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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供了地物更丰富的信息，包括光谱信息、地物结构、形状、纹理以及地物之间的空

间关系等多方面的信息。面向对象的影像分析方法以目标地物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目标地物的形状、结构

及空间关系等信息进行目标的提取和分析，是当前高分辨率信息提取技术的主要方法。研究了采用面向对象

目标的思想将 ＭＲＦ方法应用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道路目标提取中，并进行了道路提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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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遥感影像信息处理和提取方法建立在

基于像素级别的光谱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只使用

图像灰度值的统计信息，对地物形状、结构等信息

的分析很少涉及［１，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面向对象

的信息提取技术得到迅速发展［３］，它是一种基于

目标的信息处理方法，可以充分利用高分辨率影

像的空间信息。与传统的基于像元的分类结果相

比，基于目标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更易于解释，且处

理结果中图斑的完整性更好［４］。Ｂａａｔｚ等根据高

分辨率遥感图像的特点提出了面向对象的遥感图

像分类方法，在分类时，不仅依靠地物的光谱特

征，还利用其几何信息和结构信息［５，６］。本文基

于对象的目标提取方法，在分析 ＭＲＦ影像分析

的基础上，引入基于对象目标的 ＭＲＦ方法提取

高分辨率影像中的道路信息。该方法首先对影像

进行分割，以分割目标为研究对象构建 ＭＲＦ模型

对影像进行有针对性的解译，然后进行道路提取。

１　基于对象目标的影像分析方法

面向对象技术是当前高分辨率信息提取技术

的发展趋势。其技术中图像的最小单元不再是单

个的像素，而是一个个对象，后续的图像分析和处

理也都是基于对象进行的［７］。面向对象的信息提

取方法的两个关键技术是影像分割和面向对象的

信息提取技术。影像分割是把像素影像转换为对

象影像的关键步骤，面向对象的信息提取结果很

大程度上会依赖于影像分割的结果。

２　犕犚犉方法影像道路提取原理

基于 ＭＲＦ的道路提取方法的思想是先解

译，后提取，算法首先对影像进行分割，得到对象

目标影像，然后对目标影像中的每一个区域计算

特征值，提取各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针对区域特

征、区域标记和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构建影像解

译的 ＭＲＦ模型，得到影像解译的结果。基于影

像解译结果，提取出候选道路段，进而通过对道路

段的处理提取出影像中的道路。

影像解译是通过识别和标记影像中的重要地

物对图像进行理解的过程。基于 ＭＲＦ对影像进

行自动解译的方法是一种基于区域的方法。首先

通过把解译标记模拟成在邻接图上的 ＭＲＦ，把影

像解译问题变成对给定空间知识和基于区域度量

的最大后验估计问题，然后应用模拟退火算法找

出最好的现实或最优的 ＭＡＰ解译
［７，８］。基于

ＭＲＦ的影像解译方法的研究对象是经过影像分

割后的对象影像，影像包括一个个不连通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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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解译问题即是对这些区域的标记过程。

３　基于目标的 犕犚犉影像道路提取

３．１　影像的预处理阶段

预处理阶段为影像解译和道路提取准备输入

影像，对影像执行分割、分割影像的特征计算和特

征选取，根据影像分割结果构造近邻图和近邻系

统。本文采用基于标记点的分水岭影像分割方法

把像素影像变为对象影像。分割影像的每一个区

域作为近邻图中的一个节点，相邻区域之间有一

个连接边。对应到近邻图上，ＭＲＦ模型的马尔柯

夫性（即未来的状态与过去的状态无关，只与现在

的状态有关）体现在一个节点的特性只与节点的

近邻有关，即 ＭＲＦ是定义在近邻系统上的。

３．２　能量函数参数设置阶段

在平面近邻图上，集团最多只能包含４个节

点，即邻近系统中只需考虑４种不同的集团形式：

单个区域（单个节点的集团）、两个区域（两个节点

的集团）、三个区域（三个节点的集团）、四个区域

（四个节点的集团）。针对每一种集团形式，分别

定义它们的特征度量。

单个节点的集团函数使用单个区域自身的目

标特征，如区域面积、矩形度、圆形度、平均灰度

等。对两个节点的集团，定义相邻区域使用的目

标特征如区域边界长度、灰度反差，并判断这两种

区域类型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组合。所谓有效的组

合是指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地类有可能相邻，如

道路和草地可能相邻，则两者是一个有效组合。

对三个和四个节点的集团，即三个和四个区域相

邻，使用空间约束为目标特征，即判断三种或四种

地物类型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组合，建立空间约束。

ＭＲ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把对问题的描述定

义为能量函数。能量函数即集团函数的定义，对

单个区域的目标特征的定义和计算公式采用文献

［９］给出的公式；对相邻区域的目标特征的空间约

束包括相邻目标的特征和相邻目标的组合的有效

性；对三个和四个区域目标的空间约束的定义，采

用对不同类别地物之间是否可能相邻的经验和实

际情况来定义。

能量函数的参数根据分割影像中地物目标的

特征值来设定。对分割影像人工选取不同的地物

类别，分别计算地物的目标特征和目标之间的空

间约束，得到不同地物类别的特征数据表，根据数

据值的分布情况确定集团函数的参数，如从分割

图中选取道路段，计算其矩形度、圆形度、平均灰

度和灰度标准差，进而设定道路目标的相应参数

范围，见表１。

表１　单个对象类别特征参数

Ｔａｂ．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类型 阴影 草地 建筑物 道路 裸露地 白色地物

矩形度 ０．２０．３０．６０．９ ０．３０．４０．６５０．７３ ０．３０．５０．７０．９ ０．３０．４０．７０．８ ０．３５０．５０．７５０．８５ ０．２５０．４０．８１

圆形度 １４２０４０７０ １３２０４０５５ １２１５２５３５ １４１８３３３９ １０１５３０５０ ５１０１８２０

平均灰度 ００４０５４ ４７６０８０１００ ７０８０１３０１５０ １１６１２０１４５１５０ １１０１２０１８０２１０ １７５２００２５０２５４

灰度标准差 ８１４３３４５ ７１５２５３０ １５２０３５４２ ８９１６２０ ８１５３０４０ １１０３０５０

３．３　影像解译阶段

ＭＲＦ方法将影像分析问题置于贝叶斯框架

之下，构成一个 ＭＡＰ的优化问题，通过求取整个

函数的最优解得到影像分析结果，即标记影像。

优化问题求解使用模拟退火算法，整个算法嵌入

到模拟退火算法中［９］。

３．４　道路提取处理

本阶段主要是从标记影像中提取候选道路区

域，结合道路知识对道路区域进行编组等处理，得

到最终的道路提取结果。

在整个算法开始之前，首先要确定解译标记

的变量集合，即最终解译结果的解空间。对于不

同类别的影像和不同的影像分割结果，设定的影

像中的类别也不同，即解译标记不同。如可以根

据影像的特点将分割后的影像中的地物类别分为

七类：道路、建筑物、草地、树木、空地、水和阴影。

用这七类构成解译的随机变量集合犔＝｛道路，建

筑物，草地，树木，空地，水，阴影｝，对城市、市郊和

农村区域而言，地物的类别会不一样，而针对具体

的影像，解译变量集合也可以不同。

从影像解译结果中选取被识别为道路段的区

域，针对分割影像的特点，道路被分割为一个个有

一定宽度的长矩形区域，这些道路段通过影像的

解译可被识别出来。

影像解译本身存在一定的误识别情况，表现

为本来是道路的区域被识别为别的地类。产生识

别误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① 影像的分割误

差。② 相似区域的误识别。影像中不同的地类

有时会有相似的表现，如路边的停车场与道路有

着相似的灰度和形状特征，空白裸露地与道路有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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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相似的灰度和形状特征等。③ 阴影等因素的

影响。由于阴影或行道树等地物的存在使道路本

身存在灰度的不连续性等特征，导致道路在分割

时被分割成不同的区域，最终导致了错误的识别。

④ 算法本身的限制。算法本身的不合理设置和

假设，如对道路识别时，假设道路为矩形状区域，

而事实上有些道路区域不是矩形状，如道路交叉

口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区域，诸如此类的因素也会

导致道路识别的错误。

针对道路识别中的错误，需要对解译阶段识

别出的道路段进行处理。常用的方法为道路感知

编组，即利用道路的特性、语义和上下文等信息提

取出道路网络。对提取出来的道路段进行如下

处理。

１）道路段的连接。根据算法的特点，分割影

像经过解译后得到标记影像，从标记影像中得到

的被标识为道路的区域是一个个单独的区域，对

识别的道路段首先进行道路连接，把相邻的道路

区域连接起来。

２）道路段的判别。影像解译结果会出现影

像中存在误识别的道路段，对这些道路段要进行

判别，本文采用了方向一致性进行道路段的判别，

首先从所有候选段中找出长度最大的段作为道路

段，并计算此段的方向，然后对其他候选区域分别

计算它们的方向，同时计算候选段中心点与道路

段中心点连线的方向，当这三个方向数值在一定

的误差范围内保持一致时，认为候选段是道路的

一部分。

３）道路中断的处理。对判断出来的候选道

路段，如果与道路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即由于某

些原因如阴影等使得道路发生中断的情况，这时

连接道路和候选段之间的区域，使整个道路连通。

具体实现流程见图１。

图１　影像道路提取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ｏａ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４　实验与讨论

实验采用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卫星全色影像，分辨率

为０．７１ｍ。首先进行影像分割和影像特征计算，

将分割后影像中地物的类别分为六类，分别是阴

影、草地、建筑物、道路、裸露地和白色地物。对六

种地物计算单个区域的特征，并提取区域之间的

空间关系，建立 ＭＲＦ模型。对单个对象区域选

用了矩形度、圆形度、平均灰度和灰度标准差作为

特征度量；对两个相邻区域选用灰度反差和区域

边界长度作为特征度量。分割后，区域之间的空

间关系包括两两区域相邻、三三区域相邻和四四

区域相邻，通过设置空间组合的有效性进行度量。

对单个类别特征的参数设置情况见表１，表２是

用来设置两相邻地物组合的参数，１表示有可能

相邻，０表示不可能相邻。

表２　两相邻地物组合参数

Ｔａｂ．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ｗｏ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ｓ

类型 阴影 草地 建筑物 道路 裸露地 白色地物

阴影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草地 １ １ １ １ １

建筑物 １ ０ ０ １

道路 １ ０ １

裸露地 １ ０

白色地物 ０

４．１　道路提取实验

基于 ＭＲＦ的道路提取方法的完整过程包括

影像分割、特征计算、影像解译和以解译为基础的

道路提取四个步骤，根据选取的影像中道路的特

点进行了道路提取的实验研究。

实验１选用大小为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的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各个阶段的实验结果如图２（ａ）

所示；图２（ｂ）是实验２的原始影像和道路提取结

果。对另一类空间分辨率为２ｍ的高分辨率遥

感正射影像进行道路提取实验，影像大小也为

２５６×２５６像素，在经历分割、特征计算、ＭＲＦ解

译和道路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如图２（ｃ）所示。

图２　基于 ＭＲＦ的道路提取实验

Ｆｉｇ．２　Ｒｏａ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ＲＦ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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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实验分析与讨论

通过对两类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道路提取

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能够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中提取出道路信息。算法以影像中的目标对象为

基本单位，特征计算和分析都基于目标对象进行。

ＭＲＦ模型能够合并使用目标特征的先验知识，对

目标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建模，对不同类型的影

像通过选取典型的道路区域样本，设置合适的道

路特征参数，对于不同情况的道路能够提取出比

较可靠的道路信息。但算法对道路的提取和分析

结果依赖于影像的分割结果，因此应研究更有效

和适用的影像分割方法。本文算法中使用了目标

特征的光谱、形状、空间关系特征，在后期的研究

中将考虑引入地物目标的纹理特征、功能特征等，

提高道路提取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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