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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光谱遥感影像的巫峡滑坡灾害识别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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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峡库区地质结构复杂，尤其是巫峡高陡岸坡发育区域历来是滑坡灾害高发区，对三峡库区的安全运行构成威胁。为

了厘清巫峡高陡峡谷区滑坡灾害发育的高精度多光谱遥感影像特征，本研究以高精度遥感影像资料为基础，以巫峡高陡峡

谷区为研究对象，应用面对对象的分类方法对研究区的高精遥感影像进行分割和分类结合多尺度分割和ESP(Estimation of

Scale Parameter)工具确定最优分割尺度，选取典型的滑坡对象样本进行最近邻分类，探索基于高精度多光谱遥感影像的高陡

峡谷区滑坡灾害识别技术方法。经试验得出高陡峡谷区基于高精度多光谱遥感影像的滑坡灾害识别的最优分割尺度为

720，形状因子和紧致度为0．5，在分割基础上，进行分类和滑坡信息提取。通过对比已有滑坡灾害资料，基于遥感影像自动识

别滑坡灾害技术得到的研究区滑坡灾害分布结果总体精度达到了0．8696。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高精度的遥感影像自动识别

滑坡灾害技术方法能够较好地进行分割与滑坡识别。精度评价的结果比较符合实际。研究结果为巫峡高陡峡谷区滑坡灾害

的识别、调查、预测和防治提供依据，对三峡库区滑坡灾害的早期识别和防灾减灾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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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cause of its complicated geological stmcture，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has always been a

region with high incidence oflandslide hazards，especially the Wu Go唱e high steep bank slope tract，which

poses a threat to the safe opem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nroir．In order to cla“fy the wu Gorge based on

high res01ution multispectral remote sensing image the landslid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and steep

canyon area，this study is based on high precision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to Wu Gorge high and steep

canyon area as the reseaI．ch object，apply to face object classification in the study area and high precision re—

mote sensing image segmen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combined with multi—scale segmentation and ESP(Esti—
mation of Scale Parameter)tool to dete瑚ine the optimal segmentation scale，selection of typical landslide ob—

ject nearest neighbor classmcation samples，thus set based on high res01ution multispectral 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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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of high and steep canyon area landslide recognition method．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tlle optimal

segmentation scale“laIldslide disaster identification b弱ed on high precision muhi—spectral remote sensing

image in high and steep c锄yon area is 720，sh印e factor锄d compactness are 0．5，so the distribution ch册

acteristics of landslide disaster in high and steep canyon area are obtained．On this basis，by c伽paring the

existing l锄dslide disaster data，the coincidence degree is better．At the same time，the accumcy of l锄dslide

disaster identification was eValuated in the study area．In general，the ovemU accuracy of l跏dslide dis鼬ter

distribution results in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the technolog)，of锄tomatic l锄dslide disaster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 reached 0．8696．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based on high precision re-

mote sensing image can segment舳d identi每landslide disaster better and f如ter．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investigation，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of landslide h北ards in the Wu

Gorge higll and steep canyon area，卸d are of great sigIli6cance for the eady identification and disaster pre·

vention and reduction of landslide h北ard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n，oir area．

1【ey words：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high and steep canyon area；Wu gorge；landslide；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三峡库区地质结构复杂，尤其是巫峡等高陡岸

坡发育区历来是滑坡等灾害高发区域。对三峡库区

的安全运行造成威胁。伴随着传感器的发展，遥感

正在蓬勃发展期，经历着技术不断完善、能力不断

增强、应用领域不断扩大的发展过程【Ⅷ。遥感优势

在于能够频繁持久地提供地表的面状信息，具有宏

观、动态、精确地监测地表环境的变化的特点，能够

与区域地质灾害很好的结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在滑坡遥感解译方面。近年来很多研究人员做

了大量研究工作。如鲁学军等提出滑坡高分辨率遥

感多维解译方法13J．丁辉对黄土高原地区进行基于

遥感技术滑坡灾害区划研究M。冯杭建提出了隐性

滑坡遥感解译技术方法并对我国东南地区浅层滑

坡进行识别同。张雅莉将遥感技术应用于古滑坡的

识别同，宿方睿提出滑坡遥感信息量判别(GVI)模

型，区分古滑坡和新生滑坡嘲；许石罗利用数据驱动

的机器学习方法，建立了单个滑坡体和区域范围的

滑坡灾害空间预测模型19l。由于滑坡在各个地区的

形态特征不同，目前还缺少三峡高陡峡谷区滑坡灾

害的遥感解译实验，而且解译效率和识别精度有待

加强。

为此。本文针对三峡高陡峡谷区的滑坡．进行

遥感解译实验。将多尺度分割实验和ESP工具结合

应用到研究区滑坡的解译工作，快速准确的对滑坡

对象分割、分类。并用已有资料验证准确性．提取到

研究区滑坡的特征信息。为三峡高陡峡谷区滑坡灾

害的识别、调查、防治和预测提供依据。

1研究区概况与遥感数据

1．1研究区概况

三峡库区斜坡地形地貌特征有明显的差异性．

可以清楚的划分为高陡峡谷区和平缓宽谷区。相对

高差大于500 m且平均坡角≥450的岸坡可归为高

陡岸坡【肛¨l。高陡岸坡在三峡库区巫峡局部库岸段

广泛发育，该库岸段长42 km，库岸段内河谷狭窄。

岸坡陡峭，属于中低峡谷地貌。发育有横石溪、神女

溪、抱龙河、鳊鱼溪、链子溪几条大的次级支流。因

受三峡库区水库调水的影响．河面宽度呈周期性变

化。两岸岸坡坡度多为400一600，局部达到750以

上。巫峡岸坡结构为斜向、横向结构。构造上该段主

要由巫山向斜、横石溪背斜、神女溪一官渡口向斜构

成，出露地层主要以三叠系灰岩、白云岩为主。植被

在巫峡两岸岸坡发育较好。

滑坡是巫峡段岸坡失稳主要地质灾害之一．主

要受降雨和库水位波动影响。如红岩子滑坡和龚家

坊不稳定斜坡等(图1)。

1．2遥感数据

研究实验采用的遥感影像数据为高景卫星影

像，两景遥感影像的成像时间分别为2018年7月

24日和8月14日(图2)，具有全色波段和四个标

准多光谱波段：蓝色、绿色、红色和近红外波段(红

波段的波长范围为450～520 nm．绿波段的波长范

围为520～590 nm。蓝波段的波长范围为63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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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研究区地理位置

F嘻1 Geo铲aphicallocation oflhe study area

690 nm，近红外的波长范围为770—890 nm)，全色

分辨率为O．5 m，多光谱分辨率为2 m，具有丰富的

光谱信息和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2研究方法

区域滑坡灾害遥感解译与识别的过程主要包

括影像预处理、解译标志的建立、影像分割、影像分

类和精度评价五个部分。本研究的影像预处理在

ENVI软件中进行，影像的分割、分类和精度评价在

eCogniton软件中进行完成。具体的基于高陡峡谷

区滑坡灾害遥感解译与识别的过程如}一，所示。

2．1遥感影像预处理

遥感成像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像，使得遥感

图2多光谱和全色影像数据

Fig．2 Mul“一spectraI and panchmnlatic inlage

图3高陡峡谷区滑坡灾害遥感识别过程

Fig．3 Renlote sensing identifi(’afion pro(’ess of landslide

disaster in high—steep canyon area

影像存在一定的几何变形和辐射变化等现象，不利

于遥感影像的分析，所以遥感影像的预处理是对影

像进行分析前非常重要的工作。影像预处理的过程

主要包括正射校正、几何配准、影像镶嵌、影像融合

和影像裁剪。由于研究区为高陡峡谷区且超出单幅

遥感图像所覆盖的范围，所以对图像预处理工作

精度要求很高，利用遥感专业软件ENVI和辅助

DEM资料进行影像预处理得到实验影像』 、。

2．2解译标志的建立

滑坡遥感识别是基于遥感图像，利用人机交互

和目视解译方式来获取滑坡相关信息的技术方法，

其原理是基于滑坡体与其背景地质体之间存在的

色调、形状、阴影、纹理及图形的差异，在遥感图像

上显示为特定的色调、纹理及几何形态组合，被称

为滑坡识别的直接解译标志 。

巫峡为典型的高陡峡谷区，高差较大，附近

有少量居民聚集，植被覆盖率高。根据野外实地

调查资料，选取较典型滑坡，进行解译标志的建

立．然后根据遥感影像，归纳高陡峡谷区滑坡遥

感特征。

通过对比野外调查资料，选取了典型滑坡分析

其发育特征、卜，，。滑坡多数都为涉水滑坡，沿江

两岸分布，最终确定研究区的滑坡灾害解译标志为

光谱特征和形状特征。光谱特征主要表现为：滑坡

体表面植被较发育．同时零星分布小型崩塌或人类

建筑：滑坡底部为三峡库区消落带(145～175 m库

岸岸坡)，无植被发育。根据滑坡两侧明显的冲沟可

以看出滑坡发育的形状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倒U

型、倒V型、簸箕状。滑坡体表面的小型崩塌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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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预处理后实验影像

Fig．4 Preprocessed experimental images

图5巫峡典型滑坡地貌特征及其边界

F暗5 Geomorphologic features and boundary offypicallandslide in wuxia go唱e

类建筑与植被的光谱信息有差异，会造成一定的干

扰，边界冲沟使得形状特征较为明显。

2．3影像多尺度分割

滑坡在遥感影像上是一个个影像对象，其分类

利用对象的光谱特征和几何特征，所以滑坡遥感解

译采用面向对象影像的分类思想。面向对象影像分

类主要分成两部分：影像对象构建和对象的分类。

滑坡影像的构建采用e—Cogniton软件中的多

尺度分割算法对研究区影像进行分割处理实验。进

行分割实验之前，可进行影像的波段组合，可以综

合选取各波段的特点提高地物的可判读性，使判读

结果更为科学合理。本次采用的波段组合(R、G、B)

为3、2、1，用近红外波段对绿波段做增强． 。

多尺度分割算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

合并相邻的像素或小的分割对象，在保证对象与对

象之问平均异质性最小、对象内部像元之间同质性

最大的前提下，基于区域合并技术实现影像分割 。

在多尺度分割算法中需要考虑影响影像异质性的

两种因子即光谱因子和形状因子，而形状因子又包

括光滑度异质性与紧致度异质性两个因子。由于多

尺度分割算法耗费的时间较长，所以选取研究区滑

坡代表区域。为了确定分割尺度(Scale)、形状因子

万方数据



42 华南地质与矿产 2020年

图6波段组合影像

Fig．6 Band composite image

(Shape)和紧致度因子(Compactness)三种参数对分

割结果的影响，采用简单比较法分别控制尺度因子

(一组)、形状因子(二组)和紧致度因子(三组)改

变，其他因素不变，在滑坡代表区域进行多尺度分

割实验 二 、

。

通过尺度分割实验发现适宜滑坡的分割尺度

范围在650～950，形状因子和紧致度都为0．5。为

了在保证滑坡对象同质性较大的情况下，确定最优

分割尺度，借用ESP(Estimation of Scale Parameter)

』辽度评价工具：。1～，该工具通过计算不同分割尺度

参数下影像对象同质性的局部变化(10cal variance，

LV)，作为分割对象层的平均标准差(standard devi—

ation)，以此来判别分割效果是否最佳。并用变化率

表l多尺度分割实验

TabIe l Multiscale segmentation experiment

值ROC—LV(rates of change of LV)来指示对象分割

最佳尺度参数，当变化率值最大即呈现峰值时，该

点对应的分割尺度值即为最佳分割尺度。并通过目

视判别分割效果并与矢量图匹配效果来选择地物

的最优分割尺度参数。通过对比分析 ，选取

720。790．830，890四个分割尺度进行对比，确定最

优分割参数为720。最终确定的多尺度分割参数分

别为分割尺度(S)720，形状因子(A)和紧致度(C)

都为0．5，分割结果如1， 所示。

3研究结果

3．1影像对象分类和信息提取

滑坡的分类方法采用基于样本的最近邻分类

方法．选择分割后的代表滑坡对象做为样本，通过

对选择的样本对象构建其特征空间，并根据对象间

最小距离作为判别依据进行分类。具体过程是通过

在构建的特征空间巾计算待分类影像对象与各确

定类别的训练样本之间的距离，然后将该待分类对

象判定为其最近距离样本对象所在的类别。

面对滑坡的最近邻分类在分割尺度720，形状

因子和紧致度都为0．5的研究区影像基础上，选取

滑坡特征样本．采用e—Coniton软件中的最邻近

(nearst neighbor)算法对分割后影像进行分类，得到

结果如。 。

确定了利用高分辨率多光谱遥感影像的解译

高陡峡爷区滑坡灾害特征值，最邻近分类选取的滑

坡光谱特征主要为各波段均值、标准差和亮度，几

何特征为面积和形状指数。滑坡对象亮度值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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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不同分割参数的影像分割结果

Fig．7 Image segmentation results with different segmentation parameters

b、e两幅影像分割参数相同，方便与两侧不同分割参数影像对比．

一LV ROC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分割尺度(Scale)

图8形状因子及紧致度因子为0．5时计算得到的

最优分割尺度

R 3．2遥感影像分类精度评价

lo岂 遥感影像进行分类后要对分类结果进行精度

；鼗 验证与评价。通过对比已知滑坡资料，基于混淆矩

制 阵法，采用生产精度、制图精度、总体精度三个指标

”黯 来评价，评价结果如 。总体上，基于遥感影像自

一5 动识别滑坡灾害技术得到的研究区滑坡灾害分布

结果总体精度达到了0．8696。

Fig． 8 The optimal segmentation scale caIculated when the

shape factor and the compactness factor are 0．5

450～600，红波段均值为650～950，标准差为60

～170，绿波段均值为250～300，标准差为30—

60。蓝波段的均值为400—500，标准差为30～55。

面积范围为100000。1500000(像素个数)，形状指

数为1．8～4．5。

通过遥感影像自动识别滑坡灾害技术得到的

研究区滑坡灾害分布结果与滑坡野外调查结果进

行对比一，l j．二者结果吻合性较好。

4结果与讨论

以面对对象分类的方法为基础，结合最优分割

算法，对巫峡高陡峡谷区进行基于高分辨多光谱遥

感影像的滑坡灾害解译．提出了适合于识别高陡峡

谷区滑坡灾害的方法和技术。

(1)通过对野外资料的研究，归纳了研究区滑

坡灾害遥感解译标志主要为光谱特征和形状特征．

并通过分析地表特征，确定了光谱因子和形状因子

的大概比例：

(2)采用多尺度算法及ESP最优分割算法对研

究区高精度遥感影像进行分割，确定适宜于高景卫

星多光谱影像的峡谷区滑坡解译最优分割尺度：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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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研究区滑坡最优多尺度分割图

Fig．9 0ptimal multiscale seglnentation map of landslide in sfudy area

图10研究区滑坡分类结果

Fig．1 O Results of landsli(1e classifi(’ation i11 fhe study area

图1l遥感解译与野外调查结果对比

Fig．1 l Comparison of renlole sensing interpretafion an(】6eld inVestig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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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滑坡分类精度评价

’IIa№2 Ao咄蛔，e咖岫伽n of Iand鲷jde d躐i矗c舶n

尺度(S)720、形状因子(A)05、紧致度因子(C)0．5；

(3)结合野外调查资料，基于分割结果利用最

邻近的分类方法。完成区域滑坡识别及滑坡周界提

取．确定了利用高分辨率多光谱遥感影像解译高陡

峡谷区滑坡灾害的特征值。最终获取了研究区滑坡

灾害分布范围：

(4)对研究区滑坡灾害识别结果进行了基于混

淆矩阵法的精度评价。总体上，基于遥感影像自动

识别滑坡灾害技术得到的研究区滑坡灾害分布结

果总体精度达到了0．8696。通过对比已有滑坡灾害

资料。吻合度较好。

滑坡的遥感解译识别主要以自动化解译为主．

但很多重要参数仍需人工判断，解译获取的滑坡灾

害边界与实际边界的吻合度存在一定的误差。同

时。由于地区季节性变化。会导致滑坡的解译标志

发生较大变化，进而导致不同时间的遥感影像提取

的滑坡对象信息也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对滑坡灾害

的识别结果的准确性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因此在后

续研究工作中可根据遥感影像的时间序列及其质

量来进一步提高滑坡灾害遥感解译的精准度、自动

化及时间序列识别。使得滑坡灾害遥感解译成果在

地方区域防灾减灾中得到更好更快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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