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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形因子分割、分类的面向对象滑坡快速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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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地震诱发的滑坡灾害具有数量多、分布面积广、危害大的特点。传统的高精度的专家手动

解译不能满足大范围发生的滑坡灾后快速评估的要求，基于计算机的滑坡识别技术具有快速、准确

的优势。随着灾后影像数据分辨率的不断提高，面向对象技术比基于像素的技术更具优势。但是在

滑坡对象分割、分类中对影像光谱、纹理信息的过度依赖造成了分割不够客观、分类算法复杂等问

题。基于震后 Worldview 2m 分辨率的多光谱数据，提出了一种考虑地形因子的滑坡分割、分类算法。
这种算法基于简单的规则集并充分考虑了滑坡发生的机理特点进行分割、分类，具有快速、简便的特

点，而且能达到很高的分类精度( 98． 14% ) 。这种方法较以往仅考虑影像光谱、纹理信息的面向对象

滑坡识别技术具有很大的提高，可以在实际灾害发生时用于大面积、大数量的山地滑坡灾害的快速

损失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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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oriented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landslides based on
terrain factors segmen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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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thquake can induce huge amount of landslides causing great human and property losses． Although
manual interpretation of landslides can achieve high accuracy，landslide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computer algorithm
has the advantage of fast speed and objective with accurate landslide boundaries and is more practical to map land-
slides induced by catastrophic earthquakes． With the advent of very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object-
oriented image analysis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an pixel-based methods． At present，image segmentations in
landslid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nly rely on spectral and textural information． Such kind of image segmentation has
problems in finding suitable segment scales and quick classify algorithms． By considering terrain factors that always
limit landslide activities，this work proposed a new method to segment landslide objects more accurately． Based on
this segmentation，a simple algorithm based on elevation difference within a single object was used to extract land-
slides． The proposed method is easy to use，requires little computing capacity and can achieve very high accuracy，

and therefore can be used to extract large numbers of landslides quickly．
Key words: object-oriented; terrain factors-based segmen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 simple rule-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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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灾害是山地地区常见的地质灾害，我国是遭受滑坡灾害最严重的国家。大范围发生的滑坡灾害主

要由地震、强降水造成，其中地震诱发的滑坡灾害危害最大。据估计，2008 年汶川地震触发了至少 19 万个

滑坡，大约有 1 /4 的汶川地震人员伤亡是由地震滑坡直接造成的［1 － 2］。地震造成的滑坡不仅在地震时给人

类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其后期的滑坡、泥石流效应仍会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对灾区造成影响［3 － 4］。由于地

震造成的山体松散物质，震后滑坡、泥石流发生所需降水阈值都明显降低，后续灾情不断发生［5 － 6］。
随着遥感卫星数据的出现，遥感技术被广泛用于滑坡灾害减灾中。传统的确定地震触发的滑坡的办法主

要是人机交互解译，得到数字滑坡［7 － 8］。近年来，针对计算机算法的滑坡自动识别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基

于计算机的滑坡自动识别技术，根据识别范围和用途又分为基于像素的识别方法和面向对象的技术。在实际

减灾过程中，不同的滑坡识别方法具有不同的用途。传统的基于专家经验的人机交互目视解译技术可以非常

精确地确定滑坡发生的类型、边界等，在对单体滑坡灾害的预警、危害强度的精细分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基于计算机算法的滑坡自动识别，具有滑坡提取标准客观一致、快速、及需要最少的人力资源，适用于由

地震、强降水等大范围滑坡灾害的快速提取工作中，因而适用于灾害发生后的快速灾情评估中。
基于计算机算法的滑坡自动识别技术可分为两类: 基于像素的滑坡自动识别技术和面向对象的方法。

基于像素的方法适合较粗分辨率的多光谱遥感数据的大面积滑坡自动识别上。这种方法较常采用灾害发生

前后影像光谱的阈值变化检测技术。如在植被覆盖区，根据地震前后 NDVI 降低的阈值识别滑坡的空间分

布; 或者对灾害发生前后对土地利用分类，然后对比土地利用分类发生变化的特征识别滑坡等［9 － 11］。面向

对象技术是一种适用于高分辨率数据的、模拟人类识别物体的影像分割分类技术。与传统的基于像素的遥

感技术不同，面向对象技术首先根据物体边界将地物分成互不重叠的对象。每个对象是光谱或空间纹理相

似、地理位置接近一群像素的集合。这些对象( 或像素的集合体) 具有光谱、纹理、面积等形状参数特征。面

向对象的分类就是基于这些对象参数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应用于高分辨率影像的滑坡自动识别中，可以

充分利用高分数据中滑坡的纹理特征、背景以及地貌信息［12 － 13］。面向对象的技术以期快速、准确的识别滑

坡空间分布，被越来越多的用于灾后大面积滑坡的快速提取中。但是，目前在影像分割方法、尺度和分类的

特征中仍过度依赖影像的光谱、纹理信息，而对从滑坡发生学上考虑较少，因此限制了面向对象技术提取滑

坡的精度。基于地形因子，本文提出了一种能准确分割滑坡对象、分类滑坡的方法，这种方法从滑坡发生的

过程机理出发实现了对滑坡对象的准确分割、分类。

图 1 面向对象的滑坡识别流程图

Fig． 1 Flowchart of object-oriented landslide identification

1 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区是 2008 年汶川地震震中映

秀镇及周边地区，震中映秀在 2008 年经历了

MMI 为 11 度的烈度，房屋等基础设施尽毁。
由于强烈的地震动，该区发生了大量的地震

滑坡，由于震后松散物质较多，滑坡、泥石流

导致的灾害不断，其中 2010 年洪椿沟泥石流

暴发拦断岷江，导致江水淹没重建的映秀新

城［14］。
本文使用了 2011 年 4 月的震后 2． 0m 多

光谱 Worldview 数据及利用 1 ∶ 5 万地形图生

成的 25m 分辨率的地形图。作为验证滑坡自

动提取效果，我们手动提取了该区滑坡分布，

并用许冲等［1］学者手动提取的 2008 年滑坡

分布作为的参考。
由于研究区地形复杂，为了消除崎岖地形对影像的变形影响，在 ENVI 软件里利用 25m 分辨率的 DEM

对 Worldview 影像做了正射校正。滑坡体识别中对象分割和规则集计算步骤在 eCognition 软件中操作完成。
滑坡体在此处被定义为广义的滑坡，包括了各种类型的滑坡、崩塌、泥石流。在研究区里，滑坡可以被描述为

没有植被覆盖的、坡体上由于滑坡过程而裸露的不稳定的基岩、碎屑物质。基于这种专家经验，我们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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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滑坡识别过程采用了多层、二值分类的规则集方法: ( 1) 第 1 层使用 NDVI 植被指数排除植被; ( 2) 第 2
层用波段运算排除水体; ( 3) 对剩余的包含滑坡的对象重新组合，然后用坡面山体阴影数据参与分割; ( 4) 最

后使用地形因子参与分割得到的对象内的海拔变化参数( ls_shape) 确定滑坡对象。图 1 展示了遥感识别滑

坡过程的逻辑结构，规则集及参数设置将在下文中做进一步的叙述。
首先，采用了小尺度的分割参数 10 对 Worldview 影像的 4 个波段进行多尺度算法( multi-resolution seg-

mentation) 分割。之所以采用小尺度的分割，是为了尽量保证植被被精细的分割并剔除出下一步的分类计算

中去。在这种尺度下，计算了全区所有分割对象的 NDVI。映秀研究区海拔高差变化明显，映秀海拔在

1000m 以下，山顶海拔在 3000m 以上。为了消除不同海拔植被 NDVI 的差异，以 2000 为界，采用了不同的

NDVI 阈值识别出了全区的植被。2000m 以下采用了 0． 24 的阈值，2000m 以上采用了 0． 22 的阈值。
为了识别水体，Gao 等学者利用不同波段的特征，提出了水体识别指数［15 － 16］。水体识别指数原理主要

依据水体在近红外的低反射率和在另一波段的高反射率的差异提取水体。以往工作基于 Landsat 数据的 7
个波段的数据建立的，且认为蓝光和近红外适合建立水体指数。通过对比 Worldview 各波段的规律，我们却

发现水体在红光波段亮度较高，而在近红外亮度值很低。因此本工作针对 Worldview 影像建立了基于红光

和近红外波段的水体识别指数 ndwi( 实际是 NDVI 数值的符号取反) :

NDWI = ( ＲED-NIＲ) / ( ＲED + NIＲ)

NDWI 是水体识别指数，ＲED 是红光值，NIＲ 是近红外亮度值。
NDWI 高值表示红光亮度高，近红外亮度低，且值越高对象属于水体类别的概率越大，本文采用 － 0． 05

的 ndwi 阈值可以识别所有水体( 图 2a) 。

图 2 滑坡识别过程的中间结果

Fig． 2 Intermediate results of landslide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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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仅利用影像的光谱、纹理信息分割结果与地形因子参与后的分割结果比较

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segmentation result from using spectral and textural information of image only
and that with participation of terrain factors

排除水体之后，对剩余的包含滑坡的对象进行了合并和再分割。这次分割采用较大的分割参数 70，并

加入由 DEM 计算生成的山体阴影图层参与分割。因为在传统的滑坡发生过程中，滑坡物质的运动往往受制

于重力和微地形的影响，如滑坡不太可能越过山脊线而运动到另一侧。实际上，滑坡体一般顺坡往下运动，

跨越较大海拔。因此利用 DEM 计算得到的山体阴影可以很好的刻画这一特征。本文山体阴影采用了 arcgis
默认太阳方位角 315°和 45°高度角，这种设置下生成的山体阴影亮面在山北坡，暗值在山南坡，这种设置会

部分抵消实际影像中太阳辐射对阴阳坡亮度差异的影响，可以更好的刻画滑坡形状和位置。
在地形因子参与分割后，滑坡对象多表现为跨越多个海拔梯度的长条对象( 图 2 ( b) ) 。在此基础上，我

们采用了同一对象内海拔极值与该对象长度的比值参数，即地形因子分割单元内的海拔变化( ls_shape) 提

取除了最终的滑坡体。
Ls_shape = ( max( DEM) -min( DEM) ) / long
Ls_shape 是地形因子分割单元内海拔变化的参数，max( DEM) 表达了某对象范围内 DEM 的极大值，min

( DEM) 表示同一对象范围内 DEM 的极小值，long 是该对象的长度。
由于山体阴影参与了滑坡体的再分割，所得到的对象多是同一坡面的长条地物，ls_shape 高值表征了对

象内海拔变化大; 而低值表征了对象内海拔变化小，这种地物可能属于道路等较长但是海拔变化不大的

地物。

2 结果

快速提取由大地震或强降水造成的大面积分布的滑坡灾害对灾害紧急救援以及后期减灾防灾具有重要

意义。传统的基于专家经验的滑坡提取虽然精度很高，但是人工识别滑坡的方法需要较高的专家经验，而且

比较耗费时间，难以在大面积滑坡发生的大地震快速灾后评估中应用。为了提高滑坡识别速度，滑坡自动识

别技术具有较大优势。
本文利用 2 米分辨率的 Worldview 数据，提出了一种快速识别大面积滑坡的面向对象的方法。这种方

法基于简略的遥感规则集，能够快速、准确的识别大面积分布的滑坡( 图 3) 。通过与目视解译的结果对比，

该方法共识别出 14． 38 km2 面积的滑坡，漏分 0． 27 km2，错分滑坡 0． 1 km2，整体识别精度达到 98． 14%。没

有被识别的滑坡部分主要分布在滑坡上缘的后壁和山谷的碎屑物。这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山体阴影数值差异

不大、对影像分割贡献有限，造成对象内部海拔高差变化不大。错分滑坡主要分布在影像中山体的背光坡。
由于计算山体阴影数值时设置了 315°的太阳方位角，所以在地形影像的背光坡，山体阴影数值是正值，因而

造成部分植被和阴影被错误的识别为滑坡。这说明，复杂地形会造成影像中的山体有很多阴影，且地物亮度

普遍较低，滑坡的错分几率增大。
山体阴影地形因子可以将滑坡体较为准确的分割、分类。这种方法可以排除过去基于对象滑坡提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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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排除裸露岩石的河漫滩和对建筑区、道路的错分。而且这种方法从滑坡的发生学上出发、规则设置简

单、运算快速。

图 4 滑坡提取结果

Fig． 4 Landslide extraction results

3 讨论与结论

本文利用了模拟 DEM 的山体阴影参与了对滑坡对象的边界分割，这种分割从滑坡发生的原理出发，将

滑坡划分为相似坡面上的坡体物移过程。这种地形因子参与的滑坡对象划分连同影像波段的滑坡光谱、纹
理信息，为滑坡最终分类精度的提高有重要贡献。在这种划分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对象内海拔差异，确保

了海拔变化较大的滑坡对象和海拔变化小的道路、河漫滩等类似地物对象的区分。这种分割方法克服了以

往面向对象滑坡识别技术中仅依赖影像中光谱和纹理分割的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滑坡分割的尺度

问题。同时在考虑了地形因子对滑坡对象分割后，与之对应的滑坡体高差提取参数使得滑坡识别的精度得

到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这种方法加入了地形地貌因子，但是仍无法解决影像中山体阴影以及暗地物边界的分割和分类，存

在将影像中山体的背光坡面错误的划分为滑坡的问题。这种错分可能是由于高分影像在拍摄时，高大山体

背光面无法接受太阳辐射而造成气温较低，从而影响植被的 NDVI 信号，导致与滑坡信号难以区分。同时，

由于采用了滑坡对象内高差较大的分类参数，导致了一些堆积在地形高差小的坡度极缓的山谷区的滑坡物

质不能被识别出来，存在漏分情况。这些问题，在今后的滑坡自动识别工作中可以考虑加入其他分类算子，

降低漏分。
与传统的基于专家经验的人机交互目视解译滑坡方法相比，这种分割、分类技术具有快速、评判标准客

观、边界刻画准确等优点，且可以达到很高的滑坡识别精度。对山地地区发生的大地震或强降水造成的大面

积滑坡灾害的快速评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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