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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 DenseNet 模型的高分遥感影像城市裸地提取
朱皓辰 1，吴艳兰 1,3,4，何彬方 2*
(1. 安徽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肥 230601；2. 安徽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合肥 230031；
3. 信息材料与智能感知安徽省实验室，合肥 230601；4. 安徽省地理信息智能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合肥 230601)
摘 要：利用遥感影像提取裸地是监测裸地空间分布的一个重要手段。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边界不清晰、空间
信息丢失、小面积裸地漏提和与高反射率建筑不易区分等问题，设计了一种改进 DenseNet 的遥感裸地提取深度学
习模型，主要采取密集连接块、坐标卷积和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 3 种方法，增强 DenseNet 模型在获取坐标信息、
丰富裸地空间特征信息、对全局上下文信息感知等方面的能力，减少模型对于空间细节特征丢失环节，提高裸地遥
感提取的精度。实验表明，该方法提取裸地的总精度为 97.66％、交并比为 68.69％、综合评价指标 F1 为 81.44％、
召回率为 76.62%以及虚警率为 25.68%，明显优于其他机器学习方法和深度学习方法。此外，该模型对于多源遥感
影像上的裸地提取也具有良好的普适性，在高分一号、高分六号和哨兵二号等遥感数据集上测试的总精度分别为
95.80％、93.00％和 92.55％；交并比分别为 75.18％、75.13％和 50.47％；综合评价指标分别为 85.83％、85.80％和
67.08％。因此，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较其他方法更适用于裸地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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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of urban bare land from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based
on improved DenseNe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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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raction of bare land using remote sensing image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monito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are land.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unclear boundaries, spatial information loss, small area
bare land missing extraction and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buildings with high reflectivity, a deep learning model
from remote sensing bare land extraction with improved DenseNet was designed, mainly adopting three methods
of DenseBlock, coordinate convolution and dense atrous spatial pyramid pooling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DenseNet model in acquiring coordinate information, enriching spatial feature information of bare land and sensing
global context information, reducing the model for spatial detail feature loss links and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bare land remote sensing extraction. Th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extracts bare land with 97.66%
overall accuracy, the IoU was 68.69%,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F1 was 81.44%, and the recall rate
was 76.62. %, the false alarm rate was 25.6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other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and deep learning methods. In addition, the model also has good universality for bare ground extraction on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e OA tested on remote sensing datasets such as GF-1, GF-6 and Sentinel-2
were 95.80%, 93.00%, and 92.55%, respectively; the IoU were 75.18%, 75.13%, and 50.47%, respectively; the F1
were 85.83%, 85.80% and 67.08%,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improved DenseNet model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extraction of bare land than other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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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地是指表层为土质，基本无植被覆盖的土地
或表层为岩石、石砾，其覆盖面积大于等于 70％的
土地[1]，包括处于休耕时期的农田以及城市化建设
过程中的可利用土地[2]。其具有特定的时间属性和
空间属性，随着时间的变化，状态和形状也会不断
地改变。裸地能反映城市建设的整体方向，迅速地
获取裸地的空间分布信息，对于城市的规划建设以
及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3-4]。
现有遥感影像提取裸地方法主要有两种途径：
裸地专题提取和在土地覆盖分类中被提取。裸地专
题提取中主要有分层分类法[5-6]和指数法[7-9]。其中，
分层分类法是指根据各种地物光谱信息，按照一定
的标准，将水体、植被和不透水面等层层分解，达
到专门提取裸地的目的。但此方法需要充分地利用
各类地物的光谱信息，且需要通过反复调试来获取
最佳阈值范围。遥感指数法是目前用于裸地提取最
广泛的方法，主要是根据裸地在不同波段表现出的
特定信息而建立的遥感特征指数。现有的用于裸地
提 取 的 遥 感 指 数 有 归 一 化 土 壤 指 数 NDSI
（normalized difference soil index）[7]、裸土指数 BSI
（ bare soil index ） [8] 、 归 一 化 裸 地指 数 NDBaI
（normalized difference bareness index）[9]等。归一
化裸地指数（NDBaI）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裸地提
取的精度，却也存在与建筑用地和植被的混分。在
此基础之上，林楚彬等[10]通过对热红外波段像元的
分解与重组，并结合多种变换指数，构建了 Bareness
Index 这种新的裸土指数模型。但是，由于裸地和建
筑用地的空间纹理特征和光谱特征相似，彼此依然
容易混淆。为此，有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增强建筑用
地和裸地指数 EBBI（enhanced built-up and bareness
index）[11]，其利用双阈值提取建筑用地和裸地，实
验表明提取精度仍低于 NDBaI，仅实现了两者的部
分分离。而归一化土壤指数（NDSI）和归一化裸地
指数（NDISI）的结合有效的降低了裸地和建筑用
地的混淆问题[12]。由于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反射率差
异较大，高反射率的建筑与裸地的光谱特征更为相
似，对此，窦鹏等提出了一种增强型裸地区域指数
（EBAI）和增强型简化裸地区域指数（ESBAI）[13]，
以提高裸地的提取精度。
基于土地覆盖分类的裸地提取方法有支持向量
[14-15]
机
、最大似然法[16-17]、决策树法[18]和深度学习
方法[19-20]，而深度学习在大数据集上的表现优于其
他机器学习（ML）方法，以高效性、人工干预少、

可塑性强等优点被运用于各种领域。其能够充分获
取遥感影像丰富的纹理特征、空间特征信息，通过
多层处理，逐渐将初始的“低层”特征转化为“高层”
特征，挖掘更多的特征信息。因此，在土地覆盖分
类中裸地提取在精度和效果上明显优于其他方法。
总体而言，现有指数法提取裸地主要聚焦于基
于中、低分辨率遥感影像。随着遥感技术的空间分
辨率不断提升，尤其是系列国产高分卫星的出现，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蕴藏更加丰富的空间信息、几何
结构和纹理信息，这为地物准确提取提供更加可靠
的数据源。同时，也造成了目标提取困难，例如国
产高分 1 号、高分 2 号等都只有 4 个波段（红、绿、
蓝、近红），因缺少构建相关指数的波段，现有的裸
土提取指数法不适用国产高分影像提取。而裸地在
多分类里的提取精度大约在 50％～80％[21-23]，存在
空间信息丢失、与其他地物类别混淆等问题缺乏专
项讨论，难以满足裸地的高精度提取要求。
针对裸地边缘信息模糊、空间分布不规律等特
点及上述方法的缺点和难点，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改
进 DenseNet 网络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裸地提取模
型，主要采用 3 个策略。一是利用 DenseNet 的密集
连接块（DenseBlock）在抽取特征信息过程中的特
征复用功能等特点[24]，来保证每一层之间的紧密连
接，将原始特征最大程度地传递至每一层，能有效
提高裸地分割的精度。二是引入坐标卷积作用机制
来抽取空间坐标信息，增强空间信息变化的感知，
缓解池化操作造成的空间特征丢失问题；三是加入
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扩大感受野，以获得较大范
围的信息，帮助抽象化特征信息，增强对裸地的辨
识能力，减小空间特征的损失实现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裸地提取目标。

1

模型结构

1.1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整体结构
普通卷积神经网络在下采样中随着网络的加
深，更深层的网络难以收敛，存在特征信息损失、
梯度消失等问题，导致误差加大。因此，本研究一
是利用密集连接块特征复用功能的特点，构建了一
个改进 DenseNet 的裸地提取模型。二是在网络入口
处加入坐标卷积层，有利于获取裸地坐标信息。三
是加入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
在下采样特征抽取过程中，影像首先进入坐标
卷积层获取坐标信息，再通过一个卷积层来生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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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特征图，接着连续进入 5 个密集连接块和 4 个转
换层来获取抽象特征。在上采样过程中，特征图通
过反卷积层恢复特征，再进入密集连接块来提取特
征。为了充分利用特征信息，弥补卷积过程中造成
特征损失，相同层级的特征图由跳跃结构连接并进
行融合，最后再经一次卷积输出裸地、背景二值影
像图。具体模型结构如图 1 所示。
此外，由于批处理归一化层具有不稳定性，当
批次越来越小时，其错误率大幅度提升。本研究使
用组归一化 [25]代替批处理归一化层，组归一化将输
入的数据在分成的每个组别内进行归一化处理，即
计算归一化的均值和方差。因而，组归一化的计算
不受 batch size 影响，在 batch size 变化时，模型精
度依然保持稳定。

在[−1,1]的范围内。加入坐标卷积有利于获取裸地的
坐标信息，精确裸地像素位置，达到提高空间特征
和像素分割任务的精度。标准卷积和坐标卷积对比
如图 2 所示。

h、w 和 c 分别代表输入特征的高、宽和通道数，h＇
、
w＇和 c＇分别代表卷积之后的高、宽和通道数。
图 2 标准卷积层和坐标卷积层的对比
Figure 2 Comparison of standard convolutional layer and
coordinate convolutional layer

Figure 3

图 1 模型结构图
Figure 1 Model structure diagram

1.2 坐标卷积
针对常规卷积神经网络无法有效顾及特征空间
位置信息的问题，本研究引入坐标卷积 [26] 算法。
坐标卷积是普通积层的扩展，标准卷积层从形状为
h×w×c 块映射到新形状 h'×w'×c'块，坐标卷积在保留
了普通卷积较少参数和高效计算特点的基础之上，
实现了将额外的通道（i 坐标通道和 j 坐标通道）加
入到其中，让卷积访问它自己输入的坐标信息。具
体来说，i、 j 坐标通道是 h×w 秩为 1 的矩阵，对 i
和 j 的坐标值进行相关的线性缩放，最终使它们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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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
Dense atrous spatial pyramid pooling

1.3 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
全卷积神经网络在下采样中主要是对图像进行
一系列卷积和池化操作，在减小和扩大尺寸的过程
中存在一些内部数据结构、空间层级化信息丢失以
及小物体无法重建等问题。对此，Yu 等[27]提出了空
洞卷积（dilated convolutions）。而连续的空洞卷积
操作会产生 “棋盘效应”[28]，且较大的空洞率不利于
小物体分割。ASPP（atrous spatial pyramid pooling）
[29] 将不同空洞率的空洞卷积并行连接或者级联堆
叠来获取多尺度的信息。但是 ASPP 每次计算只选
取少量且不密集的像素点导致大量信息被抛弃，当
空洞率增加到一定程度，空洞卷积的效果便微乎其
微。因此，本研究引用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dense
atrous spatial pyramid pooling, DenseASPP）[30]，将
DenseNet 中的密集连接思想应用到了 ASPP 中，其
原理是每一层的输入都是前面所有卷积层输出和输
入特征图的拼接，通过不同空洞率的空洞卷积来获
取不同尺度的特征，有效缓解梯度消失、弥补扩张
率较大时无法顾及细节信息的问题，提高网络对多
尺度裸地特征信息的提取。本研究使用扩张率（d）
为 3、6、12 的空洞卷积层进行特征处理，在能够以
非常密集的方式生成特征的同时，也能够接受更大
范围的接收野特征。其结构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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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介绍
高分二号（GF-2）卫星数据包含蓝、绿、红、
近红 4 个波段，具有 1 m、4 m 分辨率的全色、多
光谱数据，经影像处理后的空间辨率为 1 m。其拥
有高空间分辨率和丰富的光谱信息，为实现裸地识
别提供更加有效的信息。因此本研究使用高分二号

Figure 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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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具体位置如图
4 所示。为测试本研究方法的性能，选取合肥市相
同日期不同区域的 GF-2 遥感影像作为测试区。并
且选用不同地区不同分辨率和不同传感器的遥感影
像进行普适性验证，使用数据包含 GF-1、GF-6 和
Sentinel-2，其中 Sentinel-2 覆盖了 13 个光谱波段，
为保证选择光谱信息的一致性，选择蓝、绿、红、
近红 4 个波段。相关数据的具体信息如表 1 所示。

图 4 样本采集及训练区域卫星影像数据位置图
Location map of satellite image data in sample collection and training area

Table 1
遥感影像
GF-2
GF-2
GF-1
GF-6
Sentinel-2

大

传感器
PMS1
PMS2
PMS
PMS
MSI

表 1 遥感影像参数
Remote sensing image parameters
地理位置
合肥
合肥
马鞍山
滁州
铜陵

样本库构建
利用人工目视解译的方式获得裸地的矢量数
据，再生成训练样本的标签数据。将遥感影像和标
签数据分割成 448×448 和 512×512 的样本数据。同
时为了增加样本的数量和多样性，实验采取不同步
长切割遥感影像方式，共生成样本 19 055 张，将训
练数据和测试数据按 4∶1 的比例进行随机分配，最
终得到 15 255 张训练样本和 3 800 张测试样本。
2.3 模型训练和测试
采用交叉验证的方式进行网络训练，将样本分
成训练集和测试集（该部分数据不参加训练）
，测试

时间
2019-07-07
2019-07-07
2020-08-17
2019-05-01
2019-05-22

中心坐标
117.2°E, 31.9°N
117.4°E, 31.9°N
118.7°E, 31.9°N
117.9°E, 32.1°N
117.3°E, 31.8°N

本研究中用途
样本制作
模型测试
普适性验证
普适性验证
普适性验证

集对训练生成的参数进行测试，相对客观地判断这
些参数对训练集之外数据的测试效果，优化模型的
训练。
实验在 Tensorflow 框架下进行。为使训练和对
比实验能更好地体现模型效果，在训练前对各参数
进行设置。采用内存需求较小、能够针对不同参数
计算不同自适应学习率的 Adam 优化器，其他相关
设置包括 batch size 设为 4，轮数为 100 轮，每轮的
迭代次数为 4 100。初始学习率设置为 0.001，之后
为了更加快速的使网络收敛，根据训练轮数对学习
率进行自动调整。开发平台选用 JetBrains Py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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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开发语言使用 Python。
2.4 精度评价指标
为了量化裸地的提取结果，以人工目视解译为
基准，采用基于像元的评价方法和基于对象的评价
方法[31]。
基于像元的评价方法采用总精度 OA（overall
accuracy，OA）、综合评价指标（F1-score，F1）、
交并比（intersection over union，IoU）3 个评价指标
来评估模型的性能。其中 OA 表示预测值和真实值
正确匹配像素占总像素的比例。IoU 表示正确识别
裸地和人工标定裸地像素的交集与并集比值。而 F1
是模型精确率和召回率的一种加权平均。计算公式
如下：
tp + tn
OA =
（1）
tp + tn + fp + fn
tp + tn
IoU =
（2）
tp + tn + fp + fn

F1 =

2tp
2tp + fn + fp

（3）

其中 tp、fp、fn 和 fp 分别为真正、假正、假负
和假正，它们均代表像素的个数。
基于对象的评价方法采用召回率、漏警率和虚
警率 3 个评价指标。召回率是指正确提取个数与真
实目标个数的比值；漏警率是漏提出来的目标个数
与真实目标个数的比值；虚警率是指错误提取的个
数与提取目标总个数的比值。公式如下：
召回率 =

TP
TP + FN

FN
TP + FN
FP
虚警率 =
TP + FP
漏警率 =

3

（4）
（5）
（6）

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结果
采用与样本数据相同日期不同区域的 GF-2 遥
感影像作为测试图像，本研究方法提取裸地结果在
基于像元评价方法中的 OA、IoU 和 F1 分别为
97.66％、68.69％和 81.44％。基于对象评价方法中
召回率、虚警率和漏警率分别为 76.62%、25.68%和
23.38%，裸地提取结果与目视解译相近。
3.2 不同方法对比及分析
本研究提出一种改进 DenseNet 深度学习模型，
实现了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裸地自动提取。为验证该
方法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在相同环境下与最大似然
法、支持向量机和决策树 3 种机器学习方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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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abV3+[32]、U-Net[33]、SegNet[34]和 DenseNet[35]4
种深度学习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3.2.1 与机器学习方法的对比分析 最大似然法、
支持向量机和决策树 3 种机器学习方法均是从研究
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感兴趣区域作为训练样本。
3 种机器学习方法误提现象明显，噪声大，破
碎化严重。而本研究方法的提取结果与目视解译结
果更加接近，整体效果较好。由图 5 可知，在建筑
工地图 5(a)中，3 种机器学习方法不能很好地将裸
地与光谱特征相似的地面和建筑阴影进行区分，而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提取完整，有效避免了地
面和阴影的影响。在背景简单的条件下图 5(b)，3
种机器学习方法能将分散的裸地全部提取，较其他
场景提取效果较好，但是边缘处理粗糙。而对于在
复杂背景下图 5(c)的效果不理想，边缘信息模糊，
且细节处理不好，破碎化、误提现象严重。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则边缘清晰，破碎化、空洞现象
少。对于休耕地图 5(d)区域，最大似然法结果相对
较好，支持向量机和决策树方法将部分道路和耕地
误分为裸地。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提取相对完
整，没有误提现象。
本研究方法在加入坐标卷积和密集空洞空间金
字塔后，误提现象发生较于机器学习方法相对较少，
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出裸地，更适合对裸地进行
提取研究。
由表 2 可知，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在各精
度指标上都优于 3 种机器学习方法，
其中在 OA、IoU
和 F1 上比精度最高的决策树分别高了 2.89％、
17.92％和 14.09％；比精度最差的支持向量机分别
高了 5.15％、25.27％和 20.89％。
采用基于对象的评价方法时，为了方便计算，
剔除 100 m2 以下的细碎斑块。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目视解译的斑块为 5 587 个，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
方法正确提取了 4 281 个斑块，漏提 1 306 个斑块，
误提 1 479 个斑块，召回率、漏警率和虚警率分别
为 76.62%、23.38%和 25.68%，其中大于 1 000 m2
的漏提斑块有 194 个，说明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
法对于大面积的裸地具有较好的提取效果。最大似
然法和决策树的召回率比本研究方法少 2.73％和
0.87％，而支持向量机的召回率则高 1.13％，大于
1 000 m2 的斑块漏提表现较好的是最大似然法。但
是这 3 种方法由于破碎化、误提现象严重导致虚警
率高达 76.88%、71%和 65.6%，其原因是提取了大
面积非裸地区域，说明这 3 种机器学习方法并不能
很好地区分裸地与其他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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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筑工地细节图；(b) 简单背景下的细节图；(c) 复杂背景下的细节图；(d) 休耕地细节图。
图 5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与机器学习方法提取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the extraction results between the improved DenseNet model method and the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Table 2

表 2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与机器学习方法提取精度对比
Comparison of extraction accuracy between improved DenseNet model method an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方法名称
OA
IoU
F1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
最大似然法
支持向量机
决策树

方法名称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
最大似然法
支持向量机
决策树

97.66
93.86
92.51
94.77

68.69
46.13
43.42
50.77

表 3 基于对象的精度评价
Table 3 Object-based accuracy evaluation result
目视解译
召回
提取
正确数 漏警数 虚警数
斑块数
个数
率/%
5 587
5 587
5 587
5 587

5 760
17 852
14 979
12 318

4 281
4 128
4 344
4 237

3.2.2 与深度学习方法对比分析 在相同环境下，
将本研究方法与 DeeplabV3+、U-Net、SegNet 和
DenseNet4 种深度学习模型进行对比测试和分析。
图 6 为局部放大图，由图 6(a)可知，DeeplabV3+提
取不完整，U-Net 则基本无法识别。其他方法均能
提取出大面积裸地。对于建筑工地图 6(b)，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和 DenseNet 在完整性上表现较
好。在简单背景条件下图 6(c)，SegNet、U-Net 提

1 306
1 459
1 243
1 350

1 479
13 724
10 635
8 081

76.62
73.89
77.75
75.84

%

81.44
63.14
60.55
67.35

漏警
率/%

虚警
率/%

大于 1 km2
漏提数

23.38
26.11
22.25
24.16

25.68
76.88
71.00
65.60

194
176
222
252

取结果不完整，零星破碎。其中 U-Net 提取结果最
差，裸地特征提取不充分且存在将水体、植被误分
成裸地的情况出现。其他方法则表现较好，被建筑
物、水体和植被等影响而出现误分现象相对较少。
对于不加任何机制的 DenseNet 提取结果与目视解
译和本研究方法接近，这也是策略一以 DenseNet
网络为主体的原因，但在复杂背景条件下图 6(d)也
存在少量将水体、不透水面和道路误提，细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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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整性没有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好。
本研究将坐标卷积和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两种
机制结合在一起，在获取坐标信息、增强上下文信
息感知、减少空间层级化信息丢失的同时，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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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地细节特征的提取能力，有效减少上述情况的发
生。使提取结果具有完整性，更加符合目视解译的
结果，相比于其他深度学习模型在裸地提取方面具
有优势。

(a) 大面积裸地提取的细节图；(b) 建筑工地细节图；(c) 简单背景下的细节图；(d) 复杂背景下的细节图。
图 6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与其他深度学习模型提取结果对比
Figure 6 Comparison of the extraction results of the improved DenseNet model method and other deep learning models

Table 4

表 4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与其他深度学习模型提取精度对比
Comparison of the extraction accuracy of the improved DenseNet model method and other deep learning models
方法名称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
DeeplabV3+
U-Net
SegNet
DenseNet

表 4 统计了不同方法的测试精度，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的精度优于其他深度学习的方
法。其中在 OA、IoU、F1 上比表现最好的 DenseNet
分别高了 0.25％、2.94％和 2.1％，说明坐标卷积和
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对模型性能提升有帮助。
总体上， DeeplabV3+、U-Net 和 SegNet 3 种
深度学习方法并不能很好地抽取裸地的高级特征，
无法顾及全局信息，丢失大量裸地信息，所以存在
大量的漏提和少量误提现象。而本研究以 DenseNet
网络为主体，增加坐标卷积和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
增加上下文的信息感知能力，相对于 DenseNet 而言
误分现象减少，能够全面且更精细的提取出裸地，

OA
97.66
96.22
94.39
96.05
97.41

IoU
68.69
45.86
25.06
45.85
65.75

%

F1
81.44
62.88
40.08
62.87
79.34

是遥感影像裸地提取的最佳方法。
基于对象精度评价如表 5 所示，由于漏提严重，
DeeplabV3+、U-Net 和 SegNet 正确提取个数远低于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DeeplabV3+、U-Net
和 SegNet 召回率只达到 30.57%、
32.99%和 41.56%，
而表现较好的 DenseNet 召回率也只有 69.61%，其
漏警率和虚警率比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高了
7.01%和 3.97%，大于 1 000 m2 的斑块漏提为 333
个。综上，本研究在 DenseNet 网络中加入坐标卷积
和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在提高召回率的同时也有
效降低漏警率和虚警率，说明本研究方法比其他方
法更适合裸地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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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于对象的精度评价
Table 5 Object-based accuracy evaluation result
目视解译
召回
提取
正确数 漏警数 虚警数
斑块数
个数
率/%

方法名称

漏警
率/%

虚警
率/%

大于 1 km2
漏提数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

5 587

5 760

4 281

1 306

1 479

76.62

23.38

25.68

194

DeeplabV3+

5 587

3 199

1 708

3 879

1 491

30.57

69.43

46.61

946

SegNet

5 587

6 327

2 322

3 265

4 005

41.56

58.44

63.30

624

U-Net

5 587

4 133

1 843

3 744

2 290

32.99

67.01

55.41

1 143

DenseNet

5 587

5 528

3 889

1 698

1 639

69.61

30.39

29.65

333

3.3 普适性验证
为了验证本研究方法的普适性，选取不同地区、
不同传感器和不同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对其进行测试
和精度评价。机器学习方法需从研究区选取感兴趣
过程且具有不稳定性等问题导致其普适性较差。而
本研究方法不需要重复的模型训练和参数调整，只
需要简单的调用模型。本研究选取了尺寸为 2 048×
2 048 像素的 GF-1、GF-6 以及 900×900 像素的
Sentinel-2 3 种类型的遥感影像数据进行测试。
本研究方法在只选用 GF-2 的样本数据进行训
练后，直接调用模型的情况下能够将裸地整体提出

Figure 7

图 7 多源遥感影像提取结果细节图
Detail map of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image extraction results

表 6 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提取精度表
Table 6 Improved DenseNet model method extraction
accuracy table
%
影像类型
OA
IoU
F1
GF-1
GF-6
Sentinel-2

95.80
93.00
92.55

对裸地的提取效果良好。对于 GF-1 遥感影像，大
面积裸地具有很好的提取结果，尤其是与裸地光谱
特征相似的浑浊水体得到了很好的区分。GF-6 遥感
影像中的细小裸地同样具有良好的提取效果，但也
存在部分高反射率的建筑和道路被误提的情况。
Sentinel-2 影像由于受分辨率和不透水面的影响，在
细小的裸地部分出现了一定的漏提和误提问题，但
能够适应大面积的裸地提取工作。提取结果如图 7
所示。以上实验证明结果表明，本研究方法在 GF-1、
GF-6 和 Sentinel-2 3 种影像上提取裸地具有良好的
跨传感器和普适性效果

75.18
75.13
50.47

85.83
85.80
67.08

表 6 统计了各遥感影像具体精度数据，由表可
知，
GF-1 在 OA 和 IoU 和 F1 的精度分别为 95.80％、
75.18％、85.83％。GF-6 在 OA、IoU 和 F1 的精度
分别为 93.0％、75.13％和 85.80％。而 Sentinel-2 提
取效果则相对较差，其 OA、IoU 和 F1 分别为
92.55％、50.47％和 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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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针对现有提取裸地的方法存在空间信息
丢失、无法顾及裸地不同形态特征、细小破碎的裸
地不能高效识别等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 DenseNet
的遥感裸地提取深度学习模型，采取密集连接块、
坐标卷积和密集空洞空间金字塔 3 个策略，并取得
较好的提取效果，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对该网络模型进行训练，对裸地的提
取效果较好。本研究方法在 OA、IoU 和 F1 的精度
分别为 97.66％、68.69％、81.44％；召回率和虚警
率为 76.62%和 25.68%。并与 3 种机器学习方法和
4 种深度学习算法进行实验对比。结果表明改进的
DenseNet 模型方法较其他方法有大幅度提升，很好
处理裸地的细节特征，更适用于裸地的提取。
（2）对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进行了普适性验
证，结果表明对高分一号、高分六号和哨兵二号遥
感影像具有良好的普适性。
（3）本研究在各种测试和对比实验中结果表现
较好，但由于提取裸地遥感影像背景复杂，且边缘
信息模糊，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后续将考
虑加入多种传感器的裸地样本或者有针对性地加入
数据集扩充样本的多样性，取得更好的裸地提取效
果，进一步提高模型的适用性。
（4）实际应用中可将本研究提出的网络模型与
多时相遥感影像相结合，在提取出城市裸地的基础
之上，实现监测建筑工地动态变化，以及城市草木
和耕地还林还草还湿的变化趋势，促进城市规划建
设的进程；研究裸地来源，分析变化原因，切实指
导城市建设规划和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的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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