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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的多尺度水体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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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东南部为研究区，利用 Landsat TM 数据，基于面向对象的多尺度分类方法，选取合适的分

割尺度创建分类对象；通过分析研究区各种地物复杂的光谱响应特征，建立水体信息提取的知识规则集，对研究区水体进

行提取研究。研究表明，与传统的利用单波段和 NDWI 等方法所提取的水体相比，规则推理法在提取水体时可以消除一些

影像上其他干扰信息的影响，取得较好的提取效果和精度。除此之外，该方法简单易行，水体提取的规则集对于用户来说

是透明的，易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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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水资源已经成为遥感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通过对遥感影像的分析，获得水体的分布，从而对一

个地区的水资源和水环境等进行评价，为水利、交通、

航运及资源环境等部门提供决策服务。常用的遥感影

像水体提取方法主要是分析水体及背景地物的光谱值，

利用单个波段或者是不同波段的组合来提取影像中的

水体信息，从而达到所需效果。对于水体信息的提取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目前常用的方法

有：单波段阈值法、比值法、差值法、归一化水体指

数法等。Juppd 等通过分析 TM 影像光谱直方图，选取

TM7 波段阈值进行水体信息的提取，单波段法简单易

行但混分现象严重，精度不高 [1]。杨存建等基于 TM 影

像，利用 TM2+TM3>TM4+TM5 的波段组合特征有效

提取了水体信息 [2]；McFeeter 根据 TM2、TM4 波段间

的关系，提出归一化水体指数 NDWI 提取水体信息，

该方法可以抑制土壤和植被信息，但难以抑制建筑物

的信息 [3]；徐涵秋在 NDWI 的基础上提出改进的归一

化水体指数 MNDWI，在城区结合 MNDWI 的阈值提取

水体信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提取精度明显提高；都

金康基于 SPOT 影像的决策树对水体进行识别，该方

法可以有效地去除山体阴影 [5]；徐涛等采用面向对象

的城市水体信息提取方法，该分类方法消除单纯利用

光谱信息的缺陷，提高了分类精度 [6]。本文在其他学

者的基础上首先分析原始 TM 影像上各种复杂地物之

间的波谱特征，利用原始影像延伸出来的湿度分量，通

过分析各种不同对象的形状特征、拓扑特征等构建规

则集，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对研究区的水体进行提取

研究，最后通过精度评价来验证此方法的可行性。

1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预处理

阜南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阜阳市境西南部，淮河

北岸，东临颍上县，北与阜阳市接壤，西接临泉县，南

与河南省固始、淮滨两县相邻，位于淮河中游左岸，黄

淮平原南端，地处淮北平原西南部，地势低平、由西

北向东南缓倾。河流有淮河及其支流洪河、谷河、润

河、草河等。研究区居住地和水体分布形态比较复杂，

水体围绕着居住地分布，不利用水体信息的提取，研

究区的具体位置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区的地理位置图

本文利用 Landsat TM 数据进行水体提取实验。该

数据是 2009 年 4 月 4 日获取，景号为 121/037，无云，

数据质量良好。利用 1∶5 万地形图选取地面控制点进

行数据的几何校正。接着，对 TM 影像进行 K-T 变换，

变换后的 3 个分量,即亮度（brightness）、绿度（greenness）

和湿度（wetness）将用于后面的水体信息提取。针对

研究区特点，根据影像解译能力并结合实地考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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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研究区的土地利用/覆盖类型主要分为人工表面、植

被、水渠、河流和坑塘（见表 1）。

表 1 研究区土地覆盖分类体系

编码 类型 地物描述

1 人工表面 居民地、交通用地、工业用地等

2 植被 水稻、小麦、大豆、花生、地瓜、玉米等农作物

3 水渠
人工开凿的水道江河之水，通过地面上所开之

“沟”，引入农田

4 河流 地表面成线形的自动流动的水体

5 坑塘 天然坑塘、人工坑塘和半人工坑塘

2 水体信息提取原理与方法

2.1 K-T 变换

K-T 变化是多光谱波段的一种线性变化且该变换

能消除多光谱图像的相对光谱响应相关性，对全色图

像可视化、自动提取和特征提取都非常有用。K-T 变

化也称为缨帽变化，Kauth R. J [7] 和 Thomas G. S 在总

结 MSS 图像数据特征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 MSS

图像数据的线性变换,使其波谱空间变换到几个有物理

意义的方向上, 即：

Y= RT X + r

式中, X 为 MSS 图像 4 个波段数据组成的矩阵, 每一行

为一个波段像元组成的向量；Y 为缨帽变换后的数据

矩阵；R 为缨帽变换的正交变换矩阵；r 为补偿向量，

意在避免 Y 有负值出现。这种方法对 Landsat TM 影像

也是适用的 [8]。对 TM 图像进行缨帽变化, 产生亮度

(B)、绿度 (G) 和湿度 (W)，利用各种地物的湿度差异

可以很好地将水体提取出来（如图 2 所示）。

图 2 不同地物的湿度绿度亮度变化图像

2.2 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

传统的基于像元的分类方法已经比较成熟，而且

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基于对象的分类方法

就是利用多尺度分割形成影像对象，建立对象的主要

层次结构，计算对象的光谱特征、几何特征、拓扑特

征等，利用对象的特征建立分类规则，并通过不同对

象层次间信息的传递和合并实现对影像的分类，可以

有效地克服基于像元层次分类的不足 [9]。图像分割是

将影像分割为分离区域的过程，目前常用的分割方法

是多尺度分割。多尺度分割是从任一像元开始，根据

影像的异质性采用自下而上的区域合并方法形成对象，

是一个内部优化的过程 [10]。而影像的异质性则由对象

的光谱和形状差异确定，形状的异质性由光滑度和紧

凑度来衡量。设置较大的分割尺度，则对应较多的像

元被合并，产生较大面积的对象；分割尺度越小，对

象面积越小，越有利于小面积地物的提取。分割后对

象内部的光谱差异小，对任一对象可以忽略其纹理等

空间信息。根据提取对象的不同和研究区域的大小确

定分割尺度，最终提取出地物，取得较好的效果 [11，12]。

2.3 规则集构建中的对象特征选择

2.3.1 光谱特征分析

在规则推理构建过程中，将研究区分为人工表面、

植被、库塘、水渠和河流等 5 种基本土地覆盖类型，对

上述每种典型地物进行灰度值采样，按最大值、最小

值和平均值加以统计（见图 3）。水体在可见光、近红

外和中红外波段的吸收都很强，即使水体很浅，在这

些波段的反射率也几乎为零 [13]。水体的这一特性给水

体的识别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周成虎等对其进行深入

研究得出：在 Landsat TM 影像上，水体一般遵循着波

段值增大，光谱值减小的特征 [14]。光谱响应特征在多

光谱遥感影像地物识别中是最直接、最重要的解译元

素。地表的各种地物由于物质组成和结构不同而具有

独特的波谱反射和辐射特性，在影像上则相应地表现

为亮度值的差异，这种亮度值的差异是地物识别的基础。

图 3 不同地物的波谱响应特征曲线

2.3.2 拓扑特征分析

拓扑特征（邻接关系）是指对象间的相邻、相接、

包含等拓扑关系,描述对象间或一景图像内部几何关系

的特征。

=

式中, i 表示类别；Si为分割对象的邻接对象归属类别

i 的面积。每个影像对象有其自身的相邻影像对象, 提

供重要的拓扑关系，具有相似光谱特征的可以采用拓

扑特征进行区分。

岁秀珍等：面向对象的多尺度水体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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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形状特征分析

形状信息是遥感影像目视判别中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线索，形状特性包括对象的面积、长宽比、边界长、

形状指数、紧致度、圆形度、凸度等信息 [15]。

面向对象中的形状指数为：L= A1/2/P

式中，L 为形状指数；A 为面积；P 为周长。它能够较

好识别外形不同的地物类型。线状地物具有很小的形

状指数，而圆的形状指数最大，正方形次之，接近于

长方形或方形的库塘，形状指数相对线状地物较大, 因

此, 河流的形状指数较水库、池塘要小 [5]。

2.4 复杂背景下知识解译库的建立

首先，根据水体的光谱特征，先利用第 4 波段提

取出一部分水体，接着再利用 K-T 变化后的湿度特征

跟 TM 原始影像的不同波段组合在一起，即（wetness+

B2) (B3+B4) ≥-3110，B2, B3, B4 分别为 TM 原始

影像的第 2、3、4 波段，将剩余的跟其他地物混合在

一起的水体提取出来。其次，利用 merge region 将水体

合并起来，河流的长度明显大于水渠和库塘，所以用

length=240 提取河流。最后，利用 shape index≤2.2 提

取库塘。这时就把水体信息提取出来（如图 4 所示）。

全部地物 B4>180

其他地物 人工表面，水体

（wetness+B2)- (B3+B4) >-3 110

Yes

Yes

Yes

Yes

No

No

No

No

水渠，坑塘

Shape index>2.2

水体 Length>140

河流

水渠坑塘

图 4 面向对象水体提取结构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水体信息提取的尺度依赖性

采用不同的分割尺度提取出来的水体信息会出现

不同的结果，在自定义形状指数为 0.1，紧凑度和光滑

度分别为 0.5、0.5 的情况下，采用同一指标进行提取，

不同的分割尺度提取出来的水体信息是不同的，如图

5 所示。

尺度不同生成的影像对象多边形的大小和数量也

不同。一般地，分割尺度值越大，所生成的对象层内

多边形面积就越大且数目越小，反之亦然。当分割尺

图 5 不同分割尺度的水体提取结果

度为 15 时，分割比较破碎，河流、水渠的破碎化程度

比较大，此时整景影像的所有对象之间光谱异质性都

较小，因此不利于水体的提取。当分割尺度为 30 时,

河流分割的比较完整，能与河流旁边的植被分开，并

且水渠和库塘也容易被区分开。随着尺度参数的增大，

由于混合像元的存在使得不同类相邻的地物合并，导

致对象内部标准差增大，同质性指数变大，也不利于

水体信息的提取。因此通过对比分析确定最后的分割

尺度为 30，尽可能地把细小线状河流和小型水库坑塘

都提取出来，在分割尺度为 30 的前提下，结合eCognition

软件中的 feature view 工具，根据自己建立的知识解译

库将水体信息提取出来。

3.2 水体提取结果精度评价

根据野外的采样点和在研究区随机采取 291 个点，

结合原始影像，将提取出的水体信息与原影像进行叠

加。从表 2 中看出，库塘的分类精度最高，达到 96%，

这是因为水库水质较好，分割的对象参数特征明显，较

容易分类；其次是河流，分类精度为 95.92%，这主要

是由于河流两岸植被的影响造成的；分类精度最低的

是水渠，因为水渠面积较小，分布零散，光谱特征容

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造成精度的降低。总体分

类精度为 95.93%，可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表 2 水体信息提取结果精度评价表

类别
检验

样本数

被分类

总数

正确

分类数

生产者

精度/%
用户

精度/%

河流 103 98 94 91.26 95.92

水渠 86 72 69 80.23 95.83

库塘 102 100 96 94.12 96.00

注：总体分类精度为 95.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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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本文首先在 ENVI 中对 TM 影像进行 K-T 变换，然

后导入 eCongnition 中进行波段运算提取水体，根据规

则推理，建立知识体系，提取精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达到 95.93%。

基于规则推理法,采用面向对象的多尺度分割在提

取水体时可以消除一些影像上其他干扰信息的影响，仅

靠光谱之间的关系无法对水体进行正确提取，在提取

水体时很容易混分，K-T 变化可以增强不同波段之间

的信息，可以消除这些混淆。

基于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充分利用影像的光谱

信息、拓扑关系、纹理信息等建立成员函数, 从而可

以大大提高分类的精度, 减少错误分类的现象。通过

建立一定的知识规则，采用多尺度分割的方法，可以

把一些细小水体、坑塘等很好地提取出来。此方法简

单易行可以推广到其他地物信息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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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h，correcting methods （Page:56）

Research on Geolocation Service in WebGIS Based on Android
by LI Peihong

Abstract The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are mostly local application on
the android platform which lead to difficulties to adapt to the new de-
mands of WebGIS. And traditional positioning technology need com-
plex scripts to analytical equipmen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in or-
der to get right position of mobile equipment, which undoubtedly in-
crease the burden of the developer. This paper used the latest HTML5
Geolocation API, and called the Arcserver map published by myself.
Finally it made the real-time tracking and fast and accurate geolocation
in WebGIS Application on Android platform come true.
Key words Android，LBS，WebGIS，HTML5 Geolocation，Arcserver，
geolocation （Page:59）

Research on the Visualiz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by DUAN Huan'e

Abstract The shortage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and its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is one of the highly concerned issues of current global re-
sources and environment. Groundwater stores in the underground ma-
kes it can not be directly observed, so the visualizing it by simulation be-
comes the indispensable means of groundwater planning and manage-
ment. Actually, it has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hot spot and topics of
the hydrology and hydrological geology research. Based on the litera-
ture retrieval,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is field
and its problems，and aimed at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groundwater，3D modeling，water dynamics，material mo-
tion，visualization （Page:62）

Application of Type-2 Fuzzy Sets in Remote Sensing Land-use Clas-
sification by LIU Yanjie
Abstract In the remote sensing land-use classification, the traditional
Boolean classification methods considering only spectral information,
using two logical values as“yes”and“no”to classify images, which will
not achieve to some practical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while there are
many mixed pixels in it. The fuzzy classification method can solve this
problem, which integrated spectral information,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bject and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s, and used fuzzy degree be-
tween [0~1] expressing the ownership of each pixel. Comparing the re-
sults of traditional Boolean method and the fuzzy classification method
though TM image of study area ,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ype-2 fuzzy
sets gave more scientific and different precision results adapted to dif-
ferent users in land-use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fuzzy classification，Land-sat TM，Type-2 fuzzy sets，land-
use classification （Page:65）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Hubei Surveying Records Inquiry
System by XING Guangcheng
Abstract Based on ArcGIS Server-based service platform, using dat-
abase technology and WebGIS technology, we developed and con-
structed Surveying Records Inquiry System of Hubei, which was to sol-
ve the current management of digital files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query
problems.
Key words digital files，ArcGIS Server，WebGIS，network 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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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xtraction of Object-oriented Multi-scale Water Bodies
by SUI Xiuzhen

Abstract In the paper,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Funan country was
taken as study area. Land sat TM is used for the extraction of water bod-
ies. After the analysis of objects, the optimal scale was found for the
segmentation of remotely sensed data and hierarchical objects were
created by using Multi-scale segment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mplicated spectral features of objects in the study area,
knowledge rule set was generated foun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jects
in eCognition.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water bodies extracted by

using the traditional single band techniques and NDWI technique, the
method of rule inferring can achieve high accuracy in the extraction of
water bodies. Moreover,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easier to apply, and
apparent to the user.
Key words rule inferring，K-T transformation，multi-scale segmenta-
tion，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s （Page:72）

Method of Check DEM Creation and Its Accuracy by GENG Aijun
Abstract The method of DEM creation by firstly collecting data from
existing topographic maps with hand tracing digitizer and scanner，and
then by data interpolation was described, and the solution for how to im-
prove DEM accuracy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creation with Arc/Info，accuracy，
checking procedure （Page:76）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Wuhan Dangerous Houses Man-
agement System Based on GIS by ZHENG Juhan
Abstract Wuhan dangerous houses management system is a branch
achievement of the Wuhan digital housing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key constituent part of the Wuhan housing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nthesis service platform. This system adopted many innovational
technologies scientifically, such as GIS technology in dangerous hous-
ing space position, constituting dangerous housing coding and con-
structing the dangerous ho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resource plat-
form, 3D laser scan technology in housing security maintenance and
houses complete lifecycle track management on GIS platform.
Key words dangerous houses, GIS, management system,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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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ometrics Information Plat-
form for E-government by XIAO Chang
Abstract The state government recently puts forward high request to
advance government's informatization especially for e-government.
The more deeply e-government develops, the more obviously it needs
geometrics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ometrics in-
formation platform for Health Department e-government of Hubei Prov-
ince, introducing geometrics information into e-government to enhance
e-government by means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unique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metho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ometrics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e-govern-
ment.
Key words e-government, geometrics information, spati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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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IS Platform in Ningxia Electrical Spatial Data Pro-
cessing and Management by GUAN Kun
Abstract Perfect and accurate power data is the key to establish
power GIS platform.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GPS
power data, raw data must be further edited and tested in order to enter
the GIS database. This paper described a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working procedures of GIS platform technology in Ningxia electrical
spatial data editing and managing. It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al spatial data, the presentation and the editorial program. In ad-
dition,it discussed the service GIS, spatial database, RIA and other ma-
jor technology which involved in the system.
Key words GIS platform，electricity spatial data，service GIS，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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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ally Process of GIS Raster in CAD Based on ArcEngine
by GUO Yige

Abstract GIS and CAD are integrated more and more. Many domestic
researches had been done on integration application between GIS and
CAD but most of them were for the vector data use. For raster data use
research was less.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pipeline integrity engineer-
ing diagram, one automatic method was discussed on how to cut GIS
raster data and inserted it into CAD by program when engineering dia-
gram was generated, which was the substitute of manual operation in
the article. Comparing with manual method, this method is much f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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