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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时空关系的遥感影像变化检测和变化类型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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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时空关系的遥感影像变化检测及类型识别方法。该方法通过影像分割获取像斑，利

用最大似然法（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ｅｔｈｏｄ，ＭＬ）获取初始分类结果，通过地物的类别转移矩阵（ｃｌ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ＣＴＭ）和类别邻接矩阵（ｃｌａｓ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ｍａｔｒｉｘ，ＣＡＭ）定量地描述各地物类别之间的时间关系和

空间关系。实验结果显示，本方法优于分类后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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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遥感影像诞生以来，以其覆盖面积大、获取

周期短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

检测中，利用遥感技术研究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

化一直是遥感应用领域的研究热点［１３］。常用的

变化检测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分类前比较法和分类

后比较法两类。文献［４］提出了一种基于像斑差

熵的相似性测度，利用目标函数法来获取最佳阈

值。文献［５］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特征矢量大小

和夹角的相似性测度，利用数据挖掘方法获取最

佳阈值。文献［６］提出了一种基于假设检验的变

化检测方法，构造了联合分布和条件分布作为相

似性测度。文献［７］提出了一种基于状态转移矩

阵的变化检测方法，利用辅助数据生成的地物变

化状态转移矩阵对变化检测结果进行修正。文

献［８］考虑了不同时期影像地物类别之间的时间

依赖性，生成相应的地物类别转移矩阵，用叠代的

方法获取最终的地物类别。文献［９］在变化判别

中考虑了其空间关系，引入了马尔科夫随机场。

文献［７８］引入地物类别转移矩阵，描述了地物类

别在不同时期遥感影像上的时间依赖性，文献［９］

引入了马尔科夫随机场，考虑了地物类别之间的

空间依赖性。

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导致地物类型发生变化

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而人为因素又

对地形、地貌、地表覆盖变化起主导作用［１０］，所以

地物类型的变化与时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将时间关系和空间

关系结合起来，以期提高不同时期影像分类的精

度，从而提高变化检测及类型识别的精度。类别

转移矩阵可以用来描述两个时期地物类别在时间

上的依赖关系；马尔科夫随机场可以用来描述同

一时期地物类别和其邻接地物类别在空间上的依

赖关系。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很好地描述地物

类别的时空关系。

１　时空关系模型

１．１　时间关系模型

假设变化检测的两个时期分别为狋１ 和狋２，狋１

时期影像中地物类别的集合为Ω＝｛ω１，ω２，…，

ω狆｝，狋２ 时期影像中地物类别的集合为Φ＝｛υ１，υ２，

…，υ狇｝。令犡犽 和犢犽 分别表示狋１ 和狋２ 时期第犽

个像斑的特征向量，犆犽 和犜犽 为像斑两个时期对

应的类别，其中犽＝１，２，…，狊，狊为像斑的总数，

犆犽∈Ω，犜犽∈Φ。像斑两个时期的联合后验概率

犘犽 可表示为：

犘犽 ＝狆（（犆犽，犜犽）狘（犡犽，犢犽）） （１）

依据后验概率最大的原则，第犽号像斑狋１ 和狋２ 时

期的最优分类结果犆犽、犜犽 对应着犘犽 的最大值。

按条件概率公式展开，并略去常数项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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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犽 ＝狆（犆犽）狆（犜犽狘犆犽）狆（（犡犽，犢犽）狘（犆犽，犜犽））

（２）

　　依据像斑类别客观规律，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狋１ 时期像斑特征向量的取值仅决定于狋１ 对应像

斑的类别，狋２ 时期像斑特征向量的取值仅决定于

狋２ 对应像斑的类别。基于以上假设，可得：

狆（（犡犽，犢犽）狘（犆犽，犜犽））＝狆（犡犽狘犆犽）狆（犢犽狘犜犽）

（３）

将式（３）代入式（２）就可以转换为式（４）：

犘犽 ＝狆（犡犽狘犆犽）狆（犢犽狘犜犽）狆（犆犽）狆（犜犽狘犆犽）

（４）

式中，犆犽 和犜犽 分别表示第犽个像斑在两个时期

的地物类别。狆（犜犽｜犆犽）为犆犽 转变为犜犽 的转移

概率，所有地物类别之间的转移概率可以组成一

个狆×狇大小的地物类别转移矩阵（狆、狇依次为

狋１、狋２ 时期的地物类别数），该矩阵可以用来描述

不同时期地物类别在时间上的依赖关系。

１．２　空间关系模型

设犌＝｛犚，犈｝表示一个图，其中犚＝｛犚１，犚２，

…，犚犖｝表示结点的集合，犈表示边的集合。定义

一个邻域系统狀，狀（犚犻）表示结点犚犻的近邻，犻＝１，

２，…，犖；满足①犚犻狀（犚犻）；②若犚犼∈狀（犚犻），则

犚犻∈狀（犚犼），犼＝１，２，…，犖。令犐＝｛犐１，犐２，…，犐犖｝

表示定义在犚上的一组随机变量，则称犐为一个

随机场，犐犻是与犚犻有关的随机变量。若随机场满

足以下条件：

１）对于所有的犐，均有狆（犐）＞０；

２）狆（犐犻｜犐犼，犼≠犻）＝狆（犐犻｜犐犼，犚犼∈狀（犚犻））

则称犐为定义在犚 上的相对于近邻系统狀的一

个马尔科夫随机场。马尔科夫随机场可以较好的

描述随机变量在空间上的关系。本文将像斑看作

结点，像斑的类别作为随机变量，像斑的类别在空

间上受其周围邻接像斑类别的影响，具有随机性。

文中假设像斑类别仅受和像斑相邻像斑类别的影

响，则像斑的类别可以视为一个马尔科夫随机场。

依马尔科夫随机场可得：

犘（犆犽）＝犣
－１ｅｘｐ（－犝（犆犽狘犆犼，犚犼∈狀（犚犽））），

（犽＝１，２，…，狊） （５）

式中，犣为归一化常数，狀（犚犽）表示第犽号像斑的

邻接像斑，犝（）为吉布斯能量函数，计算公式为：

犝（犆犽狘犆犼，犚犼∈狀（犚犽））＝－ ∑
犚
犼∈狀

（犚犽
）
β狆（犆犽狘犆犼）

（６）

式中，β为一个常量，用来调节空间关系所占权重

的大小，可以取值为１。狆（犆犽｜犆犼）表示在当前地

物类别为犆犼的条件下，邻接地物类别为犆犽 的条

件概率。所有地物类别的邻接矩阵可以组成一个

狆×狆大小的邻接矩阵（狆为狋１ 时期地物类别的

数目），用来描述同一时期各种地物类别之间的空

间关系。

将式（５）、式（６）代入式（４）中，等式两边取对

数并略去常数项可得：

犘犽 ＝ｌｎ狆（犡犽狘犆犽）＋ｌｎ狆（犢犽狘犜犽）＋ｌｎ狆

（犜犽狘犆犽）＋β ∑
犚
犼∈狀

（犚犽
）
狆（犆犽狘犆犼） （７）

式中，前两项表示的是像斑特征向量的条件概率，

第三项表示的是地物类别转移概率，用来描述时

间关系，最后一项表示的是地物类别邻接概率，用

来描述空间关系。

１．３　模型求解

假设各个地物类别的特征向量符合高斯分

布。在狋１ 时期的遥感影像上选取狆类训练样本，

狋２ 时期的遥感影像上选取狇类训练样本。利用训

练样本，依据最大似然法，可以确定出各个地物类

别所对应的高斯分布的参数：均值向量μ和协方

差矩阵Σ。高斯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如下：

Ｇａｕｓｓ（狓狘μ，Σ）＝
１

（２π）
狀
２狘Σ狘

１
２

ｅ
－
１
２
（狓－μ）

Ｔ
Σ
－１（狓－μ）

（８）

利用各个地物类别对应的高斯分布参数，便可求

解出狆（犡犽｜犆犽）和狆（犢犽｜犜犽）。

狆（犜犽｜犆犽）和狆（犆犽｜犆犼）的求解公式如下：

狆（犜犽狘犆犽）＝
犳（犜犽，犆犽）

犳（犆犽）
（９）

狆（犆犽狘犆犼）＝
犳（犆犽，犆犼）

犳（犆犼）
（１０）

式中，犳（犜犽，犆犽）表示狋１ 时期类别为犆犽，狋２ 时期类

别为犜犽 的像斑对总数；犳（犆犽）表示狋１ 时期类别为

犆犽 的像斑总数；犳（犆犽，犆犼）表示狋１ 时期类别为犆犽

的像斑的相邻像斑中类别为犆犼 的像斑总数；

犳（犆犼）表示狋１ 时期与类别为犆犼 的像斑相邻的像

斑总数。

分析式（７）可以看出，要获取两个时期的像斑

类别，需要已知类别转移概率和类别邻接概率，然

而为了获取类别转移概率和类别邻接概率，又需

要已知两个时期的像斑类别，因此，式（７）的求解

需要采用叠代的方法，其算法具体实现如下。

１）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影像分类，获取各个

像斑在不同时期的初始地物类别。

２）逐个遍历像斑，更新当前像斑的类别，使

得式（７）达到最大值。

３）叠代步骤２），直到满足收敛条件为止。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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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变化检测及算法流程

引入时空关系后可获得两个时期影像的最终

分类结果犆狋和犜犺，令犆狋（犽）和犜犺（犽）分别表示第

犽（犽＝１，２，…，狊）号像斑在两个时期的类别属性。

对于某像斑，比较其在两个时期的类别属性犆狋（犽）

和犜犺（犽），如果两者相同，则判别像斑没有发生变

化，否则判别像斑发生变化，变化类别由犆狋（犽）转

变为犜犺（犽）。

本文方法首先通过影像分割获取像斑，然后

选择一定数目训练样本，再以像斑为单位进行监

督分类，分类的过程中同时考虑像斑间的时间关

系和空间关系，分别利用地物类别转移矩阵、地物

类别邻接矩阵来描述像斑间的时间关系及空间关

系，最后比较两个时期影像分类的结果，得出变化

的像斑及变化的类型。具体流程图如图１。

图１　变化检测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次实验采用的实验数据是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

年武汉南湖地区的快鸟影像，经过重采样后，影像

分辨率为２ｍ，包含蓝、绿、红、近红外４个波段。

图２（ａ）、２（ｂ）分别为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的真彩色

影像。武汉市南湖地区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发展迅速，

大量湖泊被人工填平为裸地，然后改建为居民地，

因此，两个时期遥感影像的变化程度较大。

将两个时期的所有波段组合形成一个波段数

为原来波段数２倍的新影像，假设两个时期影像

波段数均为犿，则新影像中的前犿个波段由基准

期影像构成，后犿 个波段由检测期影像构成，新

影像中每个点的光谱维上就综合了两个时期的信

息。对这个新影像采用文献［１１］的快速分水岭算

法进行影像分割，选用的α、ｃｏｅｆ参数值分别为

０．５和０．８，伪标记剔除阈值为８０。影像分割共获

取像斑６２５个，结果如图３所示。２００２年影像中

包含湖泊、居民地、道路、农田等４大类地物。

图２　变化检测数据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图３　影像分割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年影像新增加一个类别：裸地。因此将

２００２年影像分为４类，将２００５年影像分为５类。

由于遥感影像的复杂性，即便同一类别地物也存

在着光谱差异较大的子类，例如湖泊就会因叶绿

素浓度、含沙量的不同而存在较多的子类。为了

尽可能提高分类的准确性，样本选取时，应该覆盖

所有的子类，因此，对于湖泊类和居民地类，在

２００２年影像中，本文分别选择了５个和２个子类

样本；在２００５年影像中，本文分别选择了４个和

２个子类样本。算法叠代５次后，得到的类别转

移矩阵和类别邻接矩阵如表１和表２。表１中第

犻行第犼列的元素表示狋１ 时地物类别为ω犻，狋２ 时

期地物类别转换为υ犼的条件概率。表２中第犻行

第犼列的元素表示狋１ 时期当前地物类别ω犻，邻接

地物类别为ω犼的条件概率。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湖泊转变为裸地的概率

较大，居民地和道路发生改变的概率很小。从表２

中可以得到湖泊和湖泊相邻、农田和农田相邻的

概率较大，湖泊和道路相邻的概率较小，由于武汉

南湖地区自２００２年后发展迅速，一些湖泊都被填

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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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准备开发成居民地，因此形成了大量的裸地，导

致湖泊转变为裸地的概率较大。农田一般成片出

现，因此农田和农田相邻的概率较大。

表１　类别转移矩阵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后期
前期

湖泊 居民地 裸地 道路 农田

湖泊 ０．２４５８５６ ０．１２４３０９ ０．２４８６１９ ０．２１８２３２０．１６２９８３

居民地 ０．００８ ０．９０４ 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４

道路 ０．０２８５７１ ０．０８５７１４ ０ ０．８２８５７１０．０５７１４３

农田 ０ ０．００９７０９ ０．０６７９６１ ０．０８７３７９０．８３４９５１

表２　类别邻接矩阵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Ｍａｔｒｉｘ

类别
邻接类别

湖泊 居民地 道路 农田

湖泊 ０．７２１９００ ０．１８１５３１ ０．０１２１３６ ０．０８４４３２

居民地 ０．３３０４５３ ０．５２０６５４ ０．０８９３３６ ０．０５９５５７

道路 ０．１６７８７６ ０．６７８８３６ ０．１３１３９３ ０．０２１８９５

农田 ０．３７４７０８ ０．１４５１９８ ０．００７０２５ ０．４７３０６９

　　表３显示了两种方法获取的土地覆盖类型转

换的精度。该表格由所有像斑的两个时期的地面

真实类别以及算法划分的类别统计得到。从表３

可以看出，本文分类结果明显优于ＰＣＣ方法，其

中精度明显得到改善的是湖泊到裸地、居民地到

居民地的转换。由于２００５年影像上裸地、道路、

水泥屋顶的光谱特征相似，都有着较高的灰度值，

因此，分类器很难将３者区分开来，而时间上湖泊

转变为裸地的概率较大，空间上居民地和居民地

相邻的概率大于居民地和道路相邻的概率，引入

时空关系之后提高了该时期３者的分类精度，从

而提高了湖泊向裸地转换、居民地向居民地转换

的精度。

表３　两种方法类型转换精度对比／％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指标

Ｋａｐｐａ系数 用户总体精度

分类后比较法 ４０．７ ４６．２

本文方法 ８６．６ ８８．５

　　利用两个时期的分类结果就可进行变化检

测。两个时期像斑分类的结果不同，则判别像斑

发生了变化，否则判别像斑未发生变化。为了验

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目视解译的方法

制作了标准变化结果。并将分类后比较法和本文

方法进行对比，得到的变化检测结果如图４所示，

其中黑色区域为变化区域。从图４中可以看出，

本文方法变化检测的结果更接近标准变化结果，

优于传统分类后比较法的变化检测结果。其中分

类后比较法误检率较高，大量的非变化像斑被判

别为变化像斑，本文方法有效地降低了误检率，但

同时也增加了一定的漏检率，导致实际变化的像

斑没有被检测出来。

图４　变化检测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两种方法的精度评定如表４、表５所示。从

表４中可以看出，１４２个实际未变化的像斑被判

别为变化的像斑，误检率较高；而表５中显示本文

方法误检的像斑个数仅为１３个，有效地降低了误

检率。比较表４和表５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变化

检测的精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这表明了时空关

系的有效性。

表４　犘犆犆方法变化检测混淆矩阵

Ｔａｂ．４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ｂｙＰＣＣＭｅｔｈｏｄ

实际结果
检测结果

变化 非变化 合计

变化 ２９８ １８ ３１６

未变化 １４２ １６７ ３０９

合计 ４４０ １８５ ６２５

用户总体精度／％ ７４．４０

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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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本文方法变化检测混淆矩阵

Ｔａｂ．５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Ｇｉｖｅｎｂ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实际结果
检测结果

变化 非变化 合计

变化 ２８８ ２８ ３１６

未变化 １３ ２９６ ３０９

合计 ３０１ ３２４ ６２５

用户总体精度／％ ９３．４４

４　结　语

本文将时空关系引入到遥感影像的变化检测

中，利用类别转移矩阵来描述时间关系，马尔科夫

随机场来描述空间关系，采用叠代的方法进行遥

感影像分类，从而得到变化检测结果及变化类型。

利用武汉南湖地区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５年的遥感影像进

行了实验，实验结果精度优于分类后比较法的精

度，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如何充分利用像斑

的纹理信息以及影像分割最优尺度的确定问题，

将是以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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