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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的方法综述
戴激光，王杨，杜阳，朱婷婷，谢诗哲，李程程，方鑫鑫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测绘与地理科学学院, 阜新 123000

摘 要： 道路信息在多个应用领域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光学遥感影像能够以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对目标地物进
行精细化解译，可大幅增强地物目标的提取能力。充分利用光学遥感影像丰富的几何纹理信息，进行道路的精
确提取，已成为当前遥感学界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鉴于此，本文依据近年来大量相关文献，对现有的理论
与方法进行了归类与总结，通过分析不同方法采用的道路特征组合，将道路提取方法划分为模板匹配、知识驱

动、面向对象和深度学习 4 类方法，简要介绍了道路提取普适性的评价指标并对部分方法进行了分析与评价；最
后对现有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展望。

关键词：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模板匹配，知识驱动，面向对象，深度学习
引用格式：戴激光，王杨，杜阳，朱婷婷，谢诗哲，李程程，方鑫鑫 .2020. 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的方法综述 . 遥感学报，24（7）：
804-823
Dai J G，Wang Y，Du Y，Zhu T T，Xie S Z，Li C C and Fang X X. 2020.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road extraction
method for optical remote sensing image.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24（7）：804-823［DOI：10.11834/jrs.
2020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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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道路提取属于遥感数据地物分类解译范畴，
其解译精度一方面取决于实际地物场景复杂程度

道路信息在应急响应、智慧城市、城市可持

以及成像过程，而另一方面则与道路提取方法的

续扩展、车辆管理、城市规划、交通导航、公共

设计有直接关系。在物方空间，道路为包括丰富

健康 （Frizzelle 等，2009），无人机导航、灾害管

理、农业发展 （Tunde 和 Adeniyi，2012），以及无

色彩信息的 3 维立体模型。同一类型道路具有相似
色彩和几何特征，其差异传播是线性可控的。但

人驾驶车路径规划和交通管理 （Wang 等，2016）

在像方空间，由于地物遮挡 （视觉、绿化、阴影、

等多个领域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光学遥感数据

地物覆盖等）、路面辐射差异 （路面老化、结构差

（包含航空与卫星影像，下同） 不仅具有宏观性、

异）、成像模糊等问题，路面影像呈现出边缘信息

多源性、真实性、实时性、海量性等一系列优点，

的非一致性、特征变形分布的不规律性以及光谱

而且能够以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对目标地物进行精

信息刻画的复杂性，这一系列问题增大了道路特

细化解译，其提取的目标信息具有严格的地理坐

征表达的不确定性以及道路提取模型构建的难

标转换关系，可为不同行业用户提供了统一的表
达模式。同时现代计算机视觉及航天技术等软硬
件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统一描述和表达复杂的道
路提取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与技术支撑 （Toth
和 Jóźków，2016）。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光
学遥感数据提取道路的方法研究日趋活跃 （吴亮
和胡云安，2010）。

度 。 因 此 虽 然 目 前 国 内 外 多 个 商 业 软 件 如 Erdas
easytrace、 eCognition、 Feature Analyst、 TITAN
Image、 EasyFeature 等 提 供 了 道 路 提 取 的 处 理 模

块，但仍然面临从海量数据中难以精确挖掘道
路信息的技术瓶颈问题，尚有大量技术难题有
待 攻 关 （Miao 等，2014，2015；Poullis 等，2014；
Wegner 等，2015；Cardim 等，2018）。

收稿日期：2018⁃09⁃10；预印本：201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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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计划项目（编号：20170003）；地理国情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编号：2018NGCM01）；城市空间信息工程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经费资助项目（编号：20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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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已有文献开展了遥感影像道路

（2） 辐射特征：道路两侧具有较明显的边缘

提取综述分析 （Auclair-Fortier 等，1999；史文中

信息，路面影像灰度分布呈现规律性，与相邻地

等 ， 2001； Mena， 2003； 吴 亮 和 胡 云 安 ， 2010；
Babaali 等，2014；Wang 等，2016），但系统性地

开展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的综述研究相对匮乏。

物间存在较强的辐射差异；
（3） 拓扑特征：道路具有明显的网状结构，
不同交叉路口将多种类型道路连贯起来；

因此，本文依据近几十年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

（4） 上下文特征：侧重于条件、规则、证据

归纳道路提取方法与模型，介绍了道路提取的评

等语义信息对道路的先验或后验判断，即道路和

估准则和方法，并举例对各类方法进行定量对比

周边地物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语义关系，可作为道

分析，以期对该领域的发展方向给出建议与展望。

路提取的间接推理标志，例如行树、建筑物、车

2

辆、道路指示牌、分车带等地物与道路间存在非

分类体系与依据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和相关应

用部门从不同的侧面，对道路提取的模型构建展
开了深入研究 （Bajcsy 和 Tavakoli，1976）。但面对

迄今为止海量的道路提取模型，试图将其进行清
晰分类是不现实的 （Mena，2003）。而目前已有文
献所提出的分类体系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按
照是否存在人工参与，道路提取模型可分为半自
动和全自动两类 （史文中 等，2001），但目前全自
动化的道路提取方法尚未出现，即使是利用深度

常强烈的伴生关系；
（5） 辅助特征。道路作为人造地物，存在较
多的相关信息资料，可用于辅助道路判读与提取。
例如矢量数据、DSM、轨迹数据、众源数据等。

依据上述特征，如表 1 所示为不同道路特征在

4 种方法模型的组合方式。
表1

Table 1

方法

特征

分为道路区域提取与道路中心线提取两种模型

（Alshehhi 和 Marpu，2017）。道路区域提取方法通

常 以 分 割 或 者 分 类 为 主 （Unsalan 和 Sirmacek，
2012），道路中心线提取方法侧重于道路骨架的检
测，通常采取细化和跟踪两种不同的方式，而细

Comparison of featur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methods

学习进行道路提取也需预先建立大量的样本标签
集 （Alshehhi 等，2017）；按照道路提取结果，可

不同方法特征组合对比

模板匹配

知识驱动

辐射特征

辐射特征

几何特征

上下文特征

拓扑特征

辅助特征

面向对象
辐射特征
几何特征

深度学习

辐射特征

依据上述分类体系，以 2012 年深度学习方法

在 ImageNet 挑 战 赛 上 大 获 成 功 为 分 水 岭

（Krizhevsky 等，2012），道路提取方法可分为两个

化操作又是在已提取道路区域上展开的 （Liu 等，

阶段：

辐射特征、几何特征、拓扑特征和背景特征 4 大类

采用模板匹配、知识驱动、面向对象等 3 种传统方

无法独立构建道路模型，因而仅依据特征难以对

以模板匹配方法应用最为广泛，商业软件如 Erdas

2015）；按照道路影像特征，道路提取方法可分为
（吴亮和胡云安，2010）。但研究表明，单一特征

（1） 传统方法阶段。该阶段道路提取主要是

法，时间跨度可从 1973 年延展至 2012 年。其中尤

道路方法进行详细分类 （戴激光 等，2018）。鉴于

easytrace、Feature Analyst 均是采用这类方法，而

物识别的分类体系，将道路提取方法分为模板匹

法由于需要设定不同先验条件，因而商业化程度

此，参考 Cheng 和 Han （2016） 对光学遥感影像地
配、知识驱动、面向对象和深度学习 4 类。

考虑到方法模型是地物目标特征的抽象表达

面向对象方法可见于 eCognition 软件。知识驱动方
不高。

（2） 深度学习方法阶段。受到深度学习方法

（吴亮和胡云安，2010）。因此需要对道路特征进

在图像分类、物体识别等领域取得突破的启发，

（1995） 提出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

提 取 中 来 （Brust 等 ， 2015； Li 等 ， 2016b；

行 归 纳 总 结 ， 本 文 在 Vosselman 和 de Knecht
（1） 几何特征：道路通常表现为长线条状，
在局部范围内道路宽度和曲率的变化概率较小，
道路交叉口常呈现 T、Y、十字形等几何形态；

从 2012 年开始，一些学者将深度学习引入到道路

Alshehhi 等 ， 2017； Cheng 等 ， 2017； Zhang 等 ，
2018；刘如意 等，2017）。相对于传统方法，深度
学习方法提取的道路其精度得到大幅提高，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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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方法目前仍处于实验室阶段，大规模普及实用
化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3

道路提取方法分类

3.1

模板匹配方法
模板匹配方法是道路影像几何、辐射和拓扑

特征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步骤：（1） 模

板设计。通常模板可以人工或者依据一定规则设

2020, 24（7）

矩 形 模 板 （孙 晨 阳 等 ， 2015） 由 此 构 建 。 例 如

Zhang 等 （2011） 在道路两侧边缘人工输入 3 点，
构建矩形模板及相应的宽度、方向信息。
Haverkamp （2002） 利 用 多 个 矩 形 模 板 的 对 比 分
析，如图 2 所示以该点为中心建立矩形模板，从水

平的方向开始，以一定的角度间隔旋转，形成一组
离散的矩形模板，用模板内灰度方差、熵值来描述
角度纹理特征 ATS （Angular Texture Signature）。

定；（2） 测度分析。给定目标模板，在限定区域
内通过测度函数寻找区域极值；（3） 位置更新，
即动态更新道路位置。常用的模板包括规则模板
和可变模板，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规则模板可用
圆形、T 型、矩形等规则图形刻画。而可变模板是
根据初始设定轮廓，通过能量函数迭代而确定最
终道路边界，其模板大小形状取决于影像成像过
程及目标地物特征。
3.1.1

规则模板匹配
如图 1 所示为规则模板匹配道路提取流程。可

图 2 角度纹理模板
Fig.2 Angular texture template

以看到，该流程主要包括模板设计、测度分析、
位置更新 3 个步骤。

矩形模板设计的思想决定了其难以适应曲率

较大的弯道，因此 Fu 等 （2013） 提出圆形模板，
以道路中心点为模板中心，道路宽度为模板直径。
其优势在于具有旋转不变性，如图 3 所示为本文运

用该方法在弯曲道路上的提取道路中心线效果
Fig.1

图 1 规则模板道路提取流程
Flowchart of regular template road extraction

（1） 模板设计。模板是表达局部道路几何与
辐 射 特 征 相 似 性 的 载 体 。 McKeown 和 Denlinger

（红色），可以看到当出现连续弯道时，圆形模板
可以取得较好地实验结果。针对需要人工设定模
板尺寸的问题，连仁包等 （2018） 提出一种改进
的局部形态学梯度图，对人工输入点进行自适应
校准，由此构建圆形模板。

（1988） 提出一种基于剖面模板的道路提取方法，
该模板大小与道路宽度相关，可提取灰度均值及
对比度等参数。Hu 等 （2000） 基于道路与其边缘
“暗—亮—暗”的局部特征，提出二值剖面模板。
Leninisha 和 Vani （2015） 将道路影像视为具有固
定宽度的虚拟沟渠，而路面辐射特征则为具有规
律性的水体反演值，以此通过剖面迭代分析完成
不同类型道路的提取。
由于道路横断面极易受到路面机动车、阴影、
路面指示等亮斑或暗斑影响，因此在道路几何特
征 （局部道路宽度、方向变化概率小） 的辅助下，

（a）原始影像
（a）Original image
Fig.3

（b）道路提取结果
（b）Result of road extraction

图 3 圆形模板提取示例
Example of circular template extraction

戴激光 等：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的方法综述

为解决车辆遮蔽和两侧行树阴影干扰问题，
依据障碍物不能完全覆盖道路中轴线思想，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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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置更新。位置更新是由已知参考模板
到未知最优模板的递归跟踪过程。早期的跟踪方

国等 （2009） 提出了 T 型模板。该模板是由剖面模

式以迭代内插方法最为常用 （胡翔云 等，2002；

补充。如图 4 （b） 所示为本文依据该方法提取的道

模块，可通过起始点与终止点的方向约束跟踪完

板和矩形模板构成，两者在匹配跟踪过程中互为

Miao 等 ， 2014）。 例 如 ERDAS 软 件 中 的 Easytrace

路中心线 （红色），可以发现如图 4 （a） 的 GF-2 影

成对道路的提取。两侧设定端点可以约束道路跟

像中道路上明显存在车辆以及高架桥，T 型模板可

踪方向，防止误跟踪问题的发生，但该方式也存

以有效地解决上述因素导致的测度分析困难问题。

在自动化程度低的问题。鉴于此，一些学者尝试

但该模板不足之处在于对路面辐射值变化敏感，

直接输入道路点，在道路点双向进行迭代跟踪，

需要大量的人工种子点，自动化程度并不尽如

完成道路中心线的提取，以此降低人工参与度

人意。

（Yang 和 Zhu，2010；余洁 等，2013）。但双向迭
代跟踪的缺点在于难以有效控制跟踪方向，易引
发道路误提取的问题。

动态规划跟踪是搜索最佳路径的有效递推方
法，可依据预先设定的种子点，直接构造道路种
子点之间的代价函数，然后利用动态规划找出那
些种子点间的最优路径，从而提取出完整道路网

（Gruen 和 Li，1997）。例如曹帆之等 （2015） 将动
（a）原始影像
（a）Original image
Fig.4

（b）道路提取结果
（b）Result of road extraction

图 4 T 型模板提取示例
Example of T-shaped template extraction

（2） 测度分析。从物理意义上来说，测度分
析主要是依据道路几何辐射特征，由不同侧面来
刻画参考模板与待匹配模板间的最优相似性。最

态规划应用于道路跟踪。Movaghati 等 （2010） 将
扩展卡尔曼滤波与粒子滤波方法结合起来追踪道
路，以此降低障碍物的影响。虽然优化方法能够
提高道路追踪的稳健性和精度，但当存在路面遮
挡问题时，依然难免出现误跟踪问题。
目前规则模板匹配仍是实际工作中道路提取
的一种有效方法。该方法通过设定种子点的方式

小 二 乘 匹 配 （林 祥 国 等 ， 2009）、 欧 氏 距 离

实现人机交互，具有较强的纠错能力，充分地结

较 常 用 的 相 似 性 测 度 模 型 。 例 如 Kim 等 （2004）

突出创新性的模板匹配方法不多。

（Zhang 等，2011）、互信息 （Li 等，2011） 等是比

直接利用矩形模板的灰度信息，采用最小二乘匹
配作为测度模型。而 Li 等 （2011） 依据道路辐射

合了道路几何、光谱及拓扑特征，但近年来具有
3.1.2

可变模板
Fischler 和 Elschlager （1973） 首次提出了可变

分布具有规律性的特点，以互信息方法作为相似

模板的概念。可变模板通常需要人工给出种子点

性测度，结合边缘点提取结果，完成对模板的

或者初始轮廓，利用迭代求解的方式完成对道路

匹配。

轮廓的提取，其中较为经典的方法包括动态轮廓

当路面上出现树荫、车辆时，上述相似性测

度 会 产 生 较 大 的 匹 配 误 差 （曹 帆 之 等 ， 2016）。

模型和水平集模型。

（1） 动 态 轮 廓 模 型 。 动 态 轮 廓 模 型 ACM

Meanshift 方法通过估计给定的中心点附近概率密

（Active Contour Model），又被称为 Snake 模型 （Kass

极值点，可以弥补传统相似性测度对遮挡敏感的

能量函数表达，通过求解能量函数最小值达到提

度，利用自适应步长的方式移动至密度分布局部
缺点。而 Meanshift 方法作为一种相似性测度函数

（张 剑 清 等 ， 2010； 曹 帆 之 等 ， 2016； Lv 等 ，
2017），也难以避免受到种子点初始位置、模板大
小、路面影像明晰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等，1988）。该模型将道路影像辐射和几何特征用
取道路轮廓的目的。Li 等 （2008） 为了克服影像

中道路强度不均匀性，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域的

Snake 模型。该模型构建了一个局部强度拟合能量
表达式，引入一个非负核函数 K 来描述道路局部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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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强度信息，其定义如下
1
K σ (u ) =
exp ( -|u|2 /2σ 2 )
(2π) n/2 σ n

空间曲面 ϕ （x， y） 中，隐含地将曲线表达为该
(1)

式中， σ 是比例参数，且 σ > 0，u 表示原始灰度

影像。通过核函数引导道路轮廓趋于道路边缘方
向运动，应对影像中道路强度不均匀性，并将能
量函数与水平集结合，从中导出用于能量最小化
的曲线演变方程。

但传统 Snake 模型存在无法检测凹形轮廓或具

有较高曲率凸形轮廓的问题，并且对初始轮廓位

置 要 求 非 常 严 格 。 针 对 上 述 问 题 ， Xu 和 Prince

（1997） 提 出 了 梯 度 矢 量 流 方 法 （GVF Snake 模

型）。GVF Snake 模型利用梯度矢量流力替换传统

Snake 模型中图像力，扩大了外部力的作用范围。
假设 f ( x，y ) 为影像 I ( x，y ) 的初始轮廓，梯度场为
∇f ( x，y )，定义 GVF Snake 能量函数如下
E=

∬ (u∇ V + |∇f| |V - ∇f|)dxdy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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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u 为平滑参数，用于调整被积函数中均衡条

件 ， ∇ 2 为 拉 普 拉 斯 算 子 。 唐 伟 和 赵 书 河 （2011）
将分水岭获取的道路初始轮廓作为 GVF Snake 模型
初值，经差分迭代过程完成道路轮廓提取。其中

GVF Snake 模型优势在于不仅可分割凹陷边界，而

且能够更好地抑制噪声。为了减少人工设定初始
轮廓工作量，王峰萍等 （2017） 利用几何和辐射
特征构建影像显著图，将显著图中的极大值点视

为 GVF Snake 的初始种子点，以此进行迭代求解，
完成对道路轮廓的逼近。

考虑到初始轮廓位置要求严格的问题，

Rochery 等 （2006） 在传统 Snake 模型基础上，提

曲面的一条等值线，然后通过曲面的演化来实现
道路轮廓提取。水平集函数 ϕ （x， y） 满足
ϕ t + F  ∇ϕ  = 0

式中， ϕ t 为水平集函数，描述 t 时刻的曲面状态；

 ∇ϕ  表示的 ϕ 的梯度范数；F 为曲线法线方向的
运动速度。但是在 LS 法演化过程中，水平集函数
会发生震荡，从而导致最终结果偏离真实值。如

果重新对函数初始化，又会导致运算效率降低。
因此，Sethian （1996） 提出使用快速行进算法 FM

（Fast Marching） 来解决这一问题。假设 T ( x，y ) 为

曲面零水平集到达点 ( x，y ) 的时间，F 为曲线法向
运动速度函数，时间函数 T 满足 Eikonal 方程

 ∇T  F = 1

的速度成反比。差分求解后发现，FM 算法边界传
播方向是从 T 较小的点流向 T 较大的点。吴学文和
徐涵秋 （2010） 基于道路影像的梯度、光谱和纹
理特征，结合式 （4） 重新构建速度函数，用 FM
法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中快速提取道路。

相对于规则模板，可变模板更适宜于几何、
辐射特征发生突变的道路边缘轮廓提取。例如由
于遮挡导致道路边缘缺失，路面标识、两侧行树
阴影使得路面辐射信息不再具有规律性。但是可
变模板道路提取的精度与初始轮廓点的设定、路
面边缘的显著程度有直接关系。针对模板匹配的
两种方法，如表 2 所示为本文给出的不同类型模板
对比表。

表2
Table 2

轮廓位置的依赖性，但是计算量也随之增大。
道路轮廓时发现，一些封闭的道路网和断裂道路

道路封闭区域内部的 Growing Snake 模型构成，结

可变模板

的封闭道路。

（2） 水平集。水平集 LS （Level Set） 法是由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template

模板类型
规则模板

果表明两种模型结合可以有效地提取类似于环路

不同类型模板匹配方法对比
matching methods

网难以提取，因而提出了双 Quadratic Snake 模型。
该模型由覆盖整个道路网的 Shrinking Snake 模型和

(4)

不难看出：到达时间的梯度范数与传播方向

出了 Quadratic Snake 模型，该模型能够降低对初始
Nakaguro 等 （2011） 利用 Quadratic Snake 模型提取

(3)

3.2

优点

缺点

人机交互简单易行，计算量 易受辐射、几何特征变
小，稳定性高

换影响

适应边缘不完整、路面辐射 计算量大，对初始设定
信息不够规律的道路影像

参数要求高

知识驱动方法
如图 5 所示为知识驱动道路提取方法流程，可

Osher 和 Sethian （1988） 首次提出，是处理闭合曲

以看到知识驱动方法通过生成与道路相关的知识

水平集方法将随时间变化的平面闭合曲线嵌入 3 维

验模型，从而达到利用知识进行道路提取的目的。

线随时间发生形变中几何拓扑变换的有效工具。

模型，着重建立知识与影像处理结果间的假设检

戴激光 等：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的方法综述

本文根据知识与道路的关系，将知识分为几何知
识、上下文知识和辅助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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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2013；戴激光 等，2017；Cho 等，2017）。
（3） 路径形态学。路径形态学是一种形态学
方法，其优势在于提取影像中长而窄的结构，这
一 特 点 满 足 道 路 的 几 何 特 征 要 求 （Heijmans 等 ，
2005），故很多学者将路径形态学方法应用于道路

提取领域 （Talbot 和 Appleton，2007；Schubert 等，
图 5 知识驱动方法道路提取流程
Fig.5 Process of knowledge-based road extraction

3.2.1

几何知识
基于几何知识的道路提取方法是相关研究的

热点之一，具体表现在：
（1） 平行边缘。道路具有明显的双边缘特征，

因此 Treash 和 Amaratunga （2000） 将道路视为一
种平行边缘，采取边缘提取的方法检测道路。王

文锋等 （2012） 利用道路平行边缘的特点，提出

2016）。路径开运算通常是在二值影像上利用结构
元素设定连接规则，按照规则将像素点连接成路
径，然后剔除长度较小路径上的点。具体定义如
下：在二值影像 E 中定义一种连接关系：a↦b，表

明由 a 到 b 存在一条路径。其中，a 是 b 的后继节

点，b 是 a 的前驱节点，符号“↦”表明路径方向
由 a 到 b。将这种连接关系和影像 E 中所有像素点

Ω 结 合 在 一 起 （Ω， ↦）， 即 可 形 成 邻 接 图 DAG

（Directed Acyclic Graphs）。邻接图可以清晰地表达
影像中像素的连接关系。

了交叉点共线约束的 8 邻域边界追踪算法和 9 像素

滑动窗口内直线检测算法，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
连续线条结构及方向编码规律，以此利用主元分
析及方向一致性判别准则进行平行特征识别，并
将这一方法应用于道路提取领域。平行边缘方法
简单易行，但该方法的缺点在于对道路边缘模糊、
遮挡等问题敏感。
（2） 长度较大线段。Shao 等 （2011） 将道路
视为一种线条边缘，并通过区域极值的分析确定
了航空影像道路线。Pudaruth （2016） 利用多角度
模板提取影像中的线段信息，通过删除长度不满
足要求的线段，连接线段及光谱滤波等操作，将
多角度模板提取的线段连接起来构成道路网。Liu
等 （2017） 对 Radon 方法进行线性变换，利用字典

学习统计线段峰值，结果表明该方法可有效提高
直线化道路提取的效率。
受到边缘模糊及锯齿化的影响，道路线性边

Fig.6

图 6 结构元素及其邻接图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their adjacency map

如图 6 所示，黑色部分为一种结构元素的两种

表现形式 （方向为 S—N），灰色部分为该结构元素
构成的邻接图。依据该方法，图 7 （b） 给出了道
路提取效果。对应图 7 （a） 可以看到，虽然大部

缘提取存在精度下降问题。鉴于此，Sengupta 等

分道路已被提取出来，但受到遮挡 （树木）、相似

（2004） 采用相位一致性方法增强道路边缘线强

纹理 （房屋） 等因素导致的道路漏提、错提问题

度，以此改善道路提取精度。而 Sghaier 和 Lepage

依然存在。

用 Beamlet 变换提取道路平行边缘，从几何纹理不

手段，但问题在于道路影像边缘不清晰，这一问

总体来看，利用长度较大线段提取道路理论

道路提取中的应用。另外路径形态学明显依赖于

（2016） 引入结构特征模型 （Huang 等，2007），采
同侧面对道路进行刻画识别。

几何知识的运用是解决道路提取问题的有效
题在卫星影像体现最为明显，直接限制了线段在

可行，但在影像中实际操作难度很大，这主要是

二值图像分割的结果，这也说明遮挡、相似纹理、

因为卫星影像长线段特征难以提取 （李畅和李芳

影像模糊仍是运用几何知识面临的难点。

810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 遥感学报

3.2.3

2020, 24（7）

辅助知识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道路在多个

领域中均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针对道路的
辅助知识必然广泛存在，例如以往获取的多源遥
感数据、矢量数据、GPS 数据、导航数据等。基于
此思路，一些学者尝试利用辅助知识进行道路
（a）原始影像
（a）Original image
Fig.7

3.2.2

（b）道路提取结果
（b）Result of road extraction

图 7 路径形态学道路提取结果
Road extraction result of path morphology

上下文知识
由于地物场景的复杂性和影像拍摄质量的不

稳定性，研究学者发现很难完全依靠道路自身知
识准确而完备地提取道路。因此一些学者转而考
虑利用与道路相关的上下文知识，补充道路机器
判读的证据。例如道路邻域的建筑物、树木和植
被、路上的车辆和指示线、道路交叉口处的斑马
线等均可作为道路提取的重要上下文知识 （Mayer
等，1997；Baumgartner 等，1999）。
目前城区大部分主干道两侧均有行道树，行

提取。
（1） 多源遥感数据融合。单一遥感数据受到
卫星类型、影像分辨率、成像时相、飞行高度等
因素的制约，难以完备刻画道路目标，因而研究
人员提出了多源遥感数据融合技术，以实现从不
同尺度、角度、高度上对目标地物进行分析，实
现数据优势的互补，从而为道路信息的提取提供
帮助 （Hu 等，2004；Kumar 等，2014；Rahimi 等，
2015； Cheng 和 Weng， 2017； Coulibaly 等 ，
2018）。例如基于多光谱遥感影像和全色遥感影

像 ， 傅 罡 （2014） 提 出 了 联 合 保 持 投 影 JPM

（Joint Preserved Mapping） 融合算法。该方法充分
考虑了高维遥感影像道路的非线性特征，通过建

立统一的模型，将多源、多尺度的道路几何特征
和光谱特征进行有机的融合。

道树与道路几何形态有相似之处，均表现出狭长

（2） 矢量数据。地理信息系统 （GIS）、地形

特征。因此，分析树木的规律性分布，这将有助

图等矢量数据具有精度高、可靠性强等优点，但

于 进 行 道 路 提 取 （Shackelford 等 ， 2003； 李 成 范

等，2009）。例如 Karaman 等 （2012） 提出一种融合

由于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在时态上往往落
后于遥感影像，一些发生变化的地物信息未得到

多种模型的多波段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道路提取方法，

及时更新。利用已有的矢量数据辅助进行道路提

利用影像分割、边缘检测、结构分析、K-mean 聚

取，可以获取一定的道路初始信息，替代或部分

类、植被分析 （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土壤调节植被

替 代 人 工 干 预 ， 获 得 相 对 稳 定 的 提 取 结 果 （Sui

指数） 分别建立道路图，通过不同图的累计权重
区分道路与非道路区域。而 Grinias 等 （2016） 针

对路面植被少的特点，将归一化植被指数引入道

等，2003）。例如 Willrich （2002） 对遥感影像和

GIS 矢量数据进行匹配预处理，结合道路影像的几
何特征确定初步候选道路段，利用模板匹配方法

路种子点检测的过程中，并与面向对象道路提取

对道路进行判别与连接。Chen 等 （2014） 将已有

方法的结合。斑马线是道路交叉口的重要标志，

道路矢量与提取的断裂道路线进行拟合，得到道

因此 Herumurti 等 （2013） 基于斑马线检测结果，

路中心线。丁磊等 （2017） 从矢量数据中获取初

利用区域生长方法从高分辨率航空影像中自动提

始道路种子点，再依次利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形

取道路。

态学处理及邻域质心投票算法提取完整的道路中

上下文知识的运用可辅助解决道路提取过程
中存在的难题，例如遮挡造成的道路断裂问题可

心线。

（3） 道路 GPS 数据。随着 GPS 技术和无线通

通过车辆检测结果予以解决。但该方法存在先天

信技术的日益成熟和普适化，浮动车技术已被用

性的不足，例如车辆、斑马线、行树等信息的提

于交通监控和管理，浮动车的动态定位数据成为

取属于地物识别问题，一方面增大了算法的复杂
度，另一方面也受到上下文地物检测精度的影响，
这些均是限制该类方法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更新路线图一种新数据源。例如 Li 等 （2012） 综

合运用道路空间和上下文关系从 GPS 数据中提取
道路网络。

戴激光 等：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的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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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GPS 几何坐标与道路具有相似的分布排

列 规 律 ， 但 存 在 5—10 m 间 的 坐 标 误 差 ， Cao 和

Sun （2014） 通过对 GPS 点位的分析，确定候选

道路种子点，利用滤波、差分确定垂直于道路区
域的分割峰值，通过灰度均值、分割大小等确定
道路中心点，并将道路中心点连接起来构成道路
中心线。而针对 GPS 数据采样间隔较长、数据量

大 、 数 据 分 布 不 均 匀 等 特 点 ， 王 振 华 等 （2015）
提出了一种栅格化“分级”提取道路中心线的
方法。

（4） DSM 数据。DSM 数据是表征地表起伏的

有效模型。为此， Uemura 等 （2011） 利用边缘检
测结果对影像进行分割，结合 DSM 数据提取的道
路 结 果 ， 完 成 对 道 路 的 提 取 。 而 Herumurti 等

（2013） 在斑马线检测结果的基础上，利用 DSM 数

Fig.8

据的高程信息，提取影像中的道路。

（5） 众 源 地 理 信 息 。 众 源 地 理 数 据 CSGD

（Crowd Sourcing Geographic Data） 是由大量非专业

人员志愿获取，并通过互联网向大众或相关机构
提供的一种开放地理空间数据，最具代表性的众
源地理数据是 Open Street Map 网站提供的交通路
网。与传统地理信息采集和更新方式相比，来自
非专业大众的众源地理数据具有现势性高、传播
快、信息丰富、成本低、数据量大等优点，但同
时该类数据也存在质量各异、冗余而不完整、覆
盖 不 均 匀 、 缺 少 统 一 规 范 等 不 足 （单 杰 等 ，
2014）。图 8 为 OSM 数据与 GF-2 全色影像的局部
叠加示意图，其中红线为 OSM 道路线，而绿点为

道路交叉口节点，可以明显看到 OSM 数据与遥感

影像间存在位置偏差，但可以起到引导道路提取

依据辅助知识的道路提取方法是近年来研究
的热点，该类方法充分利用现有的道路知识，将
道路提取的问题不再局限于影像本身，提高道路
不同角度刻画完备性，这符合网络时代信息公开
海量化的特点，是提高道路提取自动化程度的有
效途径。尤其随着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的结束，
大量积累的道路知识为自动化道路提取模型的构
建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撑。但不足之处在于需要
考虑知识的准确性，以及知识与现有影像数据的
匹配度 （时间与空间），这些均是运用该类方法的
瓶颈问题。基于上述 3 种方法，如表 3 所示本文给
出了不同知识驱动道路提取方法对比。
表3
Table 3

的作用。

针对 OSM 数据中存在的位置精度问题，Li 等

（2014） 提出了一种从 OSM 数据中提取高速公路网

图 8 OSM 与遥感影像叠加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OSM overlaying with remote
sensing imagery

不同知识驱动方法对比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knowledgedriven methods

知识类型
几何知识

优点
简单易行，易于建模

缺点
对几何特征变化敏感

方法。该方法将整个道路矢量数据视为一组闭合

提供有效语义信息，为遮挡

需要进行其他目标识

的平面多边形，而多车道道路由多个长而薄的多

上下文知识 道路提供判别依据，辅助进

别，增大了道路提取算

行道路判断决策

边形组成。计算道路网中每个多边形形状描述符
（面积，周长，紧凑度，平行度和宽度），使用支

辅助知识

持向量机 （SVM） 方法对多车道路面候选多边形
进行分类，利用邻近度和相似度将多边形连接起
来，如果多边形被其他多边形包围，则视为空洞，
将其填充。最后将多边形进行细化，从而得到道
路网。

3.3

提升影像处理的维度，提高
道路提取自动化程度

法的复杂度
难以收集选取恰当知
识，并且知识与影像需
要匹配预处理

面向对象方法
随着光学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的快速提高，

面向对象 （Blaschke 等，2011，2014） 逐渐成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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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识别中一个关键的方法。该方法将道路视为具
有一定几何纹理规律性的区域，通过影像处理得
到分割区域结果，利用分类及后处理方法完成对
道路的提取。如图 9 所示为面向对象道路提取方法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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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a；Saba 等，2016；Maboudi 等，2017）。例如

Maboudi 等 （2016） 利用引导式滤波消除路面影像

纹理的不一致性，然后采用结合颜色与形状信息
的多尺度模型对影像进行分割。

其他经典分割方法还包括模糊 C 均值 （Ameri

和 Valadan Zoej， 2015）、 图 分 割 （Alshehhi 和

Marpu， 2017）、 边 缘 分 割 （苗 则 朗 等 ， 2013）、
ISODATA 算法 （Miao 等，2015）。

（2） 影像分类。当实际场景中存在几何辐射

特征与道路接近的河流、建筑物等目标地物时，
分割方法难以将道路与非道路区域区分，此时需
要采用分类方法对分割单元进一步处理。
Fig.9

图 9 面向对象道路提取方法流程
Flowchart of object-oriented road extraction method

（1） 影像分割。分割是面向对象方法中的初
始步骤，也是决定道路提取精度的关键环节。目

道路具有突出的几何信息，因而面积滤波

（Ameri 和 Valadan Zoej，2015）、长宽比—线性特
征指数 LFI （韩洁 等，2017） 等几何参数可用于分
割单元分类。例如 Maboudi 等 （2016） 首先采用一

种改进的线性与面积比值方法剔除不满足道路几

前最为简单易行的方法是阈值分割。阈值分割考

何阈值要求的分割单元，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

虑影像道路与非道路区域间的整体纹理差异，选

光谱、纹理特征提取道路。

取合理阈值，确定影像中各像素点的区域归属，
这是阈值分割法提取道路的基本思想 （Raziq 等，
2016）。但传统的阈值分割无法顾及空间关系，需

影像分辨率的提高不仅提供了更多的颜色、
形状、纹理信息，同时也给区分道路与其他地物
带来了不确定性。模糊决策方法是采用模糊数学

要与其他方法结合运用。MeanShift 方法是一种非

对目标模糊的对象系统做出定量决策的一种方法，

参数概率密度估计算法，在 N 维空间指定区域内

很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方法应用于道路分类

寻找一系列离散点对应的概率分布函数局部极值

（Amini 等 ， 2002； Zhang 和 Couloigner， 2006；

“暗—亮—暗”或“亮—暗—亮”的局部特征，即

分割区域线性指数 （keleton based Object Linearity

（Yang 等 ， 2003）。 而 在 遥 感 影 像 中 ， 道 路 呈 现
道路中心点是道路剖面方向灰度峰值或低谷。从
统计学角度看，该峰值类似于概率分布极值，因

此 李 华 胜 等 （2015） 提 出 一 种 将 阈 值 分 割 和
MeanShift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 该 方 法 首 先 利 用
MeanShift 对遥感影像进行平滑和分割处理，将具
有相同或相似灰度值的区域用灰度均值显示；其

次，利用直方图来统计确定分割阈值，从而得到
初始道路信息。
考虑到仅依靠几个阈值对影像进行分割，难
以避免会出现过分割及欠分割问题，因此很多学

者 转 向 多 尺 度 分 割 方 法 （Baatz 和 Schäpe， 2000；
Hu 等 ， 2016）。 多 尺 度 分 割 具 有 自 下 而 上

（bottom-up） 的特点，在确保同一分割单元内像元

的匀质度最大，不同分割单元间异质性最大的前
提条件下，采用区域合并方式完成影像分割。目
前，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道路提取领域 （Li 等，

Nikfar 等，2015）。例如，Maboudi 等 （2018） 基于

Index）、道路均一性指数 （Spectral homogeneity）、
曲 率 权 重 （Weighted Curvature）、 曲 率 方 差 （Std
Curvature）、光谱指数 （NDVI、NDWI） 等描述模

型，构建不同指数隶属度函数，通过建立模糊规
则对分割单元进行分类。

支 持 向 量 机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 解 决 分 类 问 题 的 有 效 手 段 之 一 （Cortes 和

Vapnik， 1995）， 已 大 量 应 用 于 道 路 提 取 工 作

（Song 和 Civco， 2004； Inglada， 2007； Huang 和

Zhang，2009，2013）。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核函数
把数据非线性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在高维特征
空间中构造具有低维的最优分类超平面，然后通
过综合考虑经验风险和置信范围，根据结构风险

最 小 化 原 则 SRM （Structural Risk Minimization），
寻求期望风险最小的函数作为判别函数 （朱恩泽
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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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处理。分类仅能将不同分割单元赋予
类别，而初始分割单元所导致的道路边界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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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方法
道路提取属于遥感影像解译问题，而物体的

黏连、断裂等问题依然存在。数学形态学能够进

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尤其语义信息是遥感影像解

行图像形状和结构的分析及处理，有助于解决边

译的关键环节，但传统方法受技术上的限制导致

界不清晰、空洞问题 （Alshehhi 和 Marpu，2017）。

研究进展缓慢，而深度学习方法则为遥感影像解

例如李华胜等 （2015） 对分类后道路提取结果展

译在语义方向的拓展提供了新契机 （龚健雅和季

开面积阈值滤波、形态学开运算、孔洞填充、影

顺平，2018）。深度学习是由多层神经网络构成，

像差与和等工作，以获取更加精确的道路提取

即 多 个 简 单 非 线 性 函 数 的 组 合 （万 杰 和 Yilmaz，

而针对遮挡、路面结构变化导致的分类后道

2018）。卷积神经网络是深度学习中应用于影像处

路断裂问题，很多学者采用模板匹配方法对断裂

的信息时，也促进了卷积神经网络从浅层结构到

结果。

区域进行连接 （Ameri 和 Valadan Zoej，2015；Yin
等，2015；Maboudi 等，2017，2018）。

当道路断裂区域难以通过模板匹配方法进行

跟踪时，张量投票 （Tensor Voting） 是一种有效的

理的一种典型模型，当面对遥感影像中海量复杂
深层结构的发展。

依据深度学习理论，一些学者开展了道路提
取 工 作 ， 并 取 得 了 突 出 的 成 果 。 Mnih 和 Hinton

（2010） 首次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提出一种基于受

手段 （韩洁 等，2017；Maboudi 等，2016）。张量

限玻尔兹曼机 （RBM） 的航空影像道路提取方法，

投票是机器视觉和机器学习中感知重组方法，具

从道路提取精度和自动化程度来看，其实验结果

有推断和重组视觉基本结构能力。张量投票包括
数据输入、张量编码、张量投票、张量分解及特
征提取等步骤，其优点在于可对有一定规律的断
裂曲线进行连接，但不足之处在于计算量过大，
并 且 容 易 把 道 路 破 损 带 连 接 起 来 （Maggiori 等 ，
2015）。

总体来看，面向对象道路提取方法虽然近些年

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大量突出的成果。但
该类方法中也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分割结果的准
确性。图 10 举例说明 eCognition 软件中面向对象方

法的道路提取效果。由图 10 （a） 影像与图 10 （b）
实验结果对比不难看出，受建筑物阴影遮挡、道

路灰度变化不均等问题影响，道路交叉口检测效
果不佳，同时道路断裂情况大量存在，效果很难
令人满意。

均远超过传统模板匹配、知识驱动及面向对象方
法 。 Alshehhi 等 （2017） 以 经 典 的 LeNet （Lécun
等，1998） 网络结构为框架，利用全局平均池化

层代替全连接层，解决了使用全连接层存在的参
数冗余以及训练效率低等问题，提高了影像道路
识别速度与精度。Xu 等 （2018） 提出 DenseNet 网

络结构，该网络结构构建了由局部识别到全局感
知的道路提取模块。该网络提高无遮挡道路的识
别精度，但针对复杂背景下的道路区域识别能力
较差。Zhang 等 （2018） 提出了残差 U 型网络，该
网络以 U 型网络为基础，通过增加残差模块，在

保证影像分辨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网络深度；
利用跳跃结构实现端对端的道路提取目标。该网
络结构可以有效解决道路被树木小范围遮挡的
问题。
深度学习方法常受到样本集的数量、网络结
构的深度和宽度影响，使得网络模型性能受限，
未能充分体现神经网络的优势。如图 11 （b） 为

VGG16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Simonyan 和 Zisserman，
2014） 的提取结果。由于前向传播使得特征分辨

率不断下降，导致道路的提取结果出现大量断裂、
（a）原始影像
（a）Original image

（b）道路提取结果
（b）Result of road extraction

图 10 eCognition 软件道路提取效果示例
Fig.10 Example of eCognition software road extraction effect

误提取问题，从局部放大图中也可以发现道路区
域边界还存在模糊现象。Wei 等 （2017） 提出了一
种基于道路的改进卷积神经网络结构。该方法联
合反卷积与融合层，同时提出一种道路结构约束

814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 遥感学报

2020, 24（7）

的交叉熵损失函数，能够很好的解决复杂地物背

一方面深度学习训练时间过于缓慢，目前模型方

景下误提取的情况，但道路边缘无法细化的问题

法尚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大规模大范围基于深

依然存在。

度学习的道路提取工作尚未开展。

（a）原始影像
（a）Original image

Fig.12

3.5

图 12 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
Multi-scal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方法评价与发展历程
（1） 道路提取方法的对比分析。目前，由于

影像数据的多样性和道路网络的多变性，各类道
路提取方法的通用评价准则较少。为定量评价文
（b）VGG16 卷积神经网络
（b）VGG16 CNN

（c）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
（c）Multi-scale CNN

图 11 不同神经网络方法的道路提取效果对比
Fig.11 Comparison of road extraction effects different neural
network methods

本文将多尺度卷积 （图 12） 和残差连接综合

起来构成深层神经网络，其中，I 表示输入图像；
X1，…，X4 为不同尺度的卷积核；f1，…，f4 为激活函
数 （一般使用 ReLU 函数）；F1，…，F4 表示经过池
化作用后产生的不同分层特征；最后将 4 种分层特

征融合为多尺度分层特征，即 F。本文多尺度卷积
处分别使用 1×1，3×3，5×5，7×7 等 4 种尺度的卷

中各类道路提取方法的效果，本文从 Wiedemann

（2003） 和戴激光等 （2018） 提出的道路评价方法
中选取了 3 种普适的定量评价指标：道路的完整

率、正确率和提取质量。3 种评价指标的计算公式
如下
完整率 （Completeness）：
Completeness =

正确率 （Correctness）：
Correctness =

提取质量 （Quality）：

D
D+N
D
D+P

(5)

(6)

积核，如图 11 （c） 为应用该网络的道路提取效
果。可以看到道路断裂问题已基本解决，但误提

D
(7)
D+P+N
式中，D 为正确提取的道路总长度，N 为未检测的

取问题依然存在。由此可以说明，单纯利用深度

参考道路总长度，P 为误提取的道路总长度。上述

学习方法进行道路提取可能并不可行。故学者们
尝试将深度学习与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例如 Li 等

Quality =

3 种评价指标的最优值均为 1。

在各类方法之间的定量分析对比中，为了尽

（2016b） 将非监督学习预处理和空间相关性与深

量避免出现由本文作者编写代码造成其他道路提

度学习结合起来，以此提高城市场景道路提取精

取方法质量下降，进而导致方法对比的不客观问

度。同样细化方法 （Cheng 等，2017）、几何分析
（Alshehhi 等，2017）、水平集 （刘如意 等，2017）
也用于深度学习后处理阶段。
不同于传统方法，深度学习方法虽然具有泛
化性强、自动化程度高等优势，但其自身也存在
一些问题：一方面其需要大量的准确数据集，另

题。本文首先从软件入手，分别选择了 Erdas 中

IMAGINE Easytracing 模 块 （ 模 板 匹 配 方 法 ）、
eCogntion 中面向对象分类模块，其次当难以选用
软件 处 理 时 ， 本 文 选 取 了 Willrich （2002） 作 为

知识驱动方法，深度学习中选取了本文提出的残

差 神 经 网 络 。 本 文 从 Maryland 数 据 集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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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cumiacs.umd.edu/data［2018-09-10］） 中选取 50 幅

过多，因而具有普适性的商业化软件不多，而深

作为评价分析参数。如图 13 为 4 类方法提取结果

不同方法在不同场景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关

影像作为实验数据，以所有影像实验结果的均值
的对比示例图，红色代表提取的道路。

度学习方法仍处于实验阶段。从实际效果来看，
键取决于人工的参与度大小，人工参与程度越大
则实际效果越佳。
表4
Table 4

4 种分类方法之间的定量分析对比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four types of methods
/%

评价指标

（a）模板匹配结果
（b）知识驱动结果
（a）Result of template matching （b）Result of knowledge driven

方法
模板匹配

知识驱动

面向对象

深度学习

98.8

83

71.4

88.7

83

56.5

87.6

完整率
正确率
提取质量

99.8
98.7

88.7

79.1

98.7

（2） 方法发展历程。为定量化阐述 4 种分类方

法发展历程，本文分析了不同方法的变化过程。其

中 1999 年—2018 年发表的论文以 5 年为间隔统计
文献数量。针对 1999 年前发表的论文，由于选取数
（c）面向对象结果
（c）Result of object-oriented
---

（d）深度学习结果
（d）Result of deep learning

提取的道路

量较少，故本文仅统计 1973 年—1998 年间发表的文

献数量。图 14 为本文 4 类方法的文献数量变化统
计图。

图 13 4 种方法道路提取结果
Fig.13 Four methods road extraction results

表 4 给出了 4 类代表方法的定量分析对比结

果，可以看到模板匹配法较其他 3 种方法提取效果

最佳。但统计数据表明模板匹配法人工干预程度
极高，种子点选取较多，算法自动程度低。知识
驱动的道路提取方法完整率、正确率和提取质量
分别是 83%、88.7%、83%，其人工参与度低，但

比面向对象方法提取效果好。而面向对象法易受
到噪声干扰 （建筑物、阴影、道路障碍物），分割
结果不佳，71.4% 的完整率和 79.1% 的正确率验证

了这一论点。相比其他 3 种方法，深度学习方法完

图 14 4 类方法的文献个数统计图
Fig.14 Statistical data for four types of methods

可以看到：
（1） 模板匹配法在 1973 年—1998 年间文献数

整率和正确率分别是 88.7% 和 98.7%，可提取被遮

量明显多于其他 3 类方法，1999 年—2013 年间文

（图 13 （d））。但是该方法提取质量为 87.6%，表

值 ， 但 在 2014 年 —2018 年 间 文 献 数 量 呈 现 下 降

挡 （车辆、树木阴影、建筑物阴影） 的道路区域
明该方法提取结果仍然存在不连续、过度拟合的
问题，并且深度学习方法目前无法处理由视觉大
面积遮挡的道路区域。从软件应用来看，模板匹
配法和面向对象法理论已相对成熟，用户可以在
商用软件上操作使用，而知识驱动由于涉及知识

献数量逐渐上升，并在 2009 年—2013 年间达到峰
趋势。

（2） 知识驱动方法和面向对象方法的曲线变
化趋势近似，在 2014 年—2018 年间论文数量均呈
现急剧增加的趋势。

（3） 深度学习方法相关论文发表时间较晚，

816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 遥感学报

2020, 24（7）

2009 年—2013 年间仅有少量论文。随着 2012 年深

性地结合各种方法机理，构建多层次道路提取体

度学习地物识别取得突破后，相关论文大幅增加。

系研究尚未开展，而这也是本文认为今后需要深

4

入钻研的方向。图 15 为本文尝试提出多层次道路
提取体系，仅供读者参考：

结

语

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方法在过去 20 年内取

1） 基于传统方法的样本集制作模型。充分利

得了显著成绩，随着国家“十三五”高分专项的

用传统方法，一方面可以发挥该类方法效率高的

进一步深入实施以及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推

优势，另一方面也可大幅降低样本集的制作时间。

进 ， 将 有 更 多 的 国 产 卫 星 发 射 （陈 仲 新 等 ，

而在影像中直接提取标签集，已有相关工作开展。

2016）。伴随着现代计算机视觉、大数据、深度学

习等技术的发展，以及各行业领域发展的需求，
将对光学遥感影像道路提取的研究与应用提出更

例如 Brust 等 （2015） 人工选取检测影像道路样本
区域；

2） 构建符合道路提取的深度学习网络模型。

高的要求。虽然近年来道路提取方法取得了长足

深度学习可弥补传统方法对语义关系分析的不足，

的进步，但普适性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

利用正样本与负样本，通过学习提高道路提取的

期待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进一步研究与发展：

精度，解决遮挡、模糊等传统方法难以处理的瓶

（1） 多角度道路提取体系的构建。道路属于
人造地物，在影像中呈现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
而人类对地物识别往往是一个组合推理的过程，
这需要足够的道路冗余信息。现有道路提取方法
对道路性质的刻画并不完备，难以避免存在信息
提取机理的局限性。而光学遥感影像也仅能表达
道路一定空间与尺度上的性质，因此本文认为多
角度道路提取体系的构建刻不容缓：

1） 多方法互补的道路提取体系。在方法研究

颈问题；

3） 建立基于传统方法的后处理模型。经过大

量实验证明，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提取的道路结果依

然存在断裂、误提取、边缘模糊等问题，如图 15
所示在后处理阶段可充分利用传统方法，以此优
化 深 度 学 习 道 路 提 取 结 果 。 例 如 Alshehhi 等

（2017） 对深度学习影像分类结果采用传统方法进
行后处理优化。

上，强化多种方法的协同。由于当前道路提取方

法在机理上存在局限性，例如模板匹配方法对道
路点特征 （道路中心点、轮廓点等） 的设定要求
严格，而面向对象方法更加侧重于区域分割的稳
定性，以此类推各类方法均有各自的优点与适用
范围。充分利用各类道路信息提取方法的优势，

Fig.15

图 15 多层次道路提取体系
Fusion of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deep learning

形成不同道路提取模型间的有效互补，由此发展
方法互补体系可能提高道路提取的精度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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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road extraction method for optical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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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Jiguang，WANG Yang，DU Yang，ZHU Tingting，XIE Shizhe，LI Chengcheng，FANG Xinxin
School of Geomatics,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Fuxin 123000, China

Abstract：Road extraction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It presents a major issue in the field of remote sensing.
In recent years, the geometric texture of the target objects of aviation and satellite optical images has been refined in the wak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technology. Thus, this technology provides a sufficient basis for automatic extraction of road information. However,
full automation of road extraction through existing methods is difficult. In view of this issue, this study collects and synthesizes the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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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on the ba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Ultimately, these road extraction method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emplate matching, knowledge-driven, object-oriented, and deep learning.
Template matching methods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rule template and variable template according to template typ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is whether the template can be drawn with regular graphics. Template matching mainl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steps: template design, measure analysis, and location update. The template design can usually be set manually or by certain
rules. Then, the target template is given in the measure analysis. Furthermore, the extreme value of the region is found by the measure
function within the defined area. Lastly, the location of the road centerline is dynamically updated.
Roads, as artificial ruled features, provide large information. Hence, knowledge-driven methods based on relevant knowledge are used
in road extraction work.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road, this study divides the knowledge-driven methods by
three kinds: geometric knowledge, context knowledge, and auxiliary knowledge. Three method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Geometric
knowledge. The model is mainly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geometric features of the road. (2) Contextual knowledge. The method
utilizes road-related auxiliary knowledge (motor vehicles, trees, zebra crossings, et al.) to assist in identifying the road. (3) Assisting
knowledge. Road extraction is guided by using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vector data, GPS data, navigation data, and public source
data.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spatial resolution of optical remote sensing images, object-oriented methods have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key methods in road extraction. First, the method selects the spectral and geometric feature criteria to segment image. Second, the geometric
radiation similarity criterionis used to classify the segmentation region. Finally, the road extraction results are released by post-processing
methods, such as mathematical morphology, matching tracking, and tensor voting.
Road extraction research belongs to the problem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interpretation, whereas deep learning suppli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satellite image interpretation in a semantic direction. Deep learning extracts road information with high precision through
convolution, pooling, and training. Nevertheless, road breakage and mistaken extraction problems still exist.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road extraction is envisioned. Two main trends are proposed: (1) a multimethod
complementary road extraction system and (2) deep integration of deep learning and traditional methods. Thus, the detection area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Key words：optic, remote sensing imagery, road extraction, template matching, knowledge-driven, object-oriented,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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