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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中地物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带来的地物提取难点，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层次规则

的面向对象的典型地物提取方法。改进了基于区域增长的影像分割方法，利用小区域内的全局最优策略进行

初始增长，避开了种子点的选择。利用影像分割得到的影像对象作为地物提取的基元，针对影像上典型地物

选择提取特征，利用多层次的提取规则进行地物提取，总的提取精度达到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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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已经成为遥感对地观测的

主要数据来源之一。相比中低分辨率卫星影像，

高分辨率影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混合像元的影

响，地物的几何结构和纹理信息更加明显，在提取

地表覆盖的空间细节信息方面具有更高的潜

力［１］。然而，高分辨率影像也给地物信息提取带

来一些新的难题。在更细致的空间尺度下，影像

上地物的光谱、纹理、形状等差异增大，地物更具

空间破碎性，高分辨率影像分类的精度并没有随

着分辨率的提高而得到显著提高［２］。如何充分利

用高分辨率影像的纹理、空间关系和先验知识等

提高地物提取的精度，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３］。

具有高复杂性和差异性的高分辨率影像地物

需要利用多种提取知识进行判断提取。多层次的

提取规则可以灵活处理各种不同的知识，组成复杂

的规则网络进行推理，实现地物的有效提取。另

外，面向对象分析已经成为高分辨率影像分类的基

本思路［４］。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和面向对象

的地物提取方法，利用改进的区域增长影像方法分

割获得影像对象，根据多种分类特征和分类知识建

立多种分类规则，组成层次规则网络进行地物提取。

１　改进的区域增长影像分割

传统的区域增长方法都是从一定的种子点开

始增长形成分割区域，不同的种子点选择会影响

到最后的分割结果。本文利用局部区域内的全局

最优增长策略来避免种子点的选择，分割方法分

为初始分割和区域合并两个过程。

１．１　初始分割

初始分割将影像划分为不同的小区域。在小

区域内，每个像素都作为一个分割对象，建立其与

邻近像素的邻接关系，并计算相应的同质性指数。

对邻接关系表根据同质性指数大小进行排序，依

次将同质性指数最小的相邻对象合并，直到邻接

关系表中的最小的同质性指数大于给定的阈值为

止。由于初始分割区域较小，可以不考虑形状因

素，仅根据光谱信息计算同质性指数。

１．２　区域增长

完成影像的初始分割后，进一步根据同质性

指数合并初始分割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对

象间的同质性指数，采用双向最优策略寻找可合

并的分割对象［４］。对于某个分割对象犃，寻找其

具有最小同质性指数的邻接对象犅（最优合并对

象），对于对象犅同样寻找其最优合并对象，若为

犃，则犃和犅 为双向最优合并对象。如果犃和犅

的同质性指数小于给定的阈值，则将其合并。迭

代进行这一过程，直至影像中不存在可以合并的

对象为止。计算对象间的同质性指数时，既要考

虑影像的光谱信息，也要考虑对象的形状信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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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同质性又包括对象的紧支度和光滑度［４］。通过

设置区域合并中同质性指数的阈值，可以决定最

终分割的尺度。同时，也可以设置光谱同质性和

形状同质性的不同权重，以实现更好的分割效果。

２　基于多层次规则的地物提取方法

２．１　提取规则设计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地物显得复杂而破碎。

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提取地物，需要综合多种

特征和知识进行判断。针对地物多种多样的不同

特征，需要建立不同类型的判别规则。

本文中采用的规则有两种：确定性规则和模

糊性规则。确定性规则是针对某一特征设定阈值

和逻辑运算方式，判断影像对象是否属于某一类

别。确定性规则又分为充分性规则和必要性规

则。对于充分性规则，只要影像对象满足所有的

充分性规则，则判定属于该类别。对于必要性规

则，若影像对象满足所有的必要性规则，则该对象

有可能属于该类别，然后进一步通过模糊性规则

进行判别。模糊性规则是根据对象的特征值计算

该对象属于某一类的隶属度，模糊性规则设计既

可以是支持性的（隶属度为正），也可以是否定性

的（隶属度为负）。将所有的模糊性规则计算的隶

属度相加，若总隶属度大于０．５，则判定该对象属

于该类别。多个不同的规则组成一个规则集，来

判断影像对象是否属于某一个地物类别。由于同

类地物可能在影像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对于一

个地物类别，可以采用多个规则集进行判别，只要

影像对象满足其中一个规则集，即可将其归类为

该类别。这样，综合利用多种特征和模糊数学的

思想，基于不同特征、不同类型的规则组成规则

集，并进一步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分类规则体系，实

现复杂地物的提取。

２．２　地物提取特征

高分辨率不同地物在影像上表现出不同的光

谱、形状和纹理特征，即使是同类地物也可能表现

出不同的特征。要建立有效的地物提取规则，必

须充分考虑地物的各种特征。本文中采用的地物

提取特征有：各波段灰度值及其四则运算值、归一

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归一化水体指数ＮＤＷＩ、影像

对象的长宽比、矩形度、纹理（灰度共生矩阵的熵

值）等。

２．３　典型地物规则制定知识

要建立有效的地物提取规则，必须充分考虑

影像上地物的各种特征表现，根据复杂地物的多

种特征，建立多个规则集来进行提取。影像上的

水体在近红外波段的灰度值相对较小，具有较高

的归一化水体指数。植被在近红外波段有强反

射，具有较高的归一化植被指数。道路是影像上

的典型线状地物，具有较高的长宽比。同时，道路

的光谱反射与其铺设材质密切相关，如水泥和沥

青的反射特性。影像上的房屋也有多种类别，主

要有面积比较大的水泥屋顶建筑物、工厂厂房以

及密集的居民地。水泥建筑物和工厂厂房在影像

上面积较大，并具有规则的矩形形状。水泥建筑

物的３波段反射率都较高，而工厂厂房在近红外

波段反射率较高。密集居民地的房屋较小，形状

不规则，光谱反射变化范围也较大，但密集居民地

具有较高的纹理度量值。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影像数据

以合肥市西北部的开发区为研究区域，其地

理范围为东经１１７．１８６°～１１７．２７７°，北纬３１．７３°

～３１．８１°。研究区域内地势平坦，主要有学校、工

厂、居民区、商业区等。实验影像为该区域的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多光谱遥感影像。影像大小为３５８７

×４１５０，分辨率为犡 方向３．１２ｍ，犢 方向２．９６

ｍ。影像上主要存在水体、房屋、道路、植被等地

物。影像的缩略图如图１（ａ）所示。

３．２　规则制定

根据第二节中的特征选择和规则制定准则，

针对实验影像的特点，建立的提取各地物的提取

规则集如表１所示。其中，ＮＩＲ、犚、犌分别表示近

红外、红和绿波段灰度值，Ｔｎｉｒ、Ｔｒ、Ｔｇ表示相应

各波段的纹理值。

３．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表１中的各地物提取规则，对实验影像

上的水体、植被、裸地、建筑物和道路进行提取。

同时，本文还采用了基于ＳＶＭ 的地物提取方法

进行实验作为对比。两种方法的提取结果如图１

所示，图１（ｂ）为基于规则的提取结果，图１（ｃ）为

ＳＶＭ提取结果。

为了对地物提取结果进行精度评定，在影像

上进行人工目视解译提取各类地物的检查样本。

精度评定指标包括总提取精度和每一类的漏提

率、误提率。地物提取的总提取精度等于样本中

正确提取的像素个数除以样本中总的像素个数。

通过样本检查，本文方法的地物提取的总提取精

度达到８７．１％，优于基于ＳＶＭ的提取方法（总体

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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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验影像地物提取规则集

Ｔａｂ．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ａｇｅ

地物 规则集 规则描述

水体
规则集一 ＮＩＲ≤５

规则集二 ＮＤＷＩ≥０．１５；根据ＮＤＷＩ值、ＮＩＲ－犚、犚－犌、犚计算隶属度

裸地 规则集一 ＮＩＲ位于［３０，５０］；犚－ＮＩＲ≥１０；犚－犌≤７０；Ｔｎｉｒ≤１９０；Ｔｒ≤１９０；Ｔｇ≤１９０

植被 规则集一 ＮＤＶＩ≥０．０５；ＮＩＲ≥１００；犚≤１２０；犌≤１２０

规则集一 ＮＩＲ≥１９０；犚≥２４０；犌≥１９０；矩形度≥０．２；长宽比≤１５

建筑物 规则集二 ＮＩＲ≥１３０；ＮＩＲ－犌位于［０，１３５］之间；犚－犌≥２０

规则集三 Ｒ≥ＮＩＲ；犚－犌≥３０；犌－犚≤０．６５；长宽比≤１５；Ｔｎｉｒ≥１３０；Ｔｒ≥１３０；Ｔｇ≥１３０

规则集一 犚≥１６５；犌≥１７０；长宽比≥２０

道路
规则集二 ＮＩＲ≥１２０；犚≥１９０；犌≥１９０；长宽比≥１０

规则集三 犚≥犌≥ＮＩＲ；ＮＩＲ位于［４５，１１０］；犚≥６０；长宽比≥１０；犚－犌≤１０；犚－ＮＩＲ≤１００；

根据长宽比、犚－ＮＩＲ、犚－犌计算隶属度

精度７７．８％），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漏提率等

于该类参考样本中被正确提取的像素数除以该类

参考样本中的像素总数，误提率等于样本中被错

误提取的像素数除以该类别被提取的像素总数。

漏提率和误提率可以具体显示每类地物的提取状

况。影像上各类地物提取的漏提率和误提率如表

２所示。对比本文方法与ＳＶＭ方法可知，本文方

法对水体、裸地、建筑物和道路４种地物的提取结

果明显优于ＳＶＭ方法。

具体分析每类地物的提取精度，由表２可知，

本文方法对水体、植被和裸地３种地物的漏提率

较低，而建筑物和道路的漏提率较高。这主要是

因为建筑物中的部分密集居民地的反射光谱与水

体和裸地相近，而密集居民地中的房屋较小而没

有在影像上表现出明显的形状特征，采用纹理特

征虽然可以区分大部分的密集居民地和裸地，但

依然有纹理变化平缓的部分密集居民地被误分为

水体和裸地。这也导致了二者有较大的误提率。

在影像上，部分较宽的城市中心道路中包含有绿

化带，绿化带和道路沥青相混合使得道路对象具

有与裸地相近的特征，部分道路被误提取为裸地。

影像中部分道路和房屋的建设材质相同，相互之

间也会造成提取混淆。根据提取过程中地物间相

互混淆的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寻找区分混淆地

物的特征和分类方法，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表２　各类地物的提取精度

Ｔａｂ．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ｓ

方法 指标 水体 植被 裸地 建筑物 道路

本文 漏提率 ７．８０％ １．５０％ ０．６０％ ２８．２０％ １７．６０％

方法 误提率 １０．７０％ １３．０％ １７．４０％ ４．６０％ ２０．０％

ＳＶＭ 漏提率 ６．８％ ０．６％ ３．６％ ４１．０％ ３５．８％

方法 误提率 ２７．０％ １．６％ ３４．９％ ７．５％ ３１．８％

图１　实验影像和地物提取方法结果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和面向对象的高分

辨率影像地物提取方法。利用改进的区域增长分

割算法对遥感影像进行分割获得影像对象，以影

像对象作为基本处理单元，针对遥感影像上的典

型地物特点，采用多种提取类特征建立多层次的

分类规则进行典型地物提取，提取结果总体精度

达到８７．１％。对于基于规则的地物提取方法，由

于不同影像间的差异，地物提取规则的参数不可

能对所有影像适用，但对于同类地物，规则背后的

知识是通用的。如何充分挖掘地物知识，建立典

型地物样本库，利用样本库的已有知识提高地物

提取的自动化程度，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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