓 （１）

为了解决不对称问题，采用

ＫＬＤ＝ ［犓（犙狘犘）－犓（犘狘犙）］
２ （２）

计算差异指数，从而保证了它的非负性、对称性和

规范性。

为了适应各种场景下ＳＡＲ图像数据的统计

模型，采用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级数展开来逼近ＳＡＲ图

像的分布函数［８］：

犳（狔）＝犌（狔）（１＋ρ３犎３（狔）／６＋

ρ４犎４（狔）／２４＋ρ３
２犎６（狔）／７２） （３）

式中，犌（狔）表示标准正态分布；ρ３、ρ４为变量狔的

３阶和４阶累计量；犎３、犎４、犎６ 为 Ｈｅｒｍｉｔｅ多项

式：

犎３ ＝狔
３
－３狔，犎４ ＝狔

４
－６狔

２
＋３

犎６ ＝狔
６
－１５狔

４
＋４５狔

２
－

烅
烄

烆 １５
（４）

利用图像数据的多阶累计量和 Ｈｅｒｍｉｔｅ多项式

就可以按式（３）计算出ＳＡＲ图像的分布函数。

对不同尺度下的每个分割斑块进行差异指数

的计算，就可以得到不同分割尺度下对应的差异

指数图，如图３所示，而图４为局部差异指数的三

维分布。从图４上可以看出，个别地方在尺度１

和尺度２显示的差异指数不如在尺度３和尺度４

上的差异指数那样明显。

图３　不同分割尺度的差异图像

Ｆｉｇ．３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

为了得到最终的差异指数图，需要对不同尺

度的差异指数进行优化。优化的目的是在不同尺

度中寻找最能反映该斑块的差异指数，可以采用

基于不同尺度的差异指数进行加权平均，选取其

中最佳的差异指数。根据实验结果，每个斑块的

最佳差异指数取不同尺度下差异指数最大的值可

以得到较好的效果。图５为根据多个尺度得到的

最佳差异指数。

图４　不同尺度下局部区域的差异

指数三维显示

Ｆｉｇ．４　３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ｆＬｏｃａｌ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

３　实验和结论

对多尺度分割优化提取的最佳差异指数图进

行阈值分割，就可以得到提取的变化区域，如图６

所示。为了评价基于尺度优化而提取变化区域的

效果，对两个时相的ＳＡＲ图像采用人工的方法提

取了实际的变化区域，如图７所示。对比图６和

图７可以看出，自动提取的变化区域和人工提取

的区域绝大部分都是吻合的。为了进一步定量分

析变化区域检测的正确率，将实际变化区域和原

始图像进行叠加就得到图８。从图上定量分析可

知，实际变化区域有４２处，正确检测的区域有３９

处，检测错误的变化区域有８处，因此变化检测的

正确率为９３％，虚警率为１９％。

图５　最佳差异

指数图

Ｆｉｇ．５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图６　基于最佳差异指数

提取的变化区域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ｒｅ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通过实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 变化

检测的差异指数和尺度是密切相关的，不同尺度

上计算的差异指数会存在明显的差异；② 根据原

始两幅图像分割可以得到不同尺度的图斑，通过

计算图斑的差异指数并优化能够得到最佳的差异

指数；③ 根据多尺度优化得到的差异指数提取变

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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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人工提取的图像

上实际变化区域

Ｆｉｇ．７　Ｍａｎｕ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ＳＡＲＩｍａｇｅ

图８　图像上显示的

实际提取的变化区域

Ｆｉｇ．８　Ｒｅ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Ｃｈａｎ

ｇ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ＳＡＲＩｍａｇｅ

化区域具有较高的检测率和较低的虚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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