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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精确地提取水体, 首先对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 SAR)图像中农村民房的成像机理进行了分析, 接着通

过图像纹理检测方法和基于知识的建筑物阴影表达去除了建筑物阴影, 最后精确地提取出 SAR 图像中的水体, 说

明对高分辨率 SAR 图像进行信息检测时, 传统方法和基于成像机理的知识表达方法能够精确地实现水体目标检测,

从而可以进一步对水体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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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遥感方法可以进行水文调查、水质监测等研究与应用, 从而分析流域的环境变化, 但是这些研究的首

要前提是获取水体信息, 水体检测成为遥感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合成孔径雷达(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 是一种微波遥感系统, SAR获取的图像是一种侧视的、全天候、全天时的主动微波遥感图像。高分辨率

的SAR图像由于分辨率高, 能够发现小的水体, 提取这些水体后, 能够对地形、降水、水产养殖等进一步分

析评估。

传统方法能够实现中低分辨率遥感图像的水体检测, 例如根据水体与其它地物光谱特征的差别对光学图像

进行水体检测
[ 1~ 3]

, 根据 SAR图像的水体成像特征进行水体检测
[ 4, 5]

, 但是因为 SAR侧视成像, 根据象素灰度

值很难将地物阴影和水体分开, 因此一些学者采用 DEM 来模拟雷达图像, 从中获取山体的阴影, 将水体和山

体阴影分开, 实现水体的检测[ 6] , 也可以对光学图像和 SAR图像融合来提取水体[ 7]。但是高分辨率 SAR图像

不同于中低分辨率 SAR图像, 它是一种最新出现的遥感图像, 这种高分辨率图像上, 小目标往往以纯象元形

式存在, 能够反映小目标的散射特征、位置特征和结构特征等复杂信息。

基于知识的目标检测是根据目标成像机理、拓扑关系、几何形状与结构信息、目标的纹理特征等进行检

测。由于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是一种复杂多变的图像, 仅仅使用一种知识来精确地提取目标比较困难, 多种方法

的结合, 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够更加精确地提取目标。为了更精确地提取水体, 本文使用了阈值法、小波纹理法

并结合建筑物的 SAR成像知识对水体进行了检测。阈值法能够提取水体与阴影, 小波纹理方法与建筑物的知

识表达方法能够去掉 SAR图像中建筑物的阴影, 最后实现高分辨率 SAR图像的水体检测。

1 研究方法

1 1 小波纹理分析方法

将小波多尺度分析理论应用于图像纹理分析, 比较经典的有Turner等于1986年提出的基于Gabor 滤波器的

纹理分类方法[ 8] , Chang 等于 1993年提出的基于小波包的树结构纹理分类方法[ 9] , User 于 1995年提出的基于

小波框架的纹理分类方法
[ 10]
。小波进行纹理分析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 目标能够使用小波系数的各种纹理测

度来表征。其有多种纹理测度: 范数、熵、方差等等, 本文使用小波系数的范数来表征纹理, 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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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i 表示范数; M、N 表示计算纹理的小窗口大小; k 为象素值的幂。通常选择 k 为 2计算纹理的范数,

也称作纹理的能量。

1 2 SAR图像中建筑物的特征与机理分析

(1) 建筑物的叠掩与阴影效应 在高分辨率 SAR 图像上, 雷达波束的俯角与目标的坡度角之和大于 90

时, 会发生叠掩效应, 背坡坡度大于雷达波束的俯角时, 会发生阴影, 因此垂直地面的建筑物必然产生叠掩和

阴影。

平坦地区或者起伏很小的地区按照雷达成像的几何关系能够对单张 SAR图像进行平面测量。雷达图像分

两种: 地距图像和斜距图像, 可以直接在地距图像上量测, 而对于斜距图像, 则需要将斜距图像转换成地距图

像[ 11]。使用单幅 SAR图像, 对地形比较简单、目标几乎是朗伯体条件下, 根据后向散射系数建立公式, 能够

较好的反演三维地形[ 12]
, 而建筑物成 90垂直地面, 其叠掩、角反射等知识表达简单、准确。

由于雷达侧视成像的特点, 图像上必然产生失真, 成像点处在不同的地面高度时也会发生失真, 图 1为

SAR的建筑物成像示意图, 设 A 点为天线, 其高度为 H , DE 为一个高度为h 的物体, 为D 点的入射角,

+ 为E 点的入射角, AD为R, 表示 D 点的斜距, 根据SAR成像原理, 物体 ED 的斜距大小为PQ, 其地距大

小为 CD , 表达式为

PQ = EN = R - AE = OD
2
+ H

2
- OD

2
+ (H - h)

2
(2)

因为 h 相对于H 差距很大时, 可以使用 EM 来近似代替EN, 也就是

PQ  EM = hcos( + ) (3)

又因为 h 相对于H 差距很大时, 非常小, 所以 PQ 可以近似表达为

PQ  hcos( ) = EDcos( ) (4)

这就是发生叠掩时, E 点在斜距上发生的位移, 也就是高度失真位移。

雷达图像是测量斜距的, 但是一张测绘地面的图像必须用地面距离来表示, 为了使用地距真实地表示目标

位移的变化, 设 YT 表示地距图像上的距离, y 表示实际的地面距离, 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常数比例关系 aT , 所

以有下面的公式:

YT = aT y (5)

因为信号时延实际上与斜距成比例, 可以写成

YT = aT y = a!( R - H ) (6)

式中 a!为斜距与地距位移之间的可变比例因子,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下式:

a! =
aT y

R - H
= aT

R+ H
R- H

(7)

联立式(4)、式(7)可得出地距条件下具有一定高度的物体像点位移:

 YT = a! R = aT
R + H
R - H

h cos (8)

根据式(8)就可以计算在地距图像上具有一定高度 h 的目标的顶端的像点位移, 即物体在图像上的叠掩。

同样, 根据图 1可以计算在地距情况下具有高度为 h 的目标的阴影:

 ST = aT h tg (9)

(2) 尖顶建筑物屋顶单次反射效应 由于建筑物屋顶面近乎垂直于雷达波束, 照射到此平面的雷达波束被

反射回去, 雷达获得很强的后项散射, 图像上表现为高的亮度值, 理论上可以形成一条平行于方位向的亮线。

(3) 建筑物的角反射效应 正对着雷达波束, 且存在二面角的目标使得雷达波束经过几次反射后又反射回

传感器, 形成了高的后向散射。由于 SAR传感器距离地面很远, 可以认为角反射器的入射波与反射波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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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角反射示意图, 根据其反射回波的几何关系, 可知二面角角反射器不同部位的入射波被反射回去时所经

过的路程时相等, 所以一个角反射在图像上也表现为一条平行于方位向的亮线。

(4) 高分辨率 SAR图像的民房特征分析 农村建筑大多是尖顶, 如图 3所示。当尖顶面与雷达波束垂直或

近似垂直时, 其形成单面反射效应
[ 13]

, 其距离传感器最近, 所以其回波最先到达传感器并被记录。地面以及垂

图 1 SAR图像的叠掩和阴影

Fig 1 Layerover and shadow in the SAR image

图 2 SAR图像的二面角反射

Fig 2 Corner reflect of the SAR image

图 3 民房的雷达散射

Fig 3 Radar scatter of the building

图 4 建筑物的光学图像和 SAR图像

Fig 4 Optical and the SAR images of the building

直地面的墙面被照射后, 它们的回波被传感器接收, 形成叠

掩效应, 这一部分回波在时间上晚于房屋屋顶回波, 其亮度

比周围环境要亮, 但比单反射效应和角反射效应的回波亮度

弱。房屋垂直于地面, 若垂直面与传感器飞行方向平行, 或

夹角小于 10 ~ 15 的近平行, 则形成的后项散射极强[ 14]
, 角

反射回波经过的路程最长, 到达传感器的时间最晚, 最后形

成一条亮线。这样屋顶的单次反射、建筑物的叠掩和建筑物

的角反射形成了建筑物阴影之前的一个亮斑。图 4是三个尖

顶高楼相应的光学图像和 SAR图像, 从中可以看出以上分析

的正确性。

2 高分辨率 SAR图像的水体检测与分析

2 1 高分辨率SAR图像及分析

本文试验数据来源于淮河洪水监测数据, 获取时间为 2003年 7月, 测试区域为安徽省阜阳市正阳关。数

据为 Ku 波段HH 极化 SAR图像, SAR由东向西左侧视成像, 高度为 5 000 m, 最近斜距为 12 000 m, 每个条带

入射角为 65 ~ 67 , 方位向和距离向分辨率分别为2 25 m和2 2 m, 重采样后图像的距离和方位分辨率均为 1 5

m, 图 5为图像经过Kuan滤波后一个条带中间部分的一块 512 ∀ 512大小的数据:

试验数据中黑白相间、纹理粗糙的地方为村庄, 它是民房角反射和阴影等形成的特征纹理, 村庄中建筑物

的阴影、叠掩、角反射等多表现为不规则特点, 而在村庄外部的房屋阴影、叠掩、角反射等表现的很规则。除

民房的阴影表现为黑斑外, 规则的鱼塘、小水坑与低洼水地形成黑斑。分析图像可知, 水体检测时, 建筑物的

阴影是水体提取的主要干扰因素。

2 2 高分辨率SAR图像的纹理分类

根据以上分析, 水体检测的主要干扰因素来自于房屋阴影, 为了将水体和阴影分开, 考虑到阴影和建筑物

的角反射所形成的纹理同水体的纹理不同, 所以尝试采用纹理方法将建筑物的阴影去除。进行纹理分类时, 分

三类纹理: 水体纹理、村庄纹理、其它类别纹理。采用小波多尺度纹理特征分类方法, 将图像分解两层得到 8

个小波系数, 纹理特征采用 15 ∀ 15的能量计算窗口来计算。采用 BP 神经网络方法实现纹理分类, 结果如图 6

所示, 纹理分类图像能够较好地检测出村庄和水体, 但是由于采用平滑小窗口来计算纹理等原因, 在类别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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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误分情况, 对比图 6和图 5, 就可以发现: 村庄边缘的建筑物阴影被分成了水体类别, 水体类别边缘误差

较大。但是可以借助纹理来识别村庄内部不规则阴影的特点, 对村庄内部房屋阴影进行检测。

图6 SAR图像纹理分类图

Fig 6 Textur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AR image

图 5 Ku Band SAR滤波图像

Fig 5 Filtered Ku Band SAR image

2 3 基于SAR成像知识的阴影检测

民房建筑物通常是南北向的, 与本文采用的 SAR方位向平行, 可以根据成像原理实现建筑物阴影的检测。

但是农村建筑物的形状、大小、结构、排列方式、布局等复杂多变, 不可能遵循一定的规则, 并且相互之间遮

掩干扰, 这就为高分辨率 SAR图像中去除阴影的水体检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村边的民房由于排列规则、

稀疏, 能分辨出单次反射、叠掩、角反射组成的亮斑和建筑物阴影, 这些建筑可以通过其成像原理检测出来。

基于成像知识的建筑物阴影检测时, 做了如下假设:

(1) 建筑物为南北向, 平行于传感器飞行方向;

(2) 建筑物为尖顶房屋, 屋顶倾斜角度为 40 , 房屋高度为 4 5 m, 其中屋顶的高度为 1 5 m;

(3) 由于试验数据是从多个条带 SAR图像镶嵌图上截取得到的, 并经过了几何校正, 这样建筑物阴影和

叠掩计算时, 每个点的入射角就难以确定, 可是每个条带的入射角介于 65 ~ 67之间, 我们的数据选取位于其

中一个条带的中间位置, 可以假设各个象素点的平均入射角为 66 , 这不会影响结果。

根据式(8)以及上面的假设, 计算房屋叠掩约为 1个象素(公式计算为 1 83 m) , 建筑物角反射为一个象素宽度,

屋顶单次反射为一个象素宽度, 由于成像重采样等原因, 一个民房建筑物在SAR图像上表现为平均约 3个象素宽

的亮线。根据式(9)以及上面的假设, 计算得到建筑物阴影在距离向平均约为 7个象素宽(公式计算为 10 1 m)。在

量测SAR图像上某一目标的长度时, 要注意光电尺寸的补偿, 所以在测量长度时, 对亮斑减去一个分辩单元的长

度, 对于无回波目标或阴影的长度计算则正好相反, 须加上一个分辩单元的长度
[ 11]
。因此根据光电补偿并考虑到

建筑物大小的变化以及成像时的多种干扰因素, 在进行建筑物阴影检测时, 设定一个黑斑的平均宽度大于 9 5个

象素时就不是房屋阴影; 同样考虑到上述原因, 认为一个黑斑相对应的白斑的平均宽度如果小于 2 5个象素或大

于5个象素时, 就认为这个白斑对应的黑斑不是房屋阴影, 而是水体。通过以上的判断, 对建筑物阴影进行了检

测并在图像黑斑中去除了检测到的建筑物阴影。图 7为使用阈值法检测到的包括水体和建筑物阴影的所有黑斑,

共有黑斑 180块, 图8为根据建筑物成像特征去除检测到的建筑物阴影后所剩的黑斑, 因为检测到建筑物阴影共

64块, 所以图 8有116块黑斑。对比图 7和图 8, 可以发现村庄内部一部分建筑物阴影被去除, 但是仍然有相当

一部分没有被去除, 这是因为村庄中的建筑物排列密集, 特征比较复杂, 难以用简单的公式表达。但是从图 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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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村庄边缘的建筑物阴影大都被去除, 这是因为村边的房屋稀疏, 并且排列规则。

图 8 去除部分建筑物阴影后所剩黑斑

Fig 8 Black spots in the SAR image after removing some shadows

of buildings

图 7 图像中的所有黑斑

Fig 7 All black spots in the SAR image

2 4 结合纹理与建筑物成像知识的水体提取

图 9 基于知识与纹理的水体检测结果图

Fig 9 Water obtained by knowledge and texture methods

由2 2节看出: 使用纹理方法能够比较正确的识别村

庄, 但是村庄边缘的建筑物阴影往往会被误分为水体。由

2 3节看出: 村庄边缘的建筑物能够被正确的识别, 这些

建筑物的阴影可以被提取出来, 但是村庄内部的大部分建

筑物阴影不能被提取出来。这样就可以结合 2 2节的纹理

分类和2 3节的基于建筑物成像知识的阴影检测的各自优

点来实现水体中建筑物阴影的剔除。根据纹理分类的原

理, 可以假设一个黑斑中有大部分包含在村庄类纹理中,

就认为它是建筑物阴影, 否则认为它是水体, 根据这种判

断, 结合图6对图8进行了去除阴影的操作, 并在操作结

果中去除了小于 4个象素黑斑的后处理操作, 最终得到水

体检测结果, 如图 9所示。图 9 共检测出 18块水体, 对

比图 9和图 5, 可以发现本文方法能够检测到所有的水

体, 同时也发现由于建筑物的复杂性, 存在一定的虚警,

如图 9中圆圈圈定的黑斑就是建筑物阴影, 这是由于此阴

影所对应的叠掩与角反射形成的白斑的平均宽度小于了 2 5, 所以其被误分成水体。总之, 采用纹理和成像知

识能够去除民房的阴影, 精确的提取水体, 满足了水体提取的要求, 是一种实用的高分辨率 SAR图像去除建

筑物阴影的水体检测方法。

3 结 论

高分辨率 SAR图像具有很高的分辨率, 能够清晰显示目标的结构信息, 同一目标各个部分的象素值具有

很大的差异, 比中低分辨率 SAR图像复杂得多, 采用传统的纹理方法很难精确地进行对象的检测, 也正是因

为SAR图像的复杂性, 基于知识规则的图像信息表达也很难精确的描述对象。本文采用传统的纹理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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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于成像知识的目标表达方法相结合, 发挥各自的优点, 弥补对方的缺点, 去除了农村建筑物阴影对水体检

测的干扰, 实现了高分辨率 SAR图像中水体的精确检测, 从而可以进行水体的相关分析和研究。通过本文的

研究, 也说明了知识与传统信息检测方法相结合是高分辨率遥感图像信息检测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周成虎, 杜云艳, 骆剑承 基于知识的AVHRR影像的水体自动识别方法与模型研究[ J] 自然灾害学报, 1996, 8: 100- 106

[ 2] 陆家驹, 李士鸿 TM资料水体识别技术的改进[ J] 环境遥感, 1992, 2: 17- 22

[ 3] 赵书河, 冯学智, 都金康 中巴资源一号卫星水体信息提取方法研究[ J] 南京大学学报, 2003( 1) : 106- 110

[ 4] Douglas E Alsdorf, Laurence C John, Amazon M M. Floodplain water level changes measured with interferometric SIR C radar [ J]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2001, 2: 432- 436

[ 5] Nick Van De Giesen Characterisation of west african shallow flood plains with L and C Band radar[ J] Remote Sensing and Hydrology, 2001,

4: 365- 374

[ 6] 杨存建, 魏一鸣, 陈德清 星载雷达的洪水灾害淹没范围获取方法探讨[ J] 自然灾害学报, 1998, 8: 45- 49

[ 7] 杨存建, 周成虎 利用 RADARSAT SWT SAR 和TM的互补信息确定洪水水体范围[ J] 自然灾害学报, 2001, 5: 79- 83

[ 8] Turner M R Texture discrimination by gabor functions[ J] Biological Cybernetics, 1986, 55: 71- 82

[ 9] Chang Tianhorng, C C Jay Kuo Texture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with Tree structured Wavelet Transform[ J]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1993, 2: 429- 441

[ 10] User Michael Texture classification and segmentation using wavelet Wavelet Frames[ J] IEEE Transaction on Image Processing, 1995, 4: 1

549- 1 560

[ 11] 舒 宁 微波遥感原理[M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192

[ 12] Sophie Paquerault, Henri Martre, Jean Marie Nicolas Radarclinometry for ERS 1 Data Mapping[ J] IGARSS, 1996: 503- 505

[ 13] 郭华东 雷达对地观测理论与应用[M ]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827

Water detection with high resolution SAR image based on

texture and imaging knowledge

ZHU Jun jie1, GUO Hua dong2, FAN Xiang tao2, DING Chi biao1, LI Li gang1, LI Yu long3

(1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 ing 10008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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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tract water accurately, we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 ics and the imaging mechanism of the country build

ings in the synthetic aperture rader ( SAR) images, and find that the water detection is interfered by the shadow of the build

ings Therefore, the water is accurately extracted from the high resolution SAR image after getting rid of the building shadows

by the texture method and the knowledge based building 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t can more accurately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the high resolution SAR images with the tradit ional methods, combining with the knowledge based methods

After extract ing water we can analyze the correlative information farther

Key words: texture; wavelet; high resolution; synthetic aperture rader; imaging knowledge; water dete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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