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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时空相结合的分类方法来获取多时相土地利用／覆盖，有效减少了多时相遥感的时空不一致性。

为探测时空不一致性对景观指标取值及其变化轨迹的影响，将时相独立分类方法和时空相结合分类方法进行了

对比，四种常用的景观指标———斑块数（ＮＰ）、边缘密度（ＥＤ）、平均斑块大小（ＭＰＳ）和平均形状指数（ＭＳＩ）用来

探测两种方法的差异。结果表明，时空不一致性不仅影响到景观指标取值，而且改变了景观指标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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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城市扩张研究中使用较多的遥感土地

利用分类和变化检测侧重于土地数量、质量的变

化，而忽略了空间格局及其演变［１］。景观生态学

的出现为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时间上演变的定量化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２］。在景观格局动态分析

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对两个或更多时相的遥感数

据进行独立分类，获取土地利用／覆盖信息，然后

提取景观格局特征［３，４］。该方法虽然原理清晰，

简单易行，但在实际使用时，多时相整合过程存在

明显问题，单个时相分类错误将被带入最终的时

间序列结果［５７］。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探讨遥

感分类对于景观格局分析的影响，而且都集中在

单一时相分类对景观格局分析的影响上［８］。本文

对多时相遥感分类所引入的时空不一致性对景观

格局取值及变化轨迹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

为研究遥感时空不一致性对城市边缘区景观

格局动态分析的影响，本文选取处于城乡过渡地

带位于北京市东部的一块区域作为实验对象。研

究区域的空间幅度为１９．５ｋｍ ×１８ｋｍ，西起北

京三环线，东到通州区，北起机场高速，南到京沈

高速。实验中所采用的数据包括６个时相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遥感数据的详细情况见表１。

表１　研究中所用的遥感数据

Ｔａｂ．１　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ｒ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卫星 传感器 轨道号 分辨率／ｍ 获取时间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１２３／３２ ３０ ２８／９／１９８８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１２３／３２ ３０ ６／５／１９９１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１２３／３２ ３０ ２８／８／１９９４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１２３／３２ ３０ ２１／９／１９９７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ＥＴＭ １２３／３２ ３０ ３／４／２０００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ＥＴＭ １２３／３２ ３５ １７／９／２００２

　　注：“”表示重采样分辨率。

１．２　多时相影像土地利用／覆盖分类

遥感影像分类采用统一分类大纲，首先将影

像分为不透水面、城市绿地、水体、生长期农田和

收割后农田共５个类型，然后将不透水面、城市绿

地合并为建设用地，将生长期农田和收割后农田

合并为耕地，最终得到建设用地、耕地、水体三类。

本文采用时空上下文相结合的分类方法，首

先将影像分割为影像单元，并采用最大似然方法

获取影像单元属于不同地表覆盖类型的概率；接

着按分类大纲对类型进行合并，得到影像单元属

于合并类型的初始概率；然后对多时相影像的初

始分类概率结果按时间顺序进行叠加，提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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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分类概率时间变化轨迹；最后对时间变化

轨迹进行一致性校正，并处理接缝多边形，得到最

终的影像单元分类概率，以概率值最大的类型作

为影像单元最终的分类结果。光谱结合时空信息

的多时相遥感分类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光谱结合时空上下文信息的多时相遥感

分类方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时间轨迹一致性校正主要根据城市扩张为主

的土地利用时间变化特征，提出如下的假设前提

条件：土地利用类型中建设用地增长是绝对的。

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像素被确认为建设用地，那

么在后面时相的分类当中就必然是建设用地类

型，而不可能是其他类型。为保证分类结果的正

确性以及时间轨迹上的合理性，对最大似然方法

得到的影像单元分类概率在时间轨迹上的曲线按

两种方法进行校正：① 如果概率曲线在某一时相

中属于城市用地概率绝对高于其他类型，那么就

提高其后面时相中影像单元属于城市用地类型的

概率；② 如果某一时相中非城市用地概率绝对高

于城市用地类型，那么就提高其前面时相中影像

单元非建设用地类型的概率。

为便于比较遥感分类所导致的时空不一致性

对景观格局提取结果的影响，除采用上述时空相

结合的方法分类外，还使用分时相、基于像素的最

大似然分类方法对影像进行分类，分类大纲与上

述方法保持一致，分别从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获

取的土地利用专题图上进行景观格局提取。

１．３　景观指标及其时间轨迹模式提取

采用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３．３计算４种常用的景观指

标值（即ＮＰ、ＥＤ、ＭＰＳ和 ＭＳＩ）在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

间各时相的景观级别指标值，指标的计算采用排

除边界像素的８邻域方式。为比较多时相遥感分

类时空不一致性对景观格局分析的影响，同时提

取分时相、基于像素最大似然分类方法所获取的

指标值。

为了定量化表达时空不一致性对景观格局及

其时间轨迹的影响，引入指标偏差率（Ε犪）和指标

变化率（
#犜

１
－犜
狔
）这两个变量。Ε犪 表示时空不一

致性引起的景观指标相对于参考值偏差的程度和

方向，
#犜

１
－犜
狔
表示景观指标在时间上的变化模式，

包括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其计算式如下：

Ε犪 ＝ ［（χ狊－χ犮）／χ犮］×１００％ （１）

#犜
１－犜狔＝ ［（χ犜１－χ犜狔）／χ犜狔］×１００％ （２）

这里，χ狊表示最大似然分类后获取的空间指标；χ犮

表示作为参考的结合时空上下文分类方法获取的

空间指标；χ犜１表示初始时相的景观指标取值；χ犜狔
表示时间轨迹上任一时相的景观指标值。通过指

标变化率，可以对两种分类方法景观指标时间轨

迹上的变化速率和变化方向（上升或下降）进行直

接的比较。

２　结果分析与讨论

２．１　土地利用／覆盖及其变化

对于城市边缘来说，其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

非建设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插页Ⅲ彩图１１中红

色的斑块表示在时间序列上被重复探测为新的城

市增长区域，这是与前面提到的城市扩张的原则

相违背的，因此这些红色斑块的数量和面积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时相分类的时空一致性。插页

Ⅲ彩图１１（ａ）是最大似然分类方法的变化检测结

果，红色斑块面积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２１．３２％，

插页Ⅲ彩图１１（ｂ）是用所提出的结合时空信息的

分类方法检测的结果，红色斑块面积占研究区域

总面积的７．６１％。

２．２　时空不一致对景观格局分析的影响

从景观指标的提取结果来看，多时相遥感影

像在分类中是否对其进行时空不一致性校正，景

观格局指标值存在明显的差异。由于时空不一

致，ＮＰ指标和ＥＤ指标在每一时相均明显高于经

过时空校正的参考值，而 ＭＰＳ指标值要明显低

于参考值，ＭＳＩ指标值略低于参考值，各指标偏

差率（Ε犪）的平均值与标准差见表２。

表２　时空不一致对景观指标取值影响

Ｔａｂ．２　Ｍｅａｎ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犈犪

ＮＰ ＥＤ ＭＰＳ ＭＳＩ

平均值 ５２．２ ２６．９ －３２．７ －１．７

标准差 ２４．２ ２０．３ １１．９ ３．２

　　景观指标相对于初始时相１９８８年变化率的轨

迹如图２所示。除两种方法得到的 ＭＳＩ指标只是

在变化率上有一些差异，而变化的方向一致以外，

５７９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８月

其他几个指标在变化的方向上均有相反的情况。

比较突出的是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的变化，这一情况可

以从分类结果中得到验证，１９９７年最大似然方法

得到的城市用地增长为３．１ｋｍ２，而时空上下文结

合分类方法得到的城市增长为１２．９ｋｍ２，这一差异

明显影响到景观格局特征的提取。

图２　景观指标变化轨迹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Ｍｅｔｒｉｃｓ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２．３　讨　论

对比ＮＰ、ＥＤ、ＭＰＳ和 ＭＳＩ四个指标，由于

时空不一致性，影响比较严重的是 ＮＰ、ＭＰＳ指

标，对于ＥＤ指标的影响处于中等水平，影响比较

小的是 ＭＳＩ指标。这与预期是一致的，因为所有

斑块在指标计算中的权重是相等的，在分类过程

中，被高估的是建设用地的面积，而且这些错误的

建设用地以大量的孤立斑块形式出现在其他用地

当中，导致了ＮＰ指标大幅度高估和 ＭＰＳ指标大

幅度低估。由于更多斑块产生，斑块之间的边缘

数目也随之增加，ＥＤ的计算不是以每个斑块为

对象，而是以整个研究区域为对象，因此ＥＤ也明

显高估，但相对于 ＮＰ和 ＭＰＳ，其偏离程度要稍

微小一些。ＭＳＩ是以每个斑块为计算对象，斑块

形状的差异比较大，而且其变化并不是单纯上升

或下降，但是总体上来说，原先大的斑块被切割为

小的斑块，导致形状的复杂程度降低，因此，ＭＳＩ

的取值稍微被低估。对于特定因素的变化导致不

同指标的影响程度不同，已经有一些研究进行了

讨论。Ｂｒｏｗｎ等人采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不同

分辨率的影像分类结果提取景观指标，发现 ＮＰ

和 ＭＰＳ指标的差异要明显高于ＥＤ指标
［９］。

３　结　语

结合时空上下文的多时相遥感影像分类相比

较于时相间独立的基于像素光谱统计特征的分

类，能够对多时相土地利用／覆盖的时空不一致性

进行校正，抑制错误的变化信息。４种描述斑块

特征的景观指标ＮＰ、ＭＰＳ、ＥＤ和 ＭＳＩ在没有对

时空不一致性进行校正的情况下，取值出现了大

幅度偏差，歪曲了对于土地利用空间模式的定量

描述。除了对景观指标取值产生影响外，景观指

标在时间轨迹上的变化方向和变化速率均出现不

一致性，甚至在某些时相上出现了相反的判断。

时间轨迹上的错误必然导致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

用空间结构动态的错误理解。总之，城市边缘区

土地利用复杂、空间异质性高、变化剧烈而复杂，

要对其格局进行动态监测，需要考虑诸多问题，如

遥感影像选取、遥感分类精度和分类大纲、景观格

局分析的尺度等，以提高其精度及效率。

参　考　文　献

［１］　ＹｅｈＡＧＯ，ＬｉＸ．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

ＵｒｂａｎＳｐｒａｗｌｉｎａＲａｐｉｄｌｙ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Ｅｎｔｒｏｐｙ［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１，６７（１）：８３９０

［２］　ＨｅｒｏｌｄＭ，ＳｃｅｐａｎＪ，ＣｌａｒｋｅＫＣ．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ａ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２００２，３４（８）：１４４３１４５８

［３］　ＷａｒｄＫ，ＫｒｏｍｒｏｙＫ，ＪｕｚｗｉｋＪ．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ＯａｋＦｏｒｅｓ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Ｓｔ．Ｐａｕｌ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ｒｅａ，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ＵＳＡｏｖｅｒ

７Ｙｅａｒｓ［Ｊ］．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７，

８１：２７３３

［４］　ＢｏｅｎｔｊｅＪＰ，Ｂｌｉｎｎｉｋｏｖ Ｍ Ｓ．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Ｆｏｒｅｓ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ｓｓｉｎ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ＢｅｌｔＡｒｏｕｎｄ

Ｍｏｓｃｏｗ，Ｒｕｓｓｉａ（１９９１２００１）：Ａ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７，８２：２０８２２１

［５］　ＭａｓＪＦ．Ｃｈａｎｇ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ｂｙＭａｐ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

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Ｅｒｒｏｎｅ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ｅｔｏ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ｒｏ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ＩＳ，２００５，９（４）：

６１９６２９

［６］　刘汉丽，裴韬，周成虎，等．结合 ＭＮＦ变换与灰值

形态学的三江平原多光谱、多时相 ＭＯＤＩＳ遥感影

像分类［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６

（２）：１５３１５６

［７］　宋杨，万幼川，申绍洪，等．基于傅立叶变换的混合

分类模型用于 ＮＤＶＩ时序影像分析［Ｊ］．武汉大学

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５）：４０６４０９

［８］　ＳｈａｏＧ，ＬｉｕＤ，Ｚｈａｏ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ｆＩｍ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６７９



　第３６卷第８期 杨叶涛等：遥感时空不一致性对城市景观格局动态分析影响

２００１，２７（１）：３３４３

［９］　ＢｒｏｗｎＤＧ，ＤｕｈＪＤ，ＤｒｚｙｚｇａＳ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Ｅｒ

ｒｏｒｉ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

Ｕｓ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ＡＬＣ）Ｄａｔａ［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７１（１）：１０６１１７

第一作者简介：杨叶涛，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城市土地利用、土

地规划与景观生态研究。

Ｅｍａｉｌ：ｙｅｔａｏ．ｙａｎｇ＠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犚犛犛狆犪狋犻狅狋犲犿狆狅狉犪犾犕犻狊犿犪狋犮犺犲狊狅狀犕狌犾狋犻狋犲犿狆狅狉犪犾

犔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犘犪狋狋犲狉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犻狀犝狉犫犪狀犃狉犲犪

犢犃犖犌犢犲狋犪狅１
，２
　犌犗犖犌犑犻犪狀狔犪

２
　犠犃犖犌犢犻狀犵狔犻狀犵

３
　犣犈犖犌犢狅狌狕犺犻

３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８８Ｌｕｍｏ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３Ｄｏｎｇｈ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ｓｏ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ｕｓｅａ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ｍａｋ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ｍｅｔｒｉｃ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ｒｍｅｔｒｉｃ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ＮＰ，ＥＤ，ＭＰＳａｎｄＭＳＩ，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ｈｅｃｋ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ＹＡＮＧＹｅｔａｏ，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ｆｅｌｌｏｗ，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ｍａｉｌ：ｙｅｔａｏ．ｙａｎｇ＠ｇ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ｍａｉｌ．ｃｏｍ

（上接第９５５页）

犆犺犪狀犵犲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犅犪狊犲犱狅狀犔犪狀犱狌狊犲犛狋犪狋狌狊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犔犐犡狌犲１　犛犎犝犖犻狀犵
２
　犠犃犖犌犢犪狀

２
　犔犐犔犻犪狀犵

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０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ｃｅ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ｄａｔａ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

ｔｈ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ＳＴＭ）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ｍｏｄｉｆｙ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ＴＭ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

ｒｉｏｄ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ａ

ｐｅｒ．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ｕ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Ｘｕｅ，Ｐｈ．Ｄ，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ｍａｉｌ：ｌｅｅｘｕｅ１２１１＠１２６．ｃｏｍ

７７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