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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克服多时相遥感影像变化检测因成像季节、拍摄角度等因素产生的误差，针对影像变化通常少于未

变化的情况，提出了一种利用旧时相矢量图与新时相影像进行变化检测的方法。利用旧时相带有类别信息的

矢量约束，对新时相遥感影像进行细分割获得图斑，对图斑提取光谱、纹理等特征，通过主成分变换构建特征

集，在类别的约束下，应用孤立森林计算图斑的变化指数，避免了传统变化指数计算方法因引入易受变化图斑

干扰的值而产生的误差，同时，依据贝叶斯方法自动获取各地物类别的变化阈值，进而获得变化图斑。选取高

分 1号等数据分别进行两组实验，通过对比马氏距离与孤立森林方法，验证了采用矢量图与孤立森林方法进

行变化检测的有效性，实验结果的正确率分别为 0.923 5及 0.93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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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检测是通过对地物或现象进行多次观

测从而识别其状态变化的过程［1］，已广泛应用于

土地调查［2］、灾害评估［3］、城市研究［4］、生态系统监

测［5］等领域。根据变化检测中所使用的数据源不

同，可将变化检测方法分为影像 ⁃影像法与矢量 ⁃
影像法两类［6］。影像 ⁃影像法应用新旧影像进行

变化检测：先经相似性度量方法获得新旧影像的

变化程度；然后，应用阈值实现变化检测［7⁃9］，或统

计前后时相分类结果实现变化检测［10］。目前，已

出现了大量的经典方法，如影像差值法［7］、变化向

量分析法［8］、统计方法［9］、分类后比较法［10］等。矢

量 ⁃影像法利用旧时期的矢量图与新时期的遥感

影像进行变化检测，如文献［11］提出了基于知识

引导的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自动检测技术的方

法，先以旧时期土地利用与覆盖类型图斑单元为

单位，然后针对跨图斑单元（即实际变化图斑与

已有图斑不一致单元）采用分割技术分割为均一

若干图斑单元。此方法需人工选取新旧时期土

地类型一致的图斑作为样本构建知识库来实现

变化检测，自动化程度较低。文献［12］提出了基

于多波段统计检验差异法的土地利用变化检测

的方法，是一种全自动的非监督变化检测方法，

通过配准叠加栅格化矢量图与遥感影像获得新

时期影像图斑特征、历史图斑编号与土地利用类

别，组成图斑信息数组。但该方法提取的图斑特

征仅为方差，且应用 t分布作为其统计检验方法。

此方法是一种适用于小样本的统计检验方法，不

适宜大量图斑的检测与图斑内局部变化发现。

文献［13］提出了基于卡方分布的矢量图与遥感

影像变化检测方法，将图斑的光谱特征与纹理特

征结合构建卡方分布。但该方法的检测图斑通

过栅矢套合所得，图斑内的变化检测结果效果较

差，且构建卡方分布需计算均值，该值易受变化

图斑干扰，进而影响变化检测精度。

现有的矢量⁃影像法研究相对较少，未形成成

熟的方法体系。在实验图斑单元部分，多应用新

时期影像与旧时期土地利用图叠加分割法，以旧

时期图斑为单位，易忽略局部变化图斑，即在新

时期影像中图斑内部发生局部变化的图斑。检

测方法如卡方分布［13］需引入均值等易受变化图

斑影响的数值参与计算，降低了变化图斑检测精

度。为更好地表达局部变化图斑，克服变化图斑

对检测精度的影响，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孤立森林

算法的矢量⁃影像变化检测方法，以生态区植被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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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高速公路修建路段的农田变化情况为研究

对象进行变化检测，并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与实

用性。

不同于以往将矢量图与影像进行叠加继承

获得图斑［11⁃13］，本文采用一种在历史时期矢量图

约束下进行的增长式分割方法［14］，此方法既可保

留历史时期的矢量边缘，又可产生新时期影像的

新边缘。增长式分割后获取的图斑既包含新时

期遥感影像特征，又包含旧时期矢量图的地物类

别属性，并且避免了传统多时相影像分割产生图

斑边界描述不一致与传统矢量 ⁃影像法中局部变

化描述不明确的问题［12⁃13］。通过应用旧时相矢量

图与新时相影像进行增长式分割，既可避免多时

相遥感影像变化检测因成像因素所造成的误差，

又可获得边界描述一致的局部变化图斑。孤立

森林算法［15⁃16］利用变化图斑所具有的少且不同的

特性进行变化检测。在遥感变化检测中，发生变

化的图斑稀少，并且变化图斑与未变化图斑的特

征具有明显差异。因此，本文将孤立森林方法应

用于变化检测。孤立森林计算图斑的变化指数

避免了如基于马氏距离［17］、余弦定理［18］、卡方变

换［13，19］等变化指数计算方法因引入均值而产生的

误差，同时，可实现变化检测的自动化。首先，该

方法在带有类别信息矢量图的约束下对遥感影

像进行增长式分割；然后，对分割所得图斑进行

光谱、纹理等特征的提取，并通过主成分变换得

到实验数据集；最后，在类别的约束下，进行基于

孤立森林的变化指数计算，并用贝叶斯方法确定

变化阈值，进行变化与未变化判别。

1 基于矢量数据的遥感影像检测方法

本文提出的利用孤立森林的矢量 ⁃影像变化

检测方法，是将数据挖掘中的孤立森林异常检测

方法引入变化检测中。此方法的数据源为前一

时相带有类别信息的矢量与新时期遥感影像，与

传统采用多时相遥感影像变化检测方法相比，该

方法可克服影像因成像季节差异、拍摄角度等引

起的误差。并且该方法采用的增长式分割方法

为较好地表达局部变化提供了可能。同时，本文

引入孤立森林计算变化指数，可克服传统基于统

计的变化指数计算方法在计算时需引入均值等

易受变化图斑干扰的数值而产生的误差［13］，且具

有较好的精度与较少的时间花费。

本文方法具体流程为：首先，将旧时相 T1的
矢量图与新时相影像 T2进行矢量 ⁃影像配准；然

后，采用增长式分割方法获得待检测对象，并应

用基于孤立森林的方法计算变化指数与应用基

于贝叶斯的方法进行阈值确定；最后，进行精度

评价。

1.1 增长式分割

在历史矢量地图与新时相遥感影像进行配

准的基础上，对比矢量图与影像对应关系，可根

据矢量图的图斑内部发生变化的多少，将变化图

斑分为全部/整体变化与局部变化两种情况。为

精确提取与定位图斑内部变化的范围，采用了一

种增长式分割方法［14，18］。具体步骤可分为两步：

（1）将历史时期带有类别属性的矢量图作为专题

图层；（2）利用专题图对新时相影像应用多尺度

分割方法进行增长式细分割获得既包含新时相

影像特征又包含旧时相地物类别属性的图斑。

在进行多尺度分割时，需设置尺度参数、形

状因子、紧致度因子 3个参数。尺度参数用于确

定生成影像图斑所允许的最大异质度，值越大，

则生成的影像图斑尺寸越大；反之，则越小。同

质性由颜色（光谱）和形状两部分组成，两者权重

之和 1.0。形状又由光滑度与紧致度表示，两者权

重之和也为 1.0。增长式分割的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通过增长式分割，在 T2影像上获得、并有

T1时期类别属性的图斑可分两类：新时期影像中

仍属于此类的图斑（未变化图斑）；与新时期影像

中不再属于此类的图斑（变化图斑）。

1.2 基于孤立森林算法的变化指数计算

孤立森林算法又称 iForest（isolation forest）
算法，利用异常对象易被孤立的特性，对各个维

度的数据构建一系列随机二叉树。本文方法克

服了如基于马氏距离、余弦定理、卡方变换等因

应用易受变化图斑干扰的数值（如均值）而产生

图 1 增长式分割流程

Fig.1 Flowchart of Incremental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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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差。上述基于马氏距离、余弦定理、卡方变

换的 3种方法，在引入基于矢量图的变化检测时，

因缺乏前一时相的特征信息，一般将现有时相的

特征均值作为未变化信息参与变化指数的计算，

但随着均值的加入，变化图斑的特征信息对计算

结果的干扰也随之产生，进而影响变化检测的

精度。

本文所提的孤立森林方法，通过对现有特征

进行树的构建，不需要应用均值，进而避免了上

述方法的干扰信息。并且，本文算法能够以较低

存储完成线性的时间复杂度，因采用增长式分割

方法获取图斑，可有效地检测原始图斑内的局部

变化，实现变化检测的自动化。

iForest算法分为两个阶段：（1）训练阶段通

过选取子空间实现孤立森林的构建；（2）计算变

化指数阶段实现了对被测图斑的变化指数计算。

1）训练阶段。此阶段通过从数据集 X随机

选取子空间样本，构建 t个孤立树组成孤立森林。

iForest算法应用一随机超平面切割数据空间，每

切割一次可生成两个子空间；继续应用一随机超

平面切割每个子空间，以此循环重复，直至每个

子空间里只有一个数据点或达到分割限制为止。

孤立森林通过上述随机切割思想对数据实

现树的构建，构建生成的树称为 iTree（isolation
tree）。由于变化图斑是稀少且不同的，在 iTree
中会很快被划分到叶子节点中，故而，通过计算

叶子节点到根节点之间的路径长度，可得图斑的

变化指数。生成 iTree的具体步骤为：

（1）从数据集 X中随机选择 ψ个样本作为子

样本集参与树的构建。

（2）随机指定一个维度，在当前节点数据中

随机产生一个切割点 p，点 p位于当前节点指定维

度最大值、最小值之间。

（3）根据切割点 p判断：若小于 p，则分至左子

树；若大于等于 p，则分至右子树。

（4）递归步骤（2）、步骤（3），直至数据本身不

可分或达到树的层高限制 ceil ( log2 ( n ) )。
iForest 算 法 通 过 随 机 切 割 的 方 法 构 建 成

iTree，单棵 iTree存在一定的随机性，依据蒙特卡

洛方法，需用集成学习的方法来得到一个收敛

值。与随机森林由大量决策树组成类似，iForest
也由大量树组成，故重复上述生成 iTree的步骤，

生成 t棵树及生成 iForest。经前人实验证明［15⁃16］，

当在 ψ= 256，t= 100时，既保证结果收敛又避免

计算资源浪费。所以，本文此次实验取 ψ= 256，

t= 100。
2）计算变化指数。获得 t个 iTree后，iForest

训练迭代停止，用生成的 iForest来评估数据 x。
对于一待评估数据 x，令其遍历每一棵 iTree，计
算 x最终落在每棵 iTree的深度。因变化图斑稀

少，且与未变化图斑特征有很大不同，在数据集

中很容易被孤立，故在 iTree中会很快被划分到

叶子节点中，可用叶子节点到根节点之间的路径

长度度量图斑的变化程度，距离根节点越近的图

斑越可能是变化图斑，距离根节点越远的图斑越

可能是未变化图斑。具体步骤为：

（1）待评估数据 x遍历每一棵 iTree，获得其

路径长度 h ( x )。
（2）将路径长度 h ( x )做进一步计算，得到 0

到 1的数值 s ( x )，计算过程为：

s ( x )= 2
-
E [ ]h ( )x
c (ψ ) （1）

式中，h ( x )为被检测样本 x在 iTree中检索到的

路径长度；E [ h (x) ]是样本 x对 t棵 iTree路径长

度的期望；c (ψ )是 ψ个图斑构建的二分搜索树的

平均路径长度。c (ψ )的具体计算为：

c (ψ )=
ì

í

î

ïï
ïï

2H (ψ- 1 )- 2(ψ- 1 )/n , ψ> 2
1 ,ψ= 2
0 ,ψ< 2

（2）

式中，H ( k )= ln ( k )+ ξ，ξ为欧拉常数。变化指

数 s ( x )的取值范围为 0到 1，将 s ( x )作为衡量图

斑变化程度的变化指数，当 s ( x )越接近 1，表示图

斑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高；越接近 0，表示图斑未

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高。

1.3 基于贝叶斯算法的阈值确定

在基于孤立森林算法获得图斑的变化指数

后，采用基于贝叶斯算法的阈值确定方法［20⁃21］获

取变化阈值，通过变化阈值对变化指数进行二值

分割生成变化/未变化语义结果。假设 D isolation =
{d 1isolation，d 2isolation⋯d m

isolation}为图斑变化指数组成的集

合，m为图斑个数。将 D isolation分为变化类 wc与未

变化类wu，假设变化类与未变化类的条件密度函

数 p ( x/wc )、p ( x/wu )均服从高斯密度函数分布：

p ( x/wi )=
1
2πσ 2

exp{- ( )x- ui
2

2σ 2 },i∈ { }u,c

（3）
对于变化类 wc与未变化类 wu的均值与标准

差分别用 μs、δs（s∈ {c，u}）表示，则图斑变化指数

的总密度函数 p ( x )可表示为：

311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1 年 3 月

p ( x )= p ( x |wu ) p ( wu )+ p ( x |wc ) p ( wc )
（4）

为验证本文方法计算所得变化指数是否服

从上述假设，即变化类与未变化类均服从高斯分

布，本文对变化指数的数据分布进行了分析，实

验 1、实验 2的变化指数数据分布图如图 2所示。

图 2中，蓝色柱体为数据直方图，绿色曲线为依据

直方图拟合所得的核密度拟合曲线（kernel densi⁃
ty estimation，KDE），横轴为由孤立森林算法计算

所得变化指数，纵轴为图斑个数。

图 2的拟合曲线验证了所提方法满足上述假

设。在假设条件下，求解变化阈值的过程可转化

为估算变化类wc与未变化类wu均值与标准差的

过程。对均值与标准差的估算可应用最大期望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EM）算法实现。 EM
算法由迭代循环实现，每次迭代由期望值与期望

最大化两个步骤组成。求期望值根据待估计参

数的当前值，从观测数据中直接估计概率密度的

期望值，后者通过最大化期望来更新参数的估计

量，这两步在整个迭代过程中依次交替进行，直

至迭代过程收敛。

应用 EM算法对两个子高斯模型进行未变化

类别 wu参数估计，则其先验概率、均值与标准差

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pt + 1 (wu ) =
∑

X ( )i ∈ D isolation

pt (wu ) pt ( X ( i ) |wu )
pt (wu )

m

ut + 1 (wu ) =
∑

X ( )i ∈ D isolation

pt (wu ) pt ( X ( i ) |wu )
pt (wu )

X ( i )

∑
X ( )i ∈ D isolation

pt (wu ) pt ( X ( i ) |wu )
pt (wu )

( δ2 ) t + 1 (wu ) =
∑

X ( )i ∈ D isolation

pt (wu ) pt ( X ( i ) |wu )
pt (wu )

[ ]X ( i ) - utu
2

∑
X ( )i ∈ D isolation

pt (wu ) pt ( X ( i ) |wu )
pt (wu )

（5）

式中，t与 t+1分别为当前估计值与下一次迭代

所用估计值；m为图斑个数。变化类wc的均值与

标准差的估计方法同wu。

当相邻两次迭代计算的先验概率、均值与标

准差的差值小于给定的阈值 ε ( ε= 1× 10-8 )时，

迭代终止。

根据 EM算法获得未变化类与变化类的均值

μs、标准差 δs（s∈ {c，u}）后，根据贝叶斯最小误差

概率理论计算变化阈值 T：

p ( T |wu ) p ( wu )= p (T|wc ) p ( wc ) （6）

对式（6）进行整理，可得变化阈值 T 的求解公

式为：

(δ2u- δ2c )T 2 + 2 (μuδ2c- μcδ2u)T +

μ2c δ2u- μ2c δ2u- 2δ2u δ2c ln
é

ë
êê
δu p (wu )
δc p (wc )

ù

û
úú = 0 ( 7 )

式中，μu、μc、δu、δc、p (wu )与 p (wc )均已通过式（5）
计算获得。通过式（7）可计算得出实验 1阈值为

0.49，实验 2阈值为 0.55。通过该阈值，实验可获

得对变化指标进行二值分割生成变化和未变化

语义的结果。

图 2 本文方法变化指数数据分布

Fig.2 Change Index Distribu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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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及精度分析

2.1 实验描述

为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以高分 1号
及 Google地图下载的数据为实验数据，针对生态

区植被变化与高速公路修建路段的农田变化进

行研究。通过对比影像 ⁃影像法与矢量 ⁃影像法，

验证矢量 ⁃影像法在本文应用场景下的优势。影

像⁃影像法与矢量⁃影像法两种方法的精度评价如

表 1所示。

在影像⁃影像数据前提下，应用马氏距离+贝

叶斯方法作对比方法 1。该方法在相同的矢量图

斑下，分别提取 T1与 T2影像的特征，采用文献

［17］中所提马氏距离方法计算变化指数，获得变

化指数后，应用文献［19］所提贝叶斯方法确定变

化检测结果。

在矢量⁃影像数据前提下，应用马氏距离+贝

叶斯方法作对比方法 2。因缺少 T1时相特征集，

故借鉴文献［13］中应用统计方法进行矢量 ⁃影像

法的变化检测，将特征集均值作为未变化对象应

用于马氏距离进行变化指数的计算，并通过贝叶

斯方法获得变化检测结果。

在矢量⁃影像法的前提下，对比马氏距离与孤

立森林变化指数计算方法，验证所给方法的有效

性。以虚检率、错检率和正确率作为精度评价指

标，其中，虚检率为实际未变化但检测为变化的

图斑数与检测为变化的图斑数之比，错检率为实

际变化但检测为未变化的图斑数与检测为未变

化的图斑数之比，正确率是检测结果与实际结果

一致的对象在所有对象中的比例。错检率和虚

检 率 越 低 ，正 确 率 越 高 ，则 变 化 检 测 的 精 度

越高［18］。

本文应用 eCognition软件提取实验 1的高分

1号影像中图斑的光谱特征（各波段均值）、纹理

特征（同质性、熵、对比度、均值、角二阶矩）及归

一化植被指数特征，为避免特征冗余进行主成分

变换，选取前 3个主成分作为输入数据 X 1。

本文选取实验 2中相同的光谱特征及纹理特

征的 Google下载影像，进行主成分变换，同样选

取前 3个主成分作为输入数据 X 2。

2.2 实验 1：升金湖生态区植被变化检测

实验 1为高分 1号 8 m多光谱影像和 2 m全

色影像的融合影像，多光谱包含红、绿、蓝和近红

外 4个波段，原始影像获取时间分别为 2014年与

2015年，影像大小为 613×1 587像素，位于升金

湖生态区。升金湖生态区在安徽省东至境内，是

中国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关注此区域的植被变化

情况对生态区的保护工作至关重要。

本文应用 2014年含植被类别属性的矢量数

据对 2015年影像进行增长式分割，最终获取 928
个植被类别图斑。实验 1的数据及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a）为升金湖 2014年的影像与植被矢量

底图叠加影像；图 3（b）为升金湖 2015年的影像与

历史植被类别分割结果叠加影像；通过目视判

读，结合实验地区先验知识，获取参考变化结果，

如图 3（c）所示，黄色图斑为历史植被类别中真实

变化图斑，共 314个图斑，变化图斑约占总数的

33.8%；图 3（d）中的红色图斑为本文方法的变化

检测结果；图 3（e）为应用孤立森林方法计算植被

图斑变化指数渐变图，最右边色带为从低到高变

化指数，最低为 0.42，最高为 0.75，其中，红色数字

0.49为经贝叶斯方法确定的变化阈值。通过图 3
可知，经由孤立森林方法计算所得变化指数符合

从 0~1图斑变化程度逐渐递增的规律。

为清晰显示不同方法实验结果，对图 3红色

框中的局部区域进行放大展示如图 4所示。其

中，图 4（a）黄色图斑为局部参考变化结果，图 4（b）
绿色图斑为影像 ⁃影像法应用马氏距离与贝叶斯

方法的局部变化检测结果，图 4（c）蓝色图斑为矢

量 ⁃影像法应用马氏距离与贝叶斯方法的局部变

表 1 本文方法变化检测精度评价

Tab.1 Accuracy Assessment of Change Detection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精度指标

虚检率

错检率

正确率

实验 1
影像⁃影像法

马氏距离

+贝叶斯

0.175 3
0.116 2
0.865 3

矢量⁃影像法

马氏距离

+贝叶斯

0.176 7
0.086 7
0.882 5

孤立森林

+贝叶斯

0.159 7
0.024 5
0.923 5

实验 2
影像⁃影像法

马氏距离

+贝叶斯

0.297 7
0.156 9
0.805 0

矢量⁃影像法

马氏距离

+贝叶斯

0.246 7
0.068 0
0.870 4

孤立森林

+贝叶斯

0.171 7
0.009 9
0.931 8

313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1 年 3 月

化检测结果，图 4（d）中红色图斑为本文方法局部

变化检测结果。由图 4（c）与图 4（d）对比发现，在

矢量⁃影像法中，应用马氏距离与贝叶斯方法与应

用本文方法获得的变化检测结果相比，存在部分

漏检对象，精度评价结果如表 1所示。

实验 1中，矢量⁃影像法整体精度要高于影像⁃
影像法。在矢量⁃影像法中，应用马氏距离与贝叶

斯方法的错检率大于本文方法，而且本文方法在

虚检率、错检率与正确率方面有较好的表现，正

确率达到 0.923 5。
2.3 实验 2：云湛高速修建路段的农田变化检测

实验 2所用数据为 Google地图下载数据，含

有红、绿、蓝 3个波段，分辨率为 0.55 m，获取时间

分别为 2015年 8月与 2016年 2月，影像大小为

3 827×3 894像素，位于云湛高速部分修建路段。

观察两期影像，可明显看到高速公路修建痕迹，

公路修建占用了大量农田，故对该区域进行农田

的变化检测。

本文以 2015年 8月影像农田类别的矢量数据

为底图对 2016年 2月的影像进行增长式分割，最

终获取 2 831个农田类别图斑。实验 2数据及结

果如图 5所示。

图 5（a）为云湛高速修建路段 2015年 8月影

像与农田矢量底图叠加影像；图 5（b）为 2016年 2
月影像与分割结果叠加影像；通过目视判读，结

合实验地区先验知识，获取了参考变化结果，如

图 5（c）所示，黄色图斑为植被类别中真实变化图

斑，共 862个图斑，变化图斑占总图斑的 30.4%；

图 5（d）中的红色图斑为本文方法的变化检测结

果；图 5（e）为应用孤立森林方法计算植被图斑变

化指数显示，即图斑变化程度显示，最右边色带

为从低到高变化指数，最低为 0.44，最高为 0.80，
其中，红色数字 0.55为经贝叶斯方法确定的变化

阈值。

为清晰显示不同方法实验结果，本文对图 5
红色框中的局部区域进行放大展示，如图 6所示。

图 6（a）中的黄色图斑为局部参考变化结果，可以

发现，原始为农田的区域出现由农田变为道路的

亮色变化，又出现由农田变为水体的暗色变化；

图 6（b）中绿色图斑为应用影像 ⁃影像数据马氏距

离与贝叶斯方法的局部变化检测结果；图 6（c）中

蓝色图斑为矢量 ⁃影像法应用马氏距离与贝叶斯

方法的局部变化检测结果；图 6（d）中红色对象为

本文方法局部变化检测结果。

图 3 升金湖数据及结果

Fig.3 Data and Results of Shengjin Lake

图 4 升金湖局部数据及结果

Fig.4 Part of Data and Results of Shengjin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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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6（b）、图 6（c）与图 6（d），三者均可检 测多种变化情况，但应用矢量⁃影像法结果明显优

于影像 ⁃影像法结果。表 1中实验 2部分，在应用

相同的马氏距离与贝叶斯变化检测方法的前提

下，矢量 ⁃影像法的结果要优于影像 ⁃影像法。并

且相同的对比实验设计，不同的实验数据下，实

验 1的矢量⁃影像法与影像⁃影像法相比，正确率提

高了 0.017 2。而实验 2中的矢量 ⁃影像法与影像 ⁃
影像法相比，正确率提高了 0.065 4。可见，实验 2
的提高幅度明显大于实验 1的提高幅度。分析原

因，实验 2主要为农田区域的变化检测，且影像拍

摄时间分别为 2015年 8月与 2016年 2月，农田在

夏季与冬季的特征有很大不同，极易受拍摄季节

的影响。通过对比实验 1与实验 2矢量⁃影像法正

确率的提高幅度，验证了矢量⁃影像法在克服影像

⁃影像法易受影像成像季节等因素干扰方面具有

一定的优势。在应用矢量⁃影像法的前提下，马氏

距离与本文方法变化检测结果相比，存在部分漏

检对象。根据精度评价结果表 1可知，实验 2中
本文方法在虚检率与错检率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与实验 1结果一致，正确率达 0.931 8。

3 结 语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矢量与孤立森林的变化

检测方法，通过生态区植被类别变化检测与高速

公路修建路段农田变化检测验证所提方法的有

效性。此方法应用旧时相矢量与新时相的影像

数据进行变化检测，从数据层面避免多时相变化

检测因季节等外部因素对检测精度的影响，并用

经由增长式分割方法获取的图斑进行变化指数

计算，进而丰富了局部变化的描述，通过贝叶斯

方法自动获取变化阈值进而实现变化检测。通

过比较影像 ⁃影像法与矢量 ⁃影像法，比较马氏距

离与孤立森林变化指数计算方法的实验，证明了

所给方法可提高变化检测的精度，同时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基于影像变化检测的自动化与智能

化程度。本文方法的适用前提为各类地物发生

变化的图斑占比例较小，虽然文中已应用两组实

验数据验证了此方法在本文应用场景下的可行

性，但如何弱化或去除此适用前提是下一阶段研

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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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ange Detection Method for Remote Sensing Image

Based on Vecto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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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Change detection is a process of recognizing the state changes of ground surface by
multiple observation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image data quality, it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to realize change detection. Traditional multi ⁃ temporal remote sensing image change detection is easily af⁃
fected by the season in which the images were taken, solar altitude angle and shooting angle etc. In addi⁃
tion, the traditional calculation methods of change index, variables which susceptible to the interference of
change object are often introduced, such as mean value, median value and so on. To solve such problems,
we proposed a chang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vector data.Methods: Firstly, since traditional change de⁃
tection method is always influenced by shooting season, shooting angle, etc, we use a vector⁃image metho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image⁃image metho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the chan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images were calculated by using a similarity measurement method,
and the change object will identified by a threshold value. The vector ⁃ image method using the vector data
and the new time image data detect the changes. Secondly, the anomaly detection method in the data mining
method can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hange detection method, hence the outlier has a fewer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object. In this paper, we firstly got the object through incremental
segmenta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revious vector image, then extracted its texture and spectral fea⁃
tures to get the dataset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ransform. After that, using isolation forest
method to calculate objects change index, we obtained the change threshold by Bayes method.Results: We
took two experimen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verified by comparing image⁃image
and vector⁃image change detection methods, as well as Markov distance and isolation forest change methods,
among which, the accuracy rate of experiment 1 is 0.923 5 and that of experiment 2 is 0.931 8.Conclu⁃
sions: By comparing the image ⁃ image method with the vector ⁃ image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hange detection, but also improve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image⁃based change detection.
Key words：vector data；isolation forest；remote sensing image；chang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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