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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多尺度 Ｈｏｕｇｈ变换从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提取建筑物Ｌ型结构的方法。针对高分辨

率ＳＡＲ图像建筑物Ｌ型结构的特点，建立了建筑物Ｌ型结构简化几何模型，并采用从粗到精的思路利用多

尺度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建筑物Ｌ型结构方向线。并提出了一种Ｌ型结构组合度函数对提取直线进行编组，确

定建筑物Ｌ型结构的方向和拐点。最后，采用基于扫描线的方法计算Ｌ型结构线宽，得到完整规则的建筑物

Ｌ型结构。多幅真实机载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可以有效地提取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建筑

物Ｌ型结构，提取结果与实际位置吻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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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遥感手段提取建筑物区域一直以来都

是遥感应用领域研究的热点内容。近年来，随着

机载ＳＡＲ（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合成孔径雷

达）技术的不断成熟，获取的ＳＡＲ图像分辨率得

到了很大提高。目前，国外机载ＳＡＲ图像分辨率

已经达到０．１ｍ（如美国 ＭＡＮＩＡＳ、法国ＲＡＭ

ＳＥＳ），我国机载ＳＡＲ 的分辨率也已经达到了

０．１５ｍ。在高分辨率条件下，ＳＡＲ图像中的建筑

物呈现出明显的高亮线型或Ｌ型结构，为利用高

分辨率ＳＡＲ图像进行建筑物提取和三维重构提

供了重要方向。Ｂｅｎｎｅｔｔ等详细分析了ＳＡＲ图

像中建筑物在不同入射角下的成像几何结构和三

维模型的反演公式［１］。Ｓｏｅｒｇｅｌ等采用均值梯度

滤波方法从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上提取建筑物Ｌ

型结构［２］。然而，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受斑点噪声

影响严重，图像信噪比低，同时，由于建筑物Ｌ型

结构边缘不规则，利用边缘信息提取Ｌ型结构存

在较大困难。针对上述特点，本文采用从粗到精

的思路，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尺度Ｈｏｕｇｈ变换的高

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建筑物Ｌ型结构提取方法，其

提取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多尺度 Ｈｏｕｇｈ变换ＳＡＲ图像建筑物

Ｌ型结构提取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Ｌｓｈａｐ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１　高分辨率犛犃犚图像建筑物犔型

结构

　　ＳＡＲ侧视工作，其发射的电磁波遇到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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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与地面形成的二面角时会发生二次或多次反

射，电磁波传输总路径基本相等，等同于在二面角

的拐点处有多束回波返回传感器，在高分辨率

ＳＡＲ图像上形成非常明显的高亮线型结构，如

图２（ａ）所示。如果ＳＡＲ入射波同时照射到建筑

物相邻的两个侧面，在ＳＡＲ图像上就会出现明显

的Ｌ型结构，如图２（ｂ）所示。

图２　建筑物二面角反射和Ｌ型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ｒｎｅ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Ｌｓｈａｐ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图３（ａ）是北京某小区内一栋建筑物的高分

辨率光学影像，图３（ｂ）是该建筑物对应的实测机

载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地面分辨率约为０．５ｍ。

从图中不难看出，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中建筑物屋

顶呈现同地面一致的散射特性，两者几乎无法分

辨，同时建筑物阴影也不明显。相比之下，建筑物

墙角形成二次散射结构呈现成非常明显的Ｌ型

结构，为建筑物提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Ｌ型结

构确定了建筑物墙角位置，再通过融合多方向高

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可以提取出建筑物的完整位

置。Ｇｕｉｄａ等给出了一种利用二面角的散射特性

反演建筑物高度的方法［３］。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

中的建筑物Ｌ型结构为利用ＳＡＲ图像提取和重

构建筑物三维模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图３　建筑物实测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和光学图像

Ｆｉｇ．３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ｏｆ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然而，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受固有乘性斑点噪

声影响严重，同时，建筑物Ｌ型结构区域内部存

在较多亮斑结构，Ｌ型结构边缘波折现象严重，如

图４（ａ）所示，利用传统基于边缘特征点的 Ｈｏｕｇｈ

提取建筑物Ｌ型结构存在很大的困难。

从图４（ａ）发现，虽然建筑物Ｌ型结构边缘波

图４　建筑物Ｌ型结构几何参数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ＥｄｇｅＭａｐ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

Ｌｓｈａｐ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折严重，但其像素基本上沿着中轴线分布，呈线性

回归。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尺度 Ｈｏｕｇｈ

变换的直线型结构提取算法，并利用Ｌ型结构编

组方法提取高分辨率ＳＡＲ中建筑物Ｌ型结构。

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中建筑物Ｌ型结构一般具有

如下几个特征：① 由两个互相垂直的直线型结构

组成，方向与建筑物墙面走向平行；② 具有较高

的亮度，在图像上呈现非常明显的高亮结构；

③ 沿ＳＡＲ入射方向具有一定的线宽，宽度值与

ＳＡＲ入射波的方向和波长有关。针对上述特征，

本文对建筑物Ｌ型结构建立如下几何参数模型：

犔＝ （狓，狔；φ，犾，狑，犱） （１）

式中，（狓，狔）为Ｌ型结构拐点位置；φ相对于ＳＡＲ

入射方向的水平方位角；犾和狑 分别表示Ｌ型结

构的长度和宽度；犱表示Ｌ型结构沿着入射方向

的宽度。图４（ｂ）给出了建筑物Ｌ型几何参数模

型示意图。

２　多尺度犎狅狌犵犺变换

Ｈｏｕｇｈ变换是一种有效检测图像中直线的

方法［４６］。它将图像空间中的特征点（如边缘等）

从直角坐标空间转换到参数坐标空间，变换公式

为：

ρ＝狓ｃｏｓθ＋狔ｓｉｎθ （２）

对于图像空间的斜截式直线方程狔＝犽狓＋犫，代入

上述变换方程，则有：

ρ＝狓ｃｏｓθ＋（犽狓＋犫）ｓｉｎθ

ρ－犫ｓｉｎθ＝
狓

１＋犽槡
２
ｓｉｎ（θ－α）

（３）

对于图像空间的每个特征点，通过 Ｈｏｕｇｈ变换后

在参数空间内有且只有一条正弦曲线与其对应。

同时，对于图像空间中直线上的任何点，变换后参

数空间内正弦曲线存在一个公共交点（ρ０，θ０）＝

（犫／ １＋犽槡
２，－ａｒｃｔａｎ（１／犽）），该点唯一确定了图

像中直线参数。图５给出了 Ｈｏｕｇｈ变换点线对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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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性原理示意图。

图５　Ｈｏｕｇｈ变换点线对偶性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ｓｂｙ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传统基于 Ｈｏｕｇｈ变换的直线检测算法一般

采用边缘检测算子得到单像素宽的二值边缘图，

然后以边缘点作为特征点进行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

图像中直线［５］。上述方法对信噪比高的光学或者

红外图像可以取得很好的检测结果。然而，对于

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由于建筑物Ｌ型结构边缘

波折严重，上述方法的直线提取效果不理想。

针对ＳＡＲ图像中建筑物Ｌ型结构的特点，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尺度 Ｈｏｕｇｈ变换的线性

结构提取算法，在对像素点进行变换时，引入降采

样尺度因子λ，λ为０到１之间的小数。改进后的

Ｈｏｕｇｈ变换公式为：

ρ＝λ（狓ｃｏｓθ＋狔ｓｉｎθ） （４）

　　将直线斜截式方程狔＝犽狓＋犫代入式（４），得

到直线参数空间内正弦曲线的公共点坐标：

ρ０ ＝λ犫／ １＋犽槡
２

θ０ ＝－ａｒｃｔａｎ（１／犽
烅
烄

烆 ）
（５）

　　由上述结果不难看出，引入降采样尺度因子

后，直线对应的参数空间的公共点的角度坐标θ０

没有发生变化，直线方向保持较好。而距离坐标

ρ０ 由于受到降采样尺度因子λ调制，动态范围变

小。在距离量化间隔Δρ不变的情况下，直线附近

一定范围内的特征点在参数空间内的正弦曲线集

聚在一点，该点对应了图像空间内线性结构的中

轴线。

利用多尺度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图像中线型结

构的主要步骤如下。

１）设置降采样尺度因子λ和参数空间的采

样间隔（Δρ，Δθ），其中Δρ和Δθ分别表示ρ和θ的

分辨率，并初始化参数空间。

２）对图像中的所有特征点利用式（４）逐点进

行变换，得到参数累积矩阵犎犜［ρ］［θ］。

３）寻找参数累积矩阵犎犜［ρ］［θ］中的局部极

大点，这些点对应了图像中的直线参数。

４）沿着检测的直线方向进行线段提取。

参数量化间隔Δρ和Δθ是重要的尺度因子，

对变换结果有着较大影响［４］。量化间隔设置较

细，会导致计算量增加，计算效率降低；量化较粗，

会影响到提取直线的精度。文献［７］给出了 Δρ
和Δθ的最优量化间隔值：

Δρ＝１，Δθ＝ａｒｃｔａｎ（１／ｍａｘ（犕，犖））

式中，犕 和犖 分别对应图像的长度和宽度值。

降采样尺度因子λ也是一个重要的尺度因

子，引进该因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多像素宽度

的线状目标通过变换在参数空间内聚集到一点。

λ取值过小，目标内部的特征点在参数空间内会

形成多个峰值点，聚类效果较差；λ取值过大，会

导致图像空间内平行直线目标的分离度变差。一

般情况下，λ的取值可以通过检测目标的线宽犱

确定：λ＝１／犱。

３　后处理

３．１　Ｌ型结构编组

记检测直线集合为犛，犛＝｛犛１，犛２，…，犛犕｝，

其中犕 表示直线的数量。对于提取结果中的直

线，记录直线的如下属性，包括直线起点和终点、

方向和长度等信息。建筑物Ｌ型结构提取过程

可以看成集合犛直线组对过程。建筑物Ｌ型结

构由两个直线型结构组成，两者方向垂直或近似

垂直，两者首尾相连，在拐点处相交。

文献［８］给出了一种基于直线端点最小距离

和方向夹角的直线间连接强度犆＝狑０犱＋狑１γ。

其中，犱是直线间的最小近邻距离，γ是两者之间

的夹角，狑０和狑１表示两者的加权系数。针对建

筑物Ｌ型结构几何特征，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Ｌ

型结构线段结合度函数：

犆＝

犱（１＋狘ｓｉｎ（γ－π／２）狘），犱＜犜犱，狘γ－π／２狘＜犜γ

０，｛ 其他

式中，犜犱 和犜γ 分别是可以接受的最大直线间隔

和最大夹角。对于满足条件的直线组合，组合度

犆值为大于零的实数。两者最小近邻距离犱较

小，两者夹角γ越接近π／２，犆值就越小，说明两

者组合成Ｌ型结构的可能性就越大，如图６（ａ）所

示。反之，犆值越大，说明两直线组合成Ｌ型结构

的可能性越小，如图６（ｂ）所示。

对上述基于多尺度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得到直

线集合中每条线段，采用式（６）计算与其他直线的

组合度，寻找与其组合度最小的直线段。如果直

６９３



　第３７卷第４期 　　傅兴玉等：利用多尺度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建筑物Ｌ型结构

图６　Ｌ型结构直线段组合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Ｌｉｎｅｓ

线存在，并且结合度值小于阈值，说明两者属于同

一建筑物的Ｌ型结构。否则，应从提取结果中消

除直线段。

理论上，Ｌ型结构的两个直线段应该是首尾

相连的，然而，由于ＳＡＲ图像噪声的影响，同时端

点是基于降采样多尺度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得到的，

Ｌ型结构两直线段首尾端点位置可能存在偏差，

真实拐点位置在两者的交点处或者延长线的交点

处。图７给出了在不同情况下利用两方向线确定

建筑物Ｌ型结构拐点位置的示意图。

图７　确定Ｌ型结构拐点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ｎ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ｓｈａｐ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

３．２　基于扫描线的Ｌ型线宽提取

通过以上步骤的处理，确定了建筑物Ｌ型结

构的拐点位置、结构方向线以及建筑物长度和宽

度，本文采用基于扫描线的方法提取Ｌ型结构沿

ＳＡＲ入射方向的宽度值。在分割图像上，从方向

线上的像素点出发，沿着ＳＡＲ入射方向进行逐点

扫描，如图８所示。然后以方向线所有像素提取

得到的宽度值的算数平均作为Ｌ型结构线宽值。

图８　基于扫描线方法的Ｌ型宽度提取

Ｆｉｇ．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Ｌｓｈａｐ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ａｎｌ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

由于斑点噪声和降采样的影响，Ｌ型结构端

点与实际位置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为消除端点位

置的偏差，本文对传统方法进行了改进，将扫描起

点向远离拐点的方向拓展一段距离。一般情况

下，该距离值选择降采样因子的倒数较为合适。

最后，剔除起始的宽度值较小的扫描点，以扫描起

始点作为端点的修正位置，如图８所示。

４　实验结果

本文选择实测机载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进行

了实验。实验１选择了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提

供的北京某地区机载 Ｘ波段高分辨率ＳＡＲ图

像，如彩色插页Ⅱ图１（ａ）所示。图像地面分辨率

约为０．４５ｍ，大小为５７３像素×４４１像素，场景内

包含４栋平顶矩形建筑物。从图中可以看出，每

栋建筑物都呈现出明显高亮的Ｌ型结构。彩色

插页Ⅱ图１（ｂ）是利用ＣＦＡＲ算法分割得到的Ｌ

型结构图像，Ｌ型结构保持完整，但边缘波折严

重。彩色插页Ⅱ图１（ｃ）是采用传统 Ｈｏｕｇｈ变换

从Ｌ型结构边缘图像提取得到的直线结果。可

以看出，提取得到的线段存在严重断续现象，效果

不理想。彩色插页Ⅱ图１（ｄ）是采用多尺度

Ｈｏｕｇｈ变换对彩色插页Ⅱ图１（ｂ）分割结果进行

直线提取的结果，其中降采样尺度因子λ＝１／４。

与彩色插页Ⅱ图１（ｃ）中的结果相比，本文算法较

好地提取出建筑物 Ｌ型结构主轴线，误检率较

低，没有漏检，同时提取直线的方向和位置较为精

确。彩色插页Ⅱ图１（ｅ）是采用Ｌ型组合度函数

对提取到的方向线进行编组的结果。最后采用基

于改进扫描线的方法计算Ｌ型结构沿ＳＡＲ入射

方向的线宽，得到完整规则的建筑物Ｌ型结构，

如彩色插页Ⅱ图１（ｆ）所示。

实验２选择了与实验１同次飞行获取的高分

辨率ＳＡＲ图像进行建筑物Ｌ型结构提取实验，

原始ＳＡＲ图像分别如彩色插页Ⅱ图２（ａ）、２（ｂ）

所示，Ｌ型结构提取结果如彩色插页Ⅱ图２（ｃ）、

２（ｄ）所示。从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可以看出，建筑

物在ＳＡＲ图像中的二次散射呈现出非常明显的

Ｌ型结构，但是Ｌ型结构边缘波折严重，同时地面

存在大量强散射回波与 Ｌ型结构混淆，场景复

杂。从结果图像不难看出，本方法仍可以有效地

提取得到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中存在的建筑物Ｌ

型结构，鲁棒性较好。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对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建

筑物Ｌ型结构提取的普适性，本文选择了法国机

载ＲＡＭＳＥＳ系统Ｘ波段某工业区内一栋建筑物

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进行Ｌ型结构提取实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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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如彩色插页Ⅱ图３（ａ）所

示，该图像分辨率优于０．５ｍ。从图中不难看出，

建筑物墙体二面角在图像上形成了明显的Ｌ型

结构，彩色插页Ⅱ图３（ｂ）是采用多尺度 Ｈｏｕｇｈ

变换提取得到的线性结构结果图像，其中降采样

尺度因子取值为１／４。由于在ＣＦＡＲ分割时，建

筑物一端附近的强杂波结构被归入Ｌ型结构，而

导致多尺度Ｈｏｕｇｈ变换直线段检测结果中存在为

数不多的虚假线段，这些线段在Ｌ型结构编组处理

时由于不满足建筑物Ｌ型结构的编组条件从而被

消除，而建筑物Ｌ型结构则被完整地提取出来，与

实际位置吻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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