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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景一号卫星数据的面向对象方法
在山区水土流失信息提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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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８４）

高景一号是国内首个具备高敏捷、多模式成像能力的商业卫星星座，为探讨高景一号高空间分辨率遥感
数据对特高压山区施工造成水土流失信息提取能力，基于面向对象图像分析方法，通过多次试验确定分
割尺度，对影像光谱特征、指数特征、纹理特征和对象面积特征分析优选，建立研究区水土流失信息提取
规则集，实现对水土流失信息空间分布的准确提取。 为凸显高景一号遥感影像面向对象方法相对于像元
级分类提取水土流失信息更具有优势，利用决策树算法对研究区进行了像元级水土流失信息提取。 结果
表明：面向对象方法提取特高压建设施工引起的水土流失信息精度高，且面向对象方法优于像元级水土
流失信息提取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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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１９８８ 和 １９９８ＴＭ 遥感影像以及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１

水土流失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生态环境问

大似然算法对遥感数据进行分类，并结合景观分析

题之一，在我国表现尤为严重（ 张帆等，２０１５） 。 水
土流失导致土壤表层营养流失、植被破坏、土地退
化、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特高压在山区施
工过程中，由于设备和人员进场施工和施工垃圾倾
倒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使得地形、降水、植被等
自然因素处于不利状态，导致水土流失。

年 ｓｐｏｔ５ 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通过特征优选，利用最
技术对福建省长汀县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河田盆地进
行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景观格局变化分析；为促进
贵州水土保持工作顺利开展，陈起伟等（ ２０１３） 利用
ＡＳＴＥＲ 遥感数据数据，将遥感分类技术于 ＧＩＳ 技术
相结合，实现了贵州山区喀斯特地貌岩溶区水土流
失快速监测，统计出了贵阳市水土流失面积。

随着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提升，需要对施

在水土流失监测方面，中低分辨率遥感影像一

工导致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以达到监管水土流失

般进行像元级分类，而中低分辨率影像往往存在混

治理的目的。 传统的人工调查方法中，人工投入大、

合像元，对水土流失面积监测造成一定程度困扰。

成本高、监督客观性弱。 遥感技术具有宏观性、周期

随着遥感技术发展，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卫星相继发

性、客观性以及量化性特点，目前已在水土流失监测

射成功，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应用人员开始研究

方面广泛应用（ 屈创等，２０１８） 。 周祖煜等（２０１１） 以
ＴＭ 遥感数据和航摄 １ ∶ １ 万 ＤＯＭ 数据为基础，结
合数字化地形图和外业调查数据，建立土壤侵蚀强

度识别模型，确定水土流失的主导因子，实现了浙江
省 ２００９ 年 水 土 流 失 遥 感 监 测； 林 娜 等 （ ２０１３） 以

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在水土流失方面的应用。 高
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信息丰富，基于像元的分类方
法会存在分类精度低、椒盐噪声明显等问题，不适用

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 郭亚鸽等，２０１２；胡荣明等，

２０１２；梁艳，２０１２） 。 面向对象分类方法是利用对象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３０
［ 第一作者简介］ 丁永福，男，１９６２ 年生，高级工程师，从事特高压直流建设管理工作； Ｅ－ｍａｉｌ：ＵＨＶ＿０９１０＠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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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及光谱特征对影像分割，使得同质像元组成
大小不同的对象，分割对象内部的一致性及分割对
象与相邻分割斑块对象间的异质性均达到最大，以
克服传 统 基 于 单 个 像 元 纯 光 谱 分 割 方 法 的 不 足
（ Ｋｉ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Ｔｒｉａｓ －Ｓａｎ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宋晓阳等，

２０１５） 。 高志强等（ ２０１７） 利用 ＧＦ － １ 号融合后的 ２

ｍ 数据，构建面向对象多层次水土流失信息提取模

型，为水土保持监管提供高效、精准的技术支撑；侯
群群（２０１３） 利用 ｓｐｏｔ 影像，对比灰度共生矩阵与彩
色图像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提取方法，根据对比
分析结果对纹理特征进行了优选，采用面向对象方
法对水土流失信息进行了提取。 高景一号的成功发
射为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继 ＧＦ － ２ 号、北京 ２ 号
之后再添新成员，而且空间分辨率更高，查阅相关资
料，目前还没有利用高景一号进行水土流失监测研
究，因此本文利用高景一号遥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
方法对山区无人区特高压施工造成水土流失进行面
积信息提取，为国产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在水土流失
监测方面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和数据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属于昌吉—古泉 ± １１００ ｋＶ 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陕 ２ 段 ３ 标段，位于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秦岭山地，海拔 ８００ ～ ２４００ ｍ，标段沿线山区植被茂
盛，基本无人居住，人工基础设施薄弱，使得特高压
输电工程建设困难，在建设过程中对当地自然生态
也造成了一定破坏，引起水土流失（ 图 １） 。

１．２

数据源
高景一号遥感卫星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号成功

发射，标志着我国打破了商业 ０．５ ｍ 高分辨率遥感
卫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 高景一号全色分辨率 ０．５

ｍ，光谱范围 ４５０ ～ ８９０ ｎｍ，多光谱分辨率为 ２ ｍ，红
波段光谱范围 ４５０ ～ ５２０ ｎｍ，绿波段光谱范围 ５２０ ～

５９０ ｎｍ，蓝波段光谱范围 ６３０ ～ ６９０ ｎｍ，近红外光谱
范围 ７７０ ～ ８９０ ｎｍ。 另外和国内其他高分辨率卫星

图１

陕西渭南市临渭区研究区位置

土流失区域作为面积精度评价数据。

２

面向对象的水土流失信息提取
本文构建了一套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山区无人

区水土流失信息提取方法，技术路线如图 ２。 首先
对高景一号进行预处理，以提高影像分析精度，然后
设置合适的形状指数和紧致度，探索不同尺度分割
下影像的分割效果，以获得最佳分割尺度；在最佳分
割尺度的基础上分析不同地物图斑光谱特征、纹理
特征、面积指数对分类贡献度，并进行特征优选，最
后建立分类规则集，提取水土流失区域。

２．１

数据预处理
高景一号遥感数据预处理主要包括辐射定标、

大气校正、正射校正、图像融合以及研究区裁剪。 首
先，利用 ＥＮＶＩ 软件中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工具对

相比，高景一号具有重访周期短、覆盖范围广的优

多光谱影像做辐射定标处理，然后利用 ＦＬＡＡＳＨ Ａｔ⁃

区无人区水土流失信息提取，结合外业调查，选择部

大气校正，把影像的 ＤＮ 值转化为表观反射率；为了

势。 本文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获取的影像进行山
分数据为属性精度验证样本，并目视解译了部分水
１２９２

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对做过辐射定标后的影像进行
使多光谱影像和全色影像融合后更加清晰，在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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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因子设置为 ０．９，形状因子设置为 ０．１，光滑度设置
为 ０．５，紧致度设置为 ０．５。

多尺度分割尺度阈值设置的大小直接影响分割

效果，分割是将属于同类地物像元分割成同类对象，
达到将属于特高压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地块分离出

来的 目 的。 分 割 尺 度 阈 值 设 置 为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２１０，分割效果如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以看出，随着
分割尺度增大，水土流失地块分割效果先变好，后变
差。 当分割尺度设置为 １６０ 和 １８０ 时，分割尺度太
小，对象间异质性较小，分割较为破碎，水土流失地
块不完整，不利于水土流失信息提取；当分割尺度为

２００ 时，对象内均质性较高，对象间异质性较强，水
图２

技术路线图

土流失地块整体性较强，分割效果最好；当分割尺度
为 ２１０ 时，水土流失地块内存在有其他地类，此时对

光谱影像和全色影像做 ＲＰＣ 正射校正的基础上进

象内均质性和对象间异质性都较低，不能准确提取。

影像进行误差在一个像元内的精准校正；利用 Ｇｒａｍ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Ｐａｎ 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 ＧＳ） 算法对多光谱和全色

土流失信息提取，因此本文设置研究区影像分割尺

行几何精校正，采用实测 ＧＰＳ 点位对多光谱和全色

影像进行融合，ＧＳ 图像融合方法能够对参与融合的
波段进行最佳匹配，相较于其他图像融合方法，避免
了某些波段信息过度集中和全色波段波长范围扩展
引起的光谱响应范围不一致的问题，较好的保持了

根据分割效果分析，当分割尺度为 ２００ 时最适合水
度为 ２００。

２．３

分类特征分析与优选
通过外业调查地类属性空间样本，将外业空间

样本与高景一号影像数据空间叠加，确定影像地类
分为水土流失区域、道路、裸地、水体和植被 ５ 类解

辨率影像融合算法；最后，为了研究方便，提高效率，

译地物。 融合后的高景一号多光谱影像分辨率 ０．５

对研究区进行裁剪。

分析技术不仅可以利用影像光谱特征对影像进行分

空间纹理特征和光谱特征，是目前常用的高空间分

２．２

影像多尺度分割与最优尺度选择
多尺度分割是基于区域生长合并自下而上的分

割算法，在分割过程中相邻相似的像元被合并成一

个不规则的对象（ Ｂａａ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 影响分割效

ｍ，具有丰富的光谱信息和纹理信息，面向对象影像
类，而且可以使得地物纹理信息、形状、结构以及地
物间空间关系等发挥作用（ 白晓燕等，２０１５） ，有助
于对影像信息充分挖掘，为水土流失区域信息提取
保障精度。
分类特征是遥感影像分类的基础。 不同的特征

果的因素不仅有分割尺度，还有颜色因子和形状因

对影像分类贡献度不一样，在实际遥感影像分类过

子。 颜色因子体现了光谱特征的作用，相对于形状

程中，利用的分类特征太多会导致运行效率低下，而

因子更为重要，因此一般颜色因子设置权重较大，然

对分类效果影响较小，因此需要对分类对象特征进

而颜色因子设置过大会导致分割对象整体性不强，

行集中分析，优选参与分类的特征，然后构建分类规

形状因子有助于增强对象完整性，提高分割质量，因

则集进行目标地物提取。 本文建立水土流失区域、

此形状因子不可忽略。 形状因子包括紧致度和光滑
度，其中紧致度用来区分紧凑目标和非紧凑目标，光
滑度用来优化影像平滑效果。 面向对象分割颜色因
子和形状因子参数没有客观固定的设置，需要依据
实际影像、地物以及目的，结合经验和多次试验的方
法，确定选择具体参数。 本文通过多次试验，确定颜

道路、裸地、水体和植被 ５ 类解译地物对象的光谱特
征、指数特征、纹理特征，光谱特征包括的红、绿、蓝
和近红外均值特征；指数特征包括的归一化植被指
数（ ＮＤＶＩ） 和归一化水体指数（ ＮＤＷＩ） ；纹理特征包
括均质性、对比度、差异性、嫡、角二矩阵、均值、标准
差和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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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一号不同分割尺度效果图

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是植被信息提取中最

利用 ＮＤＷＩ 排除水体对施工水土流失信息提取干

知，植被 ＮＤＶＩ 特征均值为 ０．６９，其他地类 ＮＤＶＩ 特

工水土流失区域，可将亮度作为区分水土流失区域

常用的指数之一（ Ｒｏｕｓ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４） ，由表 １ 分析可
征均值均小于植被，与施工水土流失 ＮＤＶＩ 特征均
值差值为 ０．３６，该差值甚至高于施工水土流失 ＮＤＶＩ

特征均值，因此利用 ＮＤＶＩ 排除植被对施工水土流
失信息提取干扰。 归一化水体指数（ ＮＤＷＩ） 在水体
提取方面应用广泛（ 李辉霞等，２００６） 。 ＮＤＷＩ 特征
均值为 ０．３８，其他地类 ＮＤＷＩ 均值均小于 ０，则可以
１２９４

扰。 由于道路和部分裸地亮度特征均值一般高于施
与道路和部分裸地的一项指标，施工水土流失与道
路、裸地光谱值在光谱特征范围有重叠，单靠光谱特
征不足于有效提取出施工水土流失区域，需要利用
纹理特征和面积特征。 分析施工水土流失与道路、
裸地蓝、绿、红以及近红外 ４ 个基础波段差值可知，
红波段在施工水土流失与道路和裸地区分度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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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因此利用红波段生成纹理特征。 分析表中各
纹理特征可知，施工水土流失与道路均质性差别明
显，因此均质性可以作为施工水土流失与道路区分
的纹理特征，则利用均质性和亮度特征可以有效区
分道路；面积较大的裸地一般亮度较高，相较于面积
较小的裸地，施工水土流失地块更大，且地块大小区
分明显，则可以利用面积大小排除小块裸地。
表１

系数、 生 产 精 度、 用 户 精 度、 错 分 误 差 和 漏 分 误 差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 面积精度评价公式为：
æ Ｓｔ － Ｓｒ ö
Ｅ Ｓ ＝ １ － ＡＢＳ ç
÷
è Ｓｒ ø
式中，Ｅ Ｓ 表示面积精度，ＡＢＳ（ ） 为绝对值函数，
Ｓ ｒ 表示人工提取实际水土流失面积，Ｓ ｔ 表示遥感提
取水土流失面积。

地类对象分类特征统计
特征均值

特征

施工水

道路

裸地

植被

水体

５１６．４４

６２８．４８

４８８．７４

４０３．６５

３６８．６８

６４５．７４

８９５．４４

４９８．１８

３３１．３３

２５１．４７

８９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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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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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信息提取规则

结果与分析
施工水土流失信息提取结果
本文利用光谱特征、指数特征、纹理特征和面积

１２６．７

特征创建规则集，实现了研究区施工水土流失区域

０．９７

流失区域信息提取方面，面向对象提取方法相对于

４２．１６

信息提取。 为了凸显利用高空间分辨率在施工水土
基于像元提取方法更有优势，将光谱特征、指数特征
和纹理特征阈值设置相同参数，利用决策树算法对

水土流失信息提取与精度验证
根据地类特征分析与特征优选，本文选择 ＮＤ⁃

ＶＩ、ＮＤＷＩ、亮度、均质性和面积特征组成水土流失信
息对象提取的关键特征，经过多次试验，设置合适的

特征阈值，创建规则集，实现水土流失信息的提取。
首先利用 ＮＤＶＩ 区分开植被和非植被，然后在非植
被对象中区分开水体和非水体，非水体包括水土流
失区域、道路和裸地，通过亮度和均质性将道路和部
分裸地排除，最后利用面积特征排除面积较小的裸

地，提取出施工水土流失信息，具体规则如图 ４。 为
了对水土流失信息提取做定量评价，本文利用混淆
矩阵和面积精度评价指标分别进行属性和面积精度
评价。 混淆矩阵的评价指标包括总体精度、 Ｋａｐｐａ

研究区施工水土流失区域信息提取，与面向对象提
取结果形成对比。 提取结果如图 ５ 所示，红色区域
内表示提取施工引起的水土流失范围。

３．２

精度分析
外业调查的地类验证样本共计有 ５８ 个均匀分

布于研究区，其中施工水土流失 ３３ 个，道路 ７ 个，裸
地 ９ 个，水体 ３ 个，植被 ６ 个，由于本文的提取目标
是施工导致的水土流失信息，而且道路与裸地容易
与施工水土流失区域混淆，水体和植被不易与施工
水土流失区域混淆，因此将道路和裸地作为一类处
理，将水体与植被作为一类处理。 对分类结果属性
精度运用混淆矩阵进行精度评价（ 表 ２） ，面向对象

１２９５

矿

图５

表２

产

表３

施工水土流失提取精度分析

水土流失
道路与裸地
水体与植被
总计

总计

水土

道路

水体

流失

与裸地

与植被

３０

３

０

３３

０

９

９

２

１４

３２

１７

０

漏分误差 ／ ％

６．２５

总体精度 ／ ％

９１．３８

生产者精度／ ％ ９３．７５
Ｋａｐｐａ 系数

编号

１７．６５
８２．３５

０
９

１６

错分

用户

误差 ／ ％ 精度 ／ ％
９．０９

９０．９１

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９

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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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结果局部对比图

分类类别
实测类别

勘

８７．５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５

Ｎ１
Ｎ３

面向对象提取面积 ／ ｍ２

面积精度 ／ ％

２１３０．４５

１８０８．３６

８４．８８

１５０１．９８

Ｎ４

２０４３．５７

Ｎ５

３０１８．３１

Ｎ６

４１２４．３６

Ｎ７

３８７５．３６

Ｎ８
Ｎ９

实测面积 ／ ｍ２
１８７９．８４

Ｎ２

２９０６．２３

Ｎ１０

１９５６．３２
３５４８．１４

平均面积精度

方法总体精度为 ９１．３８％，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 ８５，施工
水土流失提取用户精度为 ９０．９１％，生产精度为 ９３．

施工水土流失面积提取精度
１５８８．５６
１７５３．５６

８３．２５

２３４５．９６

８５．２０

３４０６．２３

８７．１５

３７０６．６１

８９．８７

４１９２．６４

９１．８１

２６０３．３６

８９．５８

１６１５．３６
３９５６．１４

８４．５１

８２．５７
８６．７３

８８．５０

影响施工水土流失信息提取主要是道路和裸

７５％。 从正确提取的水土流失区域部分，随机选择 １０

地。 小部分道路由于山体或者树木阴影的影响，在

面积提取精度为 ８６．７３％，具体统计计算表如表 ３。

工水土流失区域少量被误分为道路，另外一些裸地

处进行外业实测，通过面积精度评价公式计算出平均
１２９６

亮度和均质性以及施工水土流失过于接近，导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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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工水土流失区域边缘相接，导致这些裸地被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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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施工水土流失。 虽然存在一定错分漏分现象，
总体施工水土流失属性信息提取精度较高，面积精
度较高。

提取方法
面向对象

施工水土流失提取精度对比
用户精度 ／ ％

生产者精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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