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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遥感水系提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学形态学的遥感影像水系提取方法。该方法

在光谱模式识别提取水体信息的基础上，利用数学形态学方法将提取的水体结果进行断线连接、去噪及细化

等处理，从而得到连续的水系。以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为例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提取连续、完

整的水系；且提取的水系精度与现势性均优于国家测绘局发布的１∶２５万数字线划图（ＤＬＧ）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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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势性好、准确性高的数字河流湖泊网络

（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ｌａｋ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ＲＬＮ）是基于

ＤＥＭ的流域信息提取的重要辅助数据
［１］，也是构

建数字流域的关键技术之一。我国的ＤＲＬＮ主

要来源于对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生产的地形图的

矢量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河流湖泊

要素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流域水系的现势性问题

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２］。

卫星遥感影像能够快速提供地球表面的信

息，已成为ＧＩＳ数据库以及地图更新的重要数据

源。利用计算机从遥感影像中自动提取线性地物

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问题［３］，当前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道路的提取上［４］，而对线性水体提

取的报道则较少。Ｄｉｌｌａｂａｕｇｈ等以影像上的灰度

值作为代价矩阵（ｃｏｓｔｍａｔｒｉｘ），通过Ａ算法实现

了半自动化地从ＳＰＯＴ影像中提取水系
［５］。该

方法需要人为确定水系的起点和终点，因此水系

复杂时，则显得比较繁琐。干嘉元等对光谱法初

略提取的河道栅格进行索引，通过定义河道长度

的方法来提取水系［６］。该方法对较简单的影像效

果较好，而复杂的则不佳。数学形态学是一种新

兴的图像分析方法，用于描述影像的几何形态结

构特征，在图像处理以及模式识别等方面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７］。本文以江西省潦河流域为例，以

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为数据源，尝试在光谱分析

提取的水体信息基础上，结合数学形态学的方法，

从几何形态角度对光谱方法提取的不连续水系进

行修正及对噪声进行去除，以达到准确提取线性

水系的目的。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多波段阈值水体提取方法

１）水体光谱特性

由于地物对太阳光的吸收和反射程度不同以

及地物结构、组成和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导致

了它们在卫星传感器上记录的电磁波谱信息也各

不相同。天然水体在０．４～２．５μｍ电磁波范围

内的吸收明显高于大多数其他地物，因而其反射

率较低，在多波段遥感影像上表现为暗色调；在红

外波段，水体吸收的能量高于可见光波段，所以水

体在近红外及中红外波段的反射能量较少；而植

被、土壤在这两个波段内的吸收能量较小，具有较

高的反射率，这使得水体在这两个波段上与植被

和土壤有明显的区别（图１），反映在影像上，水体

呈现出暗色调，而土壤植被则相对较亮［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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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潦河流域主要地物在ＥＴＭ
＋影像上的光谱

响应曲线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ｉｎ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
＋ＩｍａｇｅｏｆＬｉａｏ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２）水体提取方法

利用遥感影像提取水体常采用比值法。比值

法根据不同地类的波谱特征，利用比值来抑制植

被、土壤等地物信息，增强水体信息。常用的有归

一化差异水体指数（ＮＤＷＩ）
［９］：

ＮＤＷＩ＝ （ρｇｒｅｅｎ－ρｎｉｒ）／（ρｇｒｅｅｎ＋ρｎｉｒ） （１）

式中，ρｇｒｅｅｎ代表绿光反射率；ρｎｉｒ代表近红外反射率；

在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中，分别对应第２、４波段。

在ＮＤＷＩ图像中，水体的值很低，而植被和土壤的

则较高，因此可以设置合适的阈值来提取水系。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部分城区在近红外波段

和绿光波段的光谱特性与水体相似。但从光谱响

应曲线上来看，城区和水体在ＥＴＭ＋的５、７波段

有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可以结合谱间关系，设置适

当的条件来去除城区。

１．２　形态学水系改进方法

由光谱方法提取出的线性水系存在不连续及

噪声问题，可以利用数学形态学方法进行处理。

数学形态学的基本运算有膨胀和腐蚀：

膨胀：犃犅＝｛犪＋犫：犪∈犃，犫∈犅｝＝ ∪
犫∈犅
犃犫

腐蚀：犃Θ犅＝｛犪：犪＋犫∈犃，犫∈犅｝＝ ∪
犫∈犅
犃犫

式中，犃为待处理图像；犅为结构元素。其他形态

学运算都可以由膨胀和腐蚀运算派生，主要有：

开运算：犃犅＝（犃Θ犅）犅

闭运算：犃犅＝（犃犅）Θ犅

击中：犃（犅１，犅２）＝（犃Θ犅１）∩（犃
犮
Θ犅２）

其中，犃犮为犃 的补集。

细化：犃Ο犅＝犃－（犃犅）

综合以上分析，形态学对水系的处理过程如

下：① 断线连接。由于存在水系光谱的不连续性

及混合像元的影响，致使提取后的水系常由不连

续的像元组成，利用形态膨胀的方法可以进行断

线连接，使水系连续。② 噪声去除。在二值化的

水系图上，噪声在空间上表现为大小不等的图斑，

有的独立存在，有的与水系紧密粘连，可利用形态

重构的方式进行去噪处理。形态重构是开闭运算

的组合，在二值图像中可以提取一幅图像中被另一

幅图像所标记的连通区域。由于它不会在图像中

产生不连续，对噪声不敏感，所以在进行滤波和目

标提取时，不会引入新的形状噪声，也不会产生新

的边缘和发生边缘的位置变化［１０］。③ 水系细化。

将去噪后的水系特征图像进行形态学细化处理，得

到水系的骨架线。形态学细化运算是在给定具有

一定形状的结构元素后，循环地删除满足击中变

换的像素，直到目标图像没有变化为止。细化后

的水系骨架已基本能够反映水系的特征。④ 短

小水系删除。为了消除细化过程中出现的短枝，

还需对细化结果进行删除短枝处理，可以通过设

置最小水系长度阈值，删除不符合条件的短线。

２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７日获取的Ｌａｎｄ

ｓａｔＥＴＭ＋影像（波段组合为４３２）对江西省潦河

的部分水系进行提取（图２（ａ））。实验影像大小

为３２０像素×１５２像素，其中包含的水系长度约

为１３．３４ｋｍ。研究区中的主要地物有土壤、植

被、水系、城区及道路。首先利用多波段阈值提取

方法对水体信息进行提取；然后利用数学形态学

的方法从几何特性角度对上述提取结果进行处

理，使水系光滑、连续；最后将提取结果与国家测

绘局发布的１∶２５万ＤＬＧ水系进行比较。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水系提取结果

利用式（１）计算研究区的 ＮＤＷＩ影像，如图

２（ｂ）所示。可以看出，植被和土壤区的ＮＤＷＩ值

较大，呈现较亮的色调，而水体和城区的 ＮＤＷＩ

值较小，呈现暗色调。经过反复实验，选取ＮＤＷＩ

阈值为０．１５进行水系提取，结果如图２（ｃ）所示。

提取的水系图中还夹杂大量的城区、阴影、池塘及

小面积水体等噪声。利用谱间分析的方法，通过

设置限制性条件来去除城区的像素干扰。经实验

发现，０＜ＥＴＭ５＜７０且０＜ＥＴＭ７＜５５可有效去

除城区干扰（图２（ｄ））。从图中可以看出，光谱分

析方法提取出了水系的基本轮廓，但由于桥梁、混

合像元等的影响，提取的水系不连续，存在断线的

问题，且存在少量阴影及小面积水体噪声。

７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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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多光谱的水系提取过程图

Ｆｉｇ．２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Ｌｉｎ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ｕ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由于水体特殊的光谱吸收曲线，因此发展了

许多基于光谱的水体提取方法［１１，１２］，但线性水体

提取的报道则较少。这是由于河道宽窄变化的影

响及水草、干枯河道、江心洲和桥梁等的干扰，使

得线状水体多呈混合像元的形式，致使光谱特性

变得更为复杂，因此还需要结合其他方法来改善

提取结果。

３．２　水系改进结果

利用数学形态学方法对提取的水系进行处理

的结果如图３所示。图３（ａ）为水系方向膨胀后

的结果，可以看出，膨胀处理消除了水系中的断线

问题，但同时也放大了噪声。重构开运算可以有

效去除所有的噪声（图３（ｂ））。从视觉效果上看，

形态重构过滤掉了所有与水系孤立的各类噪声，

对噪声的适用范围也比较广。此外，在有效去除

噪声的同时很好地保持了水系的边缘，也未引起

边缘的模糊和边缘位置的改变。图３（ｃ）是经过

形态学细化后的结果，细化后的水系为单像素点

线条，线条光滑连续，细化质量较高。图３（ｄ）为

删除短小水系后的结果，即为最终提取的水系图。

图３　基于数学形态学的水系修正过程

Ｆｉｇ．３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Ｌ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数学形态学处理的关键是如何灵活选择结构

元素。在膨胀处理中，结构元素过小仍会使一些

断线不能连接上，过大则容易改变原始图像的形

状。经实验发现，３×３的方形结构元素可取得较

好的效果。在进行形态重构滤波时，其结构元素

的选择是决定滤波结果好坏的唯一因素。本文发

现，９×９的方形结构元素恰好可以过滤所有噪

声。细化是有方向的，在细化处理之前，首先要选

择合适的结构元素，该结构元素既要保证目标图

像在细化算法的每一迭代过程中的结构连通性，

又要保证整个图形的构造不改变。本文使用８个

方向的线性结构元素以对称的方式进行细化，不

但有效提取到原始图像的骨架线，且保证了细化

后水系的连续性。结构元素的选取是形态学研究

中的重点和难点，目前人们主要凭经验选择合适的

结构元素，但自然界水系情况复杂，往往是经验所

不及的。因此，如何根据不同的水系特征及处理目

标来确定恰当的结构元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３．３　水系提取精度

将本文方法提取的水系结果与１∶２５万

ＤＬＧ水系进行比较（见图４，图中灰色为提取水

系，白色为ＤＬＧ水系，底图为ＥＴＭ＋第４波段影

像）。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及与影像水系在总体上

比较吻合（图４（ａ）），但提取的水系在细节上要优

于ＤＬＧ水系（图４（ｂ）～４（ｅ））。首先，提取水系

较ＤＬＧ水系更能反映真实的水系状况。从图中

不难发现，提取的水系不仅显示了江心洲将河道

分为两支的情形（图４（ｂ）），而且还成功地提取了

一些支流水系（图４（ｃ）、４（ｄ）），而这些在ＤＬＧ水

系中则未能反映。其次，提取的水系与影像中河

道的中轴线比较吻合，而 ＤＬＧ水系则有不同程

度的偏差，其中最大可达１００ｍ（图４（ｂ）～４（ｅ））。

总之，提取的水系无论在形状及准确性上均较优

于１∶２５万的ＤＬＧ数据。

图４　本文方法提取的水系与１∶２５万

ＤＬＧ水系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Ｌｉｎ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ＤＬＧＯｖｅｒｌａｉｄｏｎ

ｔｈｅＢａｎｄ４ｏｆＥＴＭ＋

数学形态学方法只是对光谱法提取的水系进

行处理，因此最终的水系精度还要取决于光谱分

析法水体的提取精度，而该精度主要与影像空间

分辨率及河道宽度有关。如果影像空间分辨率大

于河道宽度，则河道在影像上呈混合像元，便很难

通过河道中水体的光谱信息来提取出正确完整的

水系。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光谱特性和形态特性从

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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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图像中自动提取水系的方法。实验结果表

明，该方法提取的水系精度与现势性均优于国家

测绘局发布的１∶２５万数字线划图（ＤＬＧ）水系，

是一种简单高效的水系自动提取方法，具有一定

的实用价值。本文方法的关键是结构元素的灵活

选取。此外，如何确定待提取水系等级与遥感影

像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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