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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和形状特征相结合的高分辨率
遥感图像的建筑物提取方法

吴　炜１　骆剑承１　沈占锋１　朱志文１

（１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３号，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针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具有较为丰富的地物属性“谱相”信息和空间分布及其组合“图式”信息的特

点，提出了一种光谱和形状特征相结合的建筑物自动提取方法。在多尺度分割和矢量化基础上，根据建筑物

的形状、光谱特征，从特征基元中自动选取样本，并计算其特征；通过根据建筑物形状、光谱、纹理构造的模板，

在整景影像上进行建筑区域识别，并在建筑区域内提取建筑物外部轮廓。实验表明，本算法具有较高的识别

率和较低的误识别率。

关键词：光谱形状；建筑物提取；多尺度分割；边缘检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高分辨率遥感以一种非常精细的方式观测地

面，获取的影像不仅具有一定的光谱信息，还可以

清晰地表达地物目标的形状、空间分布和空间结

构特征，具有图谱合一的特点［１，２］，在城市规划、

功能区划分、三维建模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而人工地物目标识别与提取是应用的基础，建筑

物是最重要的人工地物目标之一，也是高分辨率

遥感影像上的重要内容。研究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上建筑物的自动化、高精度提取对于各种应用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建筑物提取是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和遥感

信息处理与分析等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国内外

的学者提出了大量的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

３类：① 在激光雷达（ＬＩＤＡＲ）、ＩｎＳＡＲ、ＤＳＭ 或

ＤＥＭ等高度信息数据的辅助下进行建筑物提

取［３６］。② 采用航空摄影测量等超高分辨率的影

像，通过具有较大重叠区域的摄影测量数据，提取

立体像对，确定地面点，并分离出高于地面点的地

物，根据植被等地物内部高差变化较大，建筑物边

缘的高差突变等信息提取建筑物边缘，在此基础

上提取建筑物的轮廓和高度信息［７］。③ 利用单

景遥感影像，并假设建筑物具有规则形状，结合地

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如建筑物阴影与建筑物相邻

等，进行建筑物提取［８１１］。上述３类方法从不同

角度研究和发展了建筑物提取算法，并取得了较

好的应用效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前两类方

法提取的建筑物同时具有高度和外部轮廓信息，

精度较高，可以用于三维建模等领域。但也存在

着要求ＤＳＭ 等具有高度信息的辅助数据，一般

情况下，难以获得满足条件的数据；第③类方法采

用“像素级”或“面向对象”方法，但都是分别利用

多个特征进行建筑物提取，最后根据一定的条件

对结果进行归并和后处理，生成最终的建筑物提

取结果。

本文在第③类方法的基础上，针对建筑物等

人工地物目标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表现出明显

的光谱、形状和纹理特征，提出了一种光谱和形状

特征相结合的建筑物自动提取方法。

１　建筑物自动提取方法

１．１　整体思路

遥感影像是以“像素”为基本单元对地表进行

表达，而人类认知时利用的不仅是单个像素的亮

度值，更主要的是像素之间的排列、组合等相互作

用关系，即人类进行影像认知时的基本单元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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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语义的“像素块”，这就造成了遥感影像表

达与人类认知的基本单元不在同一个层次，这种

现象在计算机视觉中被称为“语义鸿沟”（ｓｅｍａｎ

ｔｉｃｇａｐ）
［１２］。上述问题在高分影像建筑物提取中

表现为：建筑物在高分辨率影像表现出明显的光

谱特征和规则的形状，而现有的方法主要是逐像

素进行处理，并将光谱和形状作为多维特征之一

加以利用，都不能有效地克服“语义鸿沟”，无法充

分利用建筑物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同时表现出的

“图谱”耦合特征。

特征基元和建筑物模板与“单个像素”相比，

具有形状、光谱及纹理等特征，利用其进行建筑物

提取，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语义鸿沟”，从而提高

建筑物提取精度。基于以上思路，本文设计了如

下算法，其具体步骤如下。

１）通过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多尺度分

割并矢量化形成地物的特征基元，计算其光谱、形

状特征，本文具体计算特征基元的光谱均值、方差

及其形状紧凑度、面积、周长等特征；

２）根据建筑物具有规则形状，并剔除植被、

水体等光谱特征差异明显地物，自动从特征基元

选取可信度较高建筑物样本，并计算其光谱均值、

方差、纹理等特征；

３）根据建筑物的典型形状，构造相应的模

板，模板同时具有光谱和形状特征，对整景影像进

行卷积运算，提取建筑区域；

４）在建筑区域，进行建筑物边缘检测和细

化，逼近建筑物的真实边缘，实现建筑物轮廓的提

取。其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建筑物自动提取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建筑物提取包括多尺度分割、建筑物样本自

动选取、建筑区域识别和建筑物边缘检测和细化

等关键步骤。其中，多尺度分割是将光谱上相似

的像素聚合为一类，并通过矢量化，形成特征基

元。与图像基本单位的像素相比，特征基元具有

周长、面积、空间结构等对象化特征。目前，多尺

度分割具有多种算法［１３１４］。其中，分割尺度的选

择通过影响建筑物样本选取的精度进而决定建筑

物特征计算的精度。若分割尺度过小，则容易将

同一地物分割为多个基元，造成分割零碎。若尺

度过大，则容易将建筑物和其他物体分割成一个

特征基元。图２表示了尺度选择对建筑物提取的

影响。分割尺度的选择与需要提取的建筑物的最

小尺寸相关，根据多次实验结果，分割尺度一般选

择最小建筑物像素数目的２～５倍较为适宜。

图２　尺度选择对建筑物的影响图

Ｆｉｇ．２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ｃａ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１．２　样本自动选取与特征计算

特征基元与“像素”相比，具有形状等对象化的

特征，通过一些指标可以对形状特征进行描述和表

达。建筑物顶部多为矩形，且屋顶内部的光谱特征

也较为相似，在多尺度分割中，一般被分割为一个

矩形的整体。图３选取了多种具有代表性的特征

基元，图３（ａ）、３（ｂ）、３（ｃ）的形状不规则，多边形每

条边的平均长度较短，点数较多；而图３（ｄ）、３（ｅ）、

３（ｆ）的形状较为规则，其中，图３（ｄ）是规则的长条

形，长宽比较大，对边基本平行，图３（ｅ）左侧形状

比较规则，但是右侧边形状比较零碎，而图３（ｆ）的

形状很规则，与矩形的相似程度很高。

图３　主要的基元形状类型图

Ｆｉｇ．３　ＭａｉｎＳｈａｐｅ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ｓ

犛＝Ｓｑｒｔ（犃）／犘 （１）

ＭＬ＝犘／Ｐｎｔｓ （２）

Ｃｍｐ＝犃／ＥＡ （３）

　　基元形状特征主要采用以下３个指标进行表

达：① 式（１）计算基元面积的平方根（Ｓｑｒｔ（犃））与

周长（犘）的比值，根据几何知识可以得出：周长一

定时，长宽比越大、该值越小。② 式（２）计算多边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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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周长（犘）和与端点的个数（Ｐｎｔｓ）的比值，该

值（ＭＬ）说明了特征基元多边形中每条线段平均

长度，值越大说明了线段的平均长度越大。反之，

说明线段零碎。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将图３（ｆ）与

图３（ａ）、３（ｂ）、３（ｃ）所示的特征基元区分开来。

③ 式（３）主要是反映了形状的紧凑程度（Ｃｍｐ），

采用特征基元的面积（犃）与其外接矩形面积（ＥＡ）

的比值。图３中虚线框为外接矩形，实线框为特征

基元的分割结果，容易看出图３（ｆ）的值最大，其他

的相对较小，从而将其与其他形状进行区分。

　　建筑物屋顶随着使用材料的不同而表现出不

同的光谱特征，难以利用单一的光谱特征来描述。

因而，不能直接利用建筑物光谱特征进行提取；而

植被、水体、阴影等地物光谱特征明显，可以利用

光谱特征，剔除明显为植被、水体的特征基元。而

在城市中，具有规则矩形的地物主要为建筑物、人

工绿地、建筑物阴影和人工水体等。这里根据基

元与矩形的相似程度，并根据光谱特征剔除水体、

植被等背景地物，从中选取建筑物样本。

综上所述，在提取建筑物样本的基础上，来计

算建筑物样本的特征。目视估计影像中建筑物的

类型，对建筑物样本进行自动聚类。为了叙述的

方便，这里假设有犿 种类型的建筑物，分别计算

犿类建筑物样本在各个波段的光谱均值、光谱方

差以及纹理均值等特征。其特征为：

犉犻＝ （犉犻１，犉犻２，…，犉犻狀） （４）

式中，犉犻表示第犻类建筑物的特征；犉犻犼为第犻类建

筑物的第犼个特征。本文采用建筑物在各个波段

的光谱均值、影像范围内的纹理特征。当然，也可

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他特征。

１．３　建筑区域识别与边缘检测

由于噪声干扰、边缘效应等，传统的“逐像素”

方法进行建筑物提取，容易出现提取结果较为零

碎、形状不规则等问题。这里根据建筑物的形状

特征，构造了模板。以模板作为一个整体，并结合

提取的建筑物光谱特征、纹理特征，在原始遥感影

像上进行建筑区域提取。计算影像上卷积窗口内

与模板特征的相似程度，若大于某一阈值，则认为

是建筑物区域。图４选取了多种典型的建筑物形

状。其中，图４（ａ）、４（ｂ）基本上为矩形，图４（ｃ）和

图４（ｄ）是矩形旋转一定角度而得到的，图４（ｅ）和

图４（ｆ）可以通过矩形的组合来表达。因而，可以

构造矩形模板，并按照旋转一定角度（文中为

３０°）构造旋转的模板。根据以上分析，建筑区域

识别的步骤如下。

１）构造模板。根据用户指定的最小建筑物

图４　建筑物识别的模板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尺寸和上述确定的建筑物类别，构造相应的矩形模

板。假设计算了犿类建筑物的特征，相应地构造

犿个模板，分别赋予其提取建筑样本的多维特征。

２）计算相似程度。选取与步骤１）构造模板

大小相同的卷积窗口，计算窗口内与犿 类建筑物

模板的距离，并将距离的倒数作为相似程度：

Ｓｉｍ（犼）＝
１

１

狀∑
狀

犻＝１

狘犉犻－犅犻犼狘

（５）

式中，犉犻为卷积窗口内的与建筑物样本对应的第

犻个特征；犅犻犼为第犼类建筑物的第犻个特征。对于

一个卷积窗口，共有犿 类别特征，取相似程度最

高的特征值作为相似程度特征值：

Ｓｉｍ＝ｍａｘ（Ｓｉｍ（０），Ｓｉｍ（１），…，Ｓｉｍ（犿）） （６）

　　３）阈值选取。通过相似程度计算将原始影

像转换为与建筑物的相似程度特征值的影像。特

征影像上包含建筑物和非建筑物两类地物，假设

两类地物呈现正态分布，在直方图表现为双峰分

布，可以选取双峰之间的波谷作为阈值。ＯＴＳＵ

算法采用类间方差最大的原则自动选择阈值［１５］，

对具有背景和目标两类地物的影像进行分割，在

算法实现时，采用ＯＴＳＵ算法进行阈值选取。

４）建筑区域分割。使用步骤３）确定的分割

阈值，对特征影像进行分割，提取建筑物区域。

在此基础上，对建筑区域的二值图像进行一

次数学形态学的膨胀处理，扩大建筑区域，并结合

原始的遥感影像对建筑区域内的建筑物进行边缘

检测。边缘检测采用Ｃａｎｎｙ算子。然后，进行小

边界去除、边缘连接、矢量化等步骤实现建筑物边

界的精确提取。最后采用形状和光谱特征进行错

误结果剔除得到建筑物提取的结果。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算法实现与实验

采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８作为编程工具，使用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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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作为编程语言，对上述算法进行了实现。算

法中间需要确定建筑物的最小尺寸、最大长宽比、

建筑物类别数目等３个参数。其中，建筑物的最

大长宽比决定建筑物的形状指数，决定了建筑物

与道路等光谱特征相似地物的区分程度，这里将

建筑物长宽比设为默认的５∶１。而建筑物最小

尺寸，确定了影像上最小提取建筑物的大小以及

模板的大小，这需要根据影像上建筑物的大小进

行估计。通过这两个参数，可以确定样本中间的

形状指数。通过数学知识可知，式（１）中犛的最

小值为５／槡１２；而 ＭＬ的值可以选择大于建筑物

的短边的边长。根据以上形状特征，并结合光谱

特征就可以实现建筑物样本光谱基元的自动化提

取。而建筑物类别数目，需要对影像进行目视解

译，并估计其中的建筑物光谱类别数目。

采用上述算法，选取了一景１４２０像素×

１３７９像素的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假彩色影像和１景１２００

像素×１２００像素的ＩＫＯＮＯＳ真彩色合成影像进

行建筑物提取实验。设置建筑物的最小尺寸为

１５像素×８像素，分割尺度设置为２４０、３６０，选择

特征基元数目的３％作为样本。原始影像和提取

结果如图５所示，其中，图５（ａ）和图５（ｇ）是原始

影像，前者是由近红外、红、绿波段合成的假彩色

影像，后者是真彩色影像；图５（ｄ）和图５（ｊ）分别是

图５（ａ）和图５（ｇ）中方框区域放大显示及其从该

区域自动提取的样本，从中可以看出，样本的形状

较为规则，与矩形相似程度很高；图５（ｂ）和

图５（ｈ）是使用模板匹配之后，进行建筑区域提取

的二值影像，其中白色区域是建筑区域，黑色区域

是非建筑区域，由于采用模板匹配的方法，消除了

噪声点的影像，提取的建筑物形状规则，椒盐噪声

较少；图５（ｅ）和图５（ｋ）是图５（ｄ）和图５（ｊ）区域

进行建筑区域提取的二值结果；图５（ｃ）和图５（ｉ）

是建筑物边缘的矢量图层与原始影像叠加后的结

果；图５（ｆ）和图５（ｌ）区域是图５（ｄ）和图５（ｊ）放大

显示并进行建筑物提取的结果，图５（ｆ）中犃所指

的区域“人”字形的建筑物提取效果较好，图５（ｌ）

中犃所指区域表明本方法能够有效区分建筑物

顶部和建筑物阴影。图５（ｇ）中的建筑物顶部光

谱特征相差较大，由于采用形状选取样本，而使用

本方法能够一次性地进行有效提取，说明了本文

方法的优势。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在信息提取和目标识别领域，采用ＴＰ表示

算法检测为目标物且经验证为目标物的数目，ＴＮ

表示算法检测为非目标物但经验证为非目标物的

图５　建筑物提取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数目，ＦＰ是算法检测为目标物而经验证为非目

标物的数目，ＦＮ表示算法检测为非目标物但经

验证为目标物的数目［１６］。

当前，参考影像一般采用人工目视解译并手

动勾勒边界的方法进行提取，边界像素可能与实

际情况有偏差，并给统计结果引入了误差。而本

文将提取的结果进行了矢量化，建筑物通过多边

形来表达，统计建筑物的个数，并与目视解译结果

的建筑物个数进行比较，从而可以避免了人工勾

勒边界等造成的统计误差。图５中两组影像的比

较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影像１和影像２分别指

图５（ａ）和图５（ｇ）所示影像。从中可以看出，本文

的识别率较高。对误提取和漏提取的结果进行分

析得知，误提取的主要为道路的交叉处，光谱特征

相似；漏提取形状不规则，没有选取到与其特征相

似的建筑物样本。

表１　提取效果指标

Ｔａｂ．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Ｉｍａｇｅｓ

影像 正确提取（ＴＰ）误提取（ＦＰ） 漏提取（ＦＮ）目视解译（ＴＮ）

１ １４９ ２３ ２５ １７４

２ １６９ ２７ ２９ １９８

　　为了与其他提取方法进行比较，通常采用分

支因子（ＢＦ）、遗漏因子（ＭＦ）、检测率（ＤＰ）、检测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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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ＤＳ）定量化指标来衡量提取和识别的精

度［１５］。上述４个指标的定义为：

ＢＦ＝ＦＰ／ＴＰ

ＭＦ＝ＦＮ／ＴＰ

ＤＰ＝１００％×ＴＰ／（ＴＰ＋ＦＮ）

ＱＰ＝１００％×ＴＰ／（ＴＰ＋ＦＮ＋ＦＰ）

（７）

　　文献［８］中也综合利用光谱、形状和空间结构

信息，但所论述方法为分别采用多个特征对结果

进行修正，与本文的方法较为相似。文献精度检

验方法以像素为单位，即 ＴＰ、ＴＮ、ＦＰ为像素数

目。

为了验证算法的适用性，本文选用了５０景具

有代表性的影像，影像类型为ＩＫＯＮＯＳ或者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的多光谱影像，大小都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像素之间，建筑物的数目为１８０～２５０幢之间，采

用默认参数进行实验，统计了上述４个指标，并与

文献［８］中建筑物统计结果进行比较。从表２中

可以看出，本文所使用的方法较文献所用的方法

在上述４个指标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表２　算法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Ｆ ＭＦ ＤＰ／％ ＱＰ／％

影像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６７ ８５．６ ７５．６

影像２ ０．１６０ ０．１７２ ８５．４ ７５．１

本文方法统计结果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１ ８５．３ ７５．５

文献［８］方法统计结果 ０．３３０ ０．３８０ ７２．７ ５８．８

３　结　语

针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特点，本文提出了

一种图谱耦合的建筑物自动提取方法。通过多尺

度分割克服影像表达与影像理解之间的“语义鸿

沟”；针对建筑物由于屋顶光谱特征多样性，难以

利用单一光谱特征表示的特点，采用形状这一较

为广泛适用的特征进行建筑物样本提取；通过样

本提取的建筑物多维特征，构造相应模板提高建

筑物识别的精度。使用用户指定最小尺寸窗口进

行建筑区域识别的方法充分考虑建筑物的形状和

光谱特征，提取的建筑物形状规则、自动去除小于

窗口尺寸的小建筑物，通过模板内的卷积计算有

效地避免了噪声点的影响。从而可以得知，高分

辨遥感影像建筑物提取需要同时利用形状、光谱、

纹理等多种特征才能达到较好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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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积极参与地理国情监测应用系统研制

近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地理国情监测应用系统”项目启动准备会在武汉大学资源与环

境科学学院召开。这是该项目启动前的最后一次准备会，从全局的角度对项目进一步进行了

规划和探讨。

据介绍，“地理国情监测应用系统”项目是有史以来国家对测绘工作支持力度最大的一个

项目，受到国务院、科技部的高度重视。项目包含了基础地理国情监测技术体系、多尺度地理

国情要素监测技术、地理国情监测技术平台及地理国情监测应用服务四个子课题，由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卫星测绘应用中心、中科院地理所、武

汉大学、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联合承担。项目汇集了一大批测绘、遥感、地理信息领域

的专家学者，为项目成功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其中，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承担了

第二课题“多尺度地理国情要素监测技术”的相关工作。主要负责人文地理国情要素监测内容

体系和指标体系、监测关键技术研究、监测软件工具集研发、人文地理国情要素监测规范编制

和要素监测技术验证研究等任务。

５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