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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滑坡在一定内外力作用下可能复活，对区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存在威胁，因此，古滑坡

群的准确识别对其细节特征剖析、稳定性评价和隐患早期判别等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文中以云南永胜县金官盆地东缘山地地区为研究区，利用 GF－2 遥感影像数据和 DEM 数据，采用面

向对象的分类方法，提出一种基于植被覆盖度与目视解译区分植被后，结合光谱、地形和纹理等特征
识别古滑坡滑源区的方法，进而建立古滑坡滑源区识别特征规则集，最后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和目视解
译对识别结果进行精度分析。结果表明：
（1）在程海－宾川断裂带北端的金官盆地东缘地区共计识别

出古滑坡群 13 处，分布受程海－宾川断裂带控制明显，具有明显的下盘效应，在龙潭滑坡西北方向

约 4 km 范围内沿断裂带连续分布。
（2）正确识别的古滑坡滑源区总面积为 3.09 km2，其中以龙潭滑坡
最为典型，滑坡特征清晰，圈椅状地形明显，滑源区后缘高程为 2 360 m，滑坡后壁崩塌堆积体坡度达

30°以上。
（3）结合识别结果、目视解译和野外实地调研，采用文中的方法识别古滑坡滑源区的正确识

别精度高达 91.54%，识别质量百分比为 86.26%。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可为类似古滑坡识别与古滑坡复
活隐患评估等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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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certa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ancient landslides may be resurrected，which will be a threat
to the liv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 Therefore，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ancient landslides

group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ts detailed feature analysis，stability evaluation，and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hidden dangers.Taking eastern margin mountain of Jinguan Basin，Yongsheng County，Yunnan

Province for research area，and using GF－2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 and DEM data，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o identify the source region of ancient landslides based on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visual interpretation，combined
with spectral，terrain and texture features based on objectoriented. Furthermore，the feature rule set of an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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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lides source area is established.Finally，the accuracy of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field inves

tigation and visual interpre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13 ancient landslide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the eastern

margin of the Jinguan Basin at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ChenghaiBinchuan fault zone，which continuous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fault zone within a range of about 4km in the northwest of Longtan landslide. The distribution is obviously

controlled by the ChenghaiBinchuan fault zone，which has obvious footwall effects.（2）The total area of the correctly
identified ancient landslide source area is 3.09km2 ，of which the Longtan landslide is the most typical with clear

landslide features and distinct armchair shaped topography. The main scarp of the landslide has the maximum

elevation of 2 360 m，and the slope of main scarp deposit is 30°.（3）Combining the recognition results，visual

interpret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the correct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the ancient landslides source area by this

method is as high as 91.54%，and the recognition quality percentage is 86.26%.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research work such as identification of ancient landslides and evaluation
of hidden dangers of ancient landslides resurrection.

Key words：ancient landslide；objectoriented；multiscale segmentation；identification of landslide source area；

ChenghaiBinchuan fault zone

引言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滇西北永胜－宾川地区位于滇西北地幔隆起的边缘，紧靠川滇菱块体西部边
界，是该块体边界上典型强震多发区［1］。发育于该区域的程海－宾川断裂带是一条古老而活动强烈的断裂
带，以左旋走滑拉张运动为主，同时伴随垂直错动，地质构造活跃，再加上该区山高谷深，滑坡、崩塌等地质
灾害发育较多。其中以程海－宾川断裂带为典型的区域活动构造在云南永胜－宾川沿线区域诱发了不同
规模的滑坡群，高发的滑坡事件带来的地质灾害链时刻威胁着程海－宾川断裂带沿线生活的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利用一定技术手段对滑坡群进行有效识别与判析，对区域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滑坡识别主要以目视解译和野外调查为主，此方法具有直接方便、漏判错判率低等优势，但又存
在费时耗力、效率低和主观性强等缺点［2－4］，常不作为独立方法对滑坡进行识别。遥感对地观测具有快速、
覆盖范围广和周期性等特点［5］，随着传感器的发展和遥感影像分辨率的不断提高，越来越被广泛运用于滑坡
的识别［6－ 7］。起初，国内外研究者主要基于遥感影像像元光谱分类的方法对滑坡进行识别并取得了一定成
果［8－9］。但该方法处理单位为单个像元点，未考虑滑坡在遥感影像上的形态、纹理和空间特征等信息［10］，导
致基于像元的滑坡识别具有一定局限性。近年来，随着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广泛使用，基于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的面向对象分析方法应运而生。面向对象的遥感图像分类方法于 1999 年由 Baatz 等［11］首次提出。该方

法除依靠其丰富的纹理、几何和空间等特征外，充分利用多源、多时相等遥感数据的结合比单个数据更能较

好地识别滑坡。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基于多源、多时相等遥感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对滑坡进行识
别提取，均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3，12－16］。不可否认，遥感技术和识别方法的进步为快速有效地获取滑坡信
息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如何提高滑坡识别效率和准确率一直是国内外研究者研究的重要内容。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面向对象分类方法在新滑坡上有较好的运用且效率较高。但古滑坡因年代
久远，滑坡体有一定植被覆盖，
“滑伤疤”地表特征受人类活动、气候、地貌演化等影响已不明显，以上因素限
制了该方法在古滑坡研究上的运用，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例如刘筱怡［17］，宿方睿等［18］采用该方法并结合目
视解译，提取了大渡河流域和川藏铁路沿线的古滑坡；张路路等［19］提出一种基于 DEM 提取古滑坡的方法，并

提取出四川理县的 3 处古滑坡。针对古滑坡的识别和调查，仅依靠遥感影像是不够的，往往还需要野外实地
调查和其他技术相结合［20－22］，但有的滑坡位于山高谷深区又极大地限制了野外工作的开展。近年来，光学

遥感与雷达遥感相结合对古滑坡的识别与监测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23－25］，该方法对小尺度范围的古滑坡进
行“点对点”监测，效率较高，但研究区较大时数据量大，处理困难，对计算机性能要求较高。文中在基于以
往面向对象识别新滑坡的方法上探讨古滑坡的识别思路和方法，建立识别特征规则集并用于区域古滑坡滑
源区识别，为在大尺度范围内对潜在危害较大的古滑坡进行细节特征深入剖析奠定基础，可为古滑坡稳定
性评价、复活隐患判别和实时实地的精准监测预警等工作提供参考。

246

1

自

然

灾

害

学

报

第 31 卷

研究区概况

文中研究区位于长江上游云南省西北部丽江市永胜县城西北的金官盆地东缘山地地区（图 1）。金官盆
地地处丽江市市区东南部，大理宾川县北部，宁蒗县南部和永胜县城西北部，距县城 10 km 左右，距市区约
103 km。盆地东西两侧为山地地区，
其地势大致呈北西－南向型长带状分布。盆地内地形平坦、
水资源丰富、
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属低纬山地季风气候，具有夏秋多雨、冬春干旱、干湿分明等特点，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金官盆地东缘山地地区地处程海－宾川断裂带北端，该断裂带发育古老且运动强烈，以左旋走滑拉张
运动为主，并伴随垂直错动。程海－宾川断裂带总体呈 NS 走向，北起金官盆地最北端，向南延伸经程海、期
纳镇、宾川县一带，长约 130 km，宽约数公里至数十公里不等。程海－宾川断裂带从第三纪－第四纪期间经
历了由挤压－拉张的变形过程，在第四纪时期形成了诸如金官盆地、程海等一系列的张性盆地和断陷湖
泊［26］。金官盆地内主要以冲积物和湖相堆积物为主，古环境信息丰富。在其东缘山地地区受断裂带两侧的
挤压、逆推与拉张等作用，形成较大规模的陡崖、飞来峰和推覆体，岩层大致向盆地内倾斜，具有一定的临空
面，再加之该区地质构造活跃，地震多发，著名的“红石崖天坑”古地震遗址发育在此。所以，内外力条件的
交互作用使得在该区形成了规模不一的滑坡群。

Fig. 1

2
2.1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图

Geographic location of study area

数据源及典型古滑坡遥感特征

数据源
文中采用来源于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http：//www.cresda.com/CN/）的 GF－2 遥感影像数据（成像时间
为：2019 年 1 月 4 日）和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下载的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
数据作为主要的基础数据源。GF－2 遥感影像包含全色波段（450～900 nm，空间分辨率为 1 m）和 4 个多光
谱波段（R：630～690 nm，G：520～590 nm，B：450～520 nm，NIR：770～890 nm，空间分辨率为 4 m），星下点空
间分辨率为 0.8 m，
具有亚米级空间分辨率、
影像幅宽大等特点；
通过辐射定标、
大气校正、
影像融合等预处理消
除大气对地物光谱的影响，
并得到空间分辨率为 1 m 的多光谱遥感影像。其中，
DEM 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30 m。
2.2 典型古滑坡遥感特征分析
金官盆地东缘巨型古滑坡群受断裂带、地质构造、岩性、地形地势、气候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主
要发育大型－巨型古滑坡，在大型－巨型古滑坡之上又发育有一些小滑坡，多沿金官盆地东缘山区山体边
坡发育，滑坡灾害呈带状密集分布，具有群发性，且滑坡体滑面移动方向大致与岩层产状倾斜方向一致，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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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位角约 200°，滑动面倾角 30°～50°之间。虽是古滑坡群，发生年代久远，但滑坡遗留痕迹依然比较明

显，无论从野外实地调查或从遥感影像上看，金官盆地东缘地区古滑坡群的滑坡色调较浅，滑坡体周界、形
状、滑坡后壁、纹理等特征清晰，滑坡体后缘断壁高陡，拉裂特征明显，多以弧状、圈椅状为主，易辨识，为其
遥感识别奠定基础。
由于金官盆地东缘巨型古滑坡群的滑前影像无法获取，所以，掌握好目前滑坡的自身特征和在遥感影
像上展现出的光谱、纹理、空间、形态特征以及地形特征等对滑坡的识别至关重要。通过对遥感影像采用假

彩色组合方式可看出（图 2（a）、
（b）），滑坡体后壁位于高陡边坡的上部或顶部［27］，与两侧周界清晰，滑坡体内
色调、光谱等与周围地物有一定差异，但滑坡体前缘周界由于常年耕作、采石、建筑房屋和修路等人类活动

已变得比较模糊，不易区分；从色调上看，滑坡体内植被较稀疏，与周围地物形成较鲜明的对比，呈淡灰黄

色，形状上多呈圈椅状负地形。从两个滑坡所呈现的地形剖面特征可看出（图 2（c）、
（d）），滑坡的滑源区物
质主要以碳山坪组灰岩、烂泥篝组白云质灰岩为主，程海－宾川断裂带主断裂带从滑坡滑移区位置穿过，滑

坡堆积体的水平位移均大于堆积体垂直位移的 2 倍以上，具有水平方向远程滑动的特点，同时方量巨大且受
断裂带控制明显。可推测金官盆地东缘巨型古滑坡群以地震滑坡为主，且受降水下渗侵蚀、斜坡坡面地貌
特征［28］、岩性等的影响，产生震裂－顺层滑动－堆积的现象。同时，在滑坡体水平移动距离为 0～0.5 km 左

右，海拔参数变化较大，坡度较陡，且从遥感影像上可看出滑源区纹理相对光滑；在滑源区与滑移区交界处，
由于各滑体运动速度不一在滑坡体上形成滑坡错台（滑坡台阶）或中间低四周高的反坡地形（滑坡洼地）；在
滑坡前部的堆积区地形坡度趋于平缓，常形成凸出的斜坡地形（滑坡舌）。

Fig. 2

3

图2

典型滑坡影像特征及剖面示意图（GF - 2，
2019.01.04）
（单位：
m）

Image characteristics and crosssectional schematic diagram of a typical landslide（GF－2，2019.01.04）
（Unit：m）

滑坡解译方法
基于上述对金官盆地东缘巨型古滑坡群特征分析，文中以 GF－2 遥感影像数据和 DEM 数据为数据源，

采用面向对象遥感图像分类方法，对研究区古滑坡群的滑源区进行识别。首先，对 GF－2 遥感影像数据进
行大气校正、辐射校正、几何校正、图像融合以及建立统一坐标系和地图投影等预处理，在此基础上提取纹

理、植被覆盖度、地表粗糙度、地形起伏度和坡度等特征信息；其次，利用 ESP 尺度参数评价工具选取潜在的

最优分割尺度，后采用多尺度分割将遥感影像分割成多个同质性较强且不重叠的对象，构建古滑坡滑源区
对象；然后结合分割对象的光谱、纹理、几何和地形等特征，通过试验，选取最优特征建立古滑坡群滑源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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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特征规则集；最后，在已得出的识别结果基础上，通过目视解译、野外实地调查对识别结果进行检查和验
证，得出遥感识别古滑坡滑源区的精度评价分析，并完成制图，总体技术路线图如（图 3）所示。

Fig. 3

3.1

图3

古滑坡群滑源区遥感识别技术路线图

Map of remote sensing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for landslide source areas of ancient landslide swarms

影像分割
影像分割是面向对象分类的关键阶段，其分割质量与信息提取精度呈线性关系。由于金官盆地东缘的

巨型古滑坡群滑源区单元各异，具有形态不一、结构复杂、面积大小不一等特点，单一影像特征和单一分割

尺度难以对复杂的滑坡群进行正确描述和分割，以致于影响滑坡识别准确性。基于此，文中采用 eCognition
软件中的多尺度分割算法（Multiresolution Segmentation）对遥感影像进行多层次分割。

多尺度分割算法是一种基于异质性最小原则，采用自下而上的区域合并算法［29，30］。该算法从像元层开

始，基于异质性最小原则，逐步合并，其目的是为实现影像分割后，同一对象内部特征和属性等具有较高的
同质性，不同对象之间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为选取能正确描述地物边界与分割后的对象边界基本一致的最

优分割尺度，本项研究借助 Dragut 等［31］基于 eCognition 软件所提出的 ESP（Estimation of Scale Parameter）尺度
参数评价工具来自动获取地物潜在的最优分割尺度参数，通过计算不同分割尺度参数下影像对象异质性的

局部变化（local variance，LV）为分割对象层的平均标准差，并以 LV 的变化率值 ROC－LV（rates of change of

LV）为基础选择影像的最优分割尺度参数。经多次试验后发现，当 ROC－LV 出现峰值时所对应的尺度即为

遥感影像上某种地物潜在的最优分割尺度。计算 LV 的变化率值（ROC－LV）如式（1）所示［31］：

é LV ( L ) - LV ( L - 1) ù
ROC = ê
ú × 100
ë LV ( LV - 1) û

（1）

式 中 ：LV（L）为 L 层 的 平 均 标 准 差 ，LV（L－1）是 L 层 的 下 一 层
（L－1 层）的平均标准差。
由于影像内不同的地物具有不同的最优分割尺度，则

ESP 计算得到的潜在最优分割尺度就不止一个。经多次分

割试验对比后，文中在 ROC－LV 曲线上根据出现峰值时所

对应的尺度即为潜在最优分割尺度的原则，
并利用潜在最优

分割尺度进行多次分割试验后，分别选取 129、99 和 342 为第

1 层、
第 2 层、
第 3 层，
这 3 层次最优分割尺度（图 4、图 5），形状

因子和紧致度因子分别为 0.4 和 0.6。如图 5 所示，结合这

图4

Fig. 4

ROCLV 变化曲线图

ROCLV chang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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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尺度得到影像分割结果，整体上可看出，分割尺度较小，其分割结果较破碎，分割后的对象面积小且数量

较多，当分割尺度较大时则反之；由于研究区地物类别较多，分布稀散，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当分割尺度为

99 和 129 时比较适合区分水体和植被；当分割尺度为 342 时，影像分割结果表现出的滑坡体滑源区边界分割

得较为清晰，古滑坡滑源区对象突出，有利于对目标信息的提取。

3.2

对象属性特征选择

Fig .5

图5

不同尺度分割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segmentation results at different scales

不同地物都有其特定的属性特征用以区分其他地物，选择合适的地物属性特征是有效区分目标地物与
其他地物的重要步骤。识别古滑坡滑源区的特征信息除了在遥感影像上待反演的特征，还有地形特征。童
立强等［32］认为对发生时间较长的老滑坡或古滑坡进行遥感识别时，滑坡体的纹理及色调与背景环境在宏观
上的不协调可成为重要的参考。虽然滑坡体在影像上不同于其他地物的色调、形状、纹理等属性特征对其
识别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是识别发生年代较久远的老滑坡或古滑坡时，更应从滑坡发生学上去考虑滑坡体
的自身特征，如滑坡体的坡度分布、海拔变化参数、高差等特征。根据前述关于研究区古滑坡群特征的分

析，文中选取运用的光谱特征主要是对遥感影像进行一系列预处理后计算得到的归一化水指数 NDWI

（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和植被覆盖度 FVC（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为主；纹理特征主要是用

融合后的遥感影像计算出的灰度共生矩阵中的同质性特征（GLCMHomogeneity）；因研究区滑坡分布密集，

体积面积较大且呈带状分布，长宽比较小，所以几何特征选则选取长宽比（Length/width）特征为主；地形特征

［15］
主要使用 DEM 数据经预处理后，利用 ArcMap 空间分析功能生成的坡度（Slope）、海拔变化参数（Ls_shape）
、

地形起伏度、地表粗糙度等地形特征。
3.3

植被覆盖度计算
考虑到古滑坡群发生年代久远，植被、纹理等信息已恢复，且滑前影像无法获得，采用前人们区分植被

和非植被后进行滑坡识别的方法不可行。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发现，金官盆地东缘滑坡群的滑面、堆积体上
虽普遍发育有植被，但植被覆盖度较低，均以杂草、细小树木为主，植被生长高度大多为 0～1.5 m 左右。因

此，文中提出一种基于植被覆盖度区分出非植被与中低植被区、高植被与较高植被区后，再结合纹理、几何
以及古滑坡的地形地貌等特征对古滑坡群滑源区进行识别的方法，从而降低对古滑坡的遗漏识别率。

植被覆盖度是衡量地表植被生长、覆盖状况的重要指标。目前利用遥感技术监测地表植被覆盖度的方

法较多，但大多操作复杂，效率较低，不易推广。李苗苗等［33］于 2004 年提出的基于像元二分法模型利用 NDVI

估算植被覆盖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NDVI 受气候、同谱异物、植被类型等因素影响的不足而被广泛使用。
具体公式如下：
FVC =

( NDVI - NDVI )

( NDVI

soil

veg

- NDVI soil )

（2）

式中：FVC 为植被覆盖度；NDVIsoil 为完全是裸土或无植被覆盖区域的 NDVI 值；NDVIveg 则代表纯植被像元的
NDVI 值。

在没有实测数据的情况下利用 NDVI 估算植被覆盖度，常运用 NDVI 值像元统计表确定致信区间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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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VIsoil 值和 NDVIveg 值。通过计算，如图 6（a）所示为研究区窝棚滑坡滑源区局部植被覆盖度拉伸图，黄线区

为滑源区目视解译区域，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图 6（c）），图中植被覆盖度提取与实际植被分布基本一致，且滑
源区内具有一定的植被覆盖。通过对植被覆盖度进行分类分级后，窝棚滑坡滑源区内的植被覆盖度度主要

集中于 0.4～0.6 以下（图 6（b）），为后续区分非植被与中低植被区、高植被与较高植被区后，结合古滑坡相关

地貌特征对其识别奠定了基础。

3.4

建立识别规则集

Fig. 6

图6

窝棚滑坡植被覆盖度

Vegetation coverage of Wopeng landslide

由于研究区地物琐碎复杂，采用单一尺度对遥感影像分割后利用对象属性特征进行目标对象的识别存
在一定难度，故而在建立古滑坡群滑源区的特征识别规则集中，采用多层次分类、阈值法分类和模糊分类的
方法在 eCognition 软件上建立金官盆地东缘古滑坡群滑源区的特征识别规则集合（图 7）。依据前文对研究

区影像分割结果和滑坡对象属性特征的分析，首先，第 1 层采用 129 的分割尺度对遥感影像进行分割后，利

用 NDWI 水体指数进行模糊分类区分出水体和非水体。其次，第 2 层采用 99 的分割尺度对遥感影像进行分

割后，并将第 1 层的非水体类继承至第 2 层，利用已计算出的植被覆盖度将非水体类区分为非植被与中低植

被区和高植被与较高植被区，同时在非植被与中低植被区利用坡度区分出滑坡易发坡度区和“非”滑坡易发

Fig. 7

图7

古滑坡群滑源区识别规则集合

A collection of rules for identifying the source area of ancient landslide sw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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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区。再次，在区分出滑坡易发坡度区后，将此类包含滑坡对象的类别进行合并后再分割，采用 342 的较

大尺度对合并后包含滑坡对象的地物进行再分割；最后，使用同质性、地表粗糙度、长宽比、海拔变化参数、
地形起伏度等特征提取出古滑坡群的滑源区对象。

如图 7 所示的古滑坡群识别规则集中，第 1 层区分水体与非水体时以 NDWI 为提取特征，运用模糊分类

中的大于隶属度函数进行分类，
当对象的 NDWI 值越接近阈值 0.935 时，
对象隶属于水体的隶属度就越接近 1，
当对象的 NDWI 值越接近阈值 0.893 3 时，对象隶属于水体的隶属度就越接近 0。在第 2 层区分非植被与中

低植被区和高植被与较高植被区时，根据丁美青等［34］、谭清梅等［35］的研究成果，将植被覆盖度大于 0.5 的阈

值分为高植被与较高植被区，小于等于 0.5 的阈值则分为非植被与中低植被区。同时，为更准确地划定出滑

坡候选对象的范围，根据杜国梁等［36］对藏东南地区滑坡易发性评价的研究，该区滑坡主要发生在坡度大于

10°以上的区域，且陈天博等［37］指出发生滑坡的坡度主要在 30°～40°之间，基于此，文中在第 2 层已区分出的

非植被与中低植被区中，将坡度大于等于 10°的区域分为滑坡易发坡度区，而小于 10°的区域则划分为“非”
滑坡易发坡度区。最后，在滑坡易发坡度区里根据研究区古滑坡的滑源区特征对其进行提取。

4

解译结果及野外验证
通过以上的方法与试验，得到金官盆地东

缘古滑坡滑源区识别结果如图 8 所示，共识别

出金官盆地东缘古滑坡滑源区总面积为 3.29 km2，
主要密集分布于途经金官盆地东缘的程海－宾
川断裂带北端下盘，受拉张错动（正断）效应明
显。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和现场调研可得，滑坡
点分布、滑源区边界规模都具有较好的对应，以

窝棚滑坡（图 8（a））和龙潭滑坡（图 8（b））为例，

圈椅状负地形特征明显，滑坡后壁突出，二者滑

坡后壁最大高程分别为 2 215 m 和 2 360 m。其

中，虽然窝棚滑坡滑源区上有一定植被覆盖，但
通过基于植被覆盖度区分后的面向分类方法还
是能较好地将该滑坡滑源区识别出来，证明文
Fig. 8

中提出的方法在识别植被、纹理等已恢复的古
滑坡滑源区上具有一定可行性。
Table 1

表1

图8

古滑坡滑源区识别结果图

Identification result of landslide source area
of ancient landslide swarms

古滑坡群滑源区识别结果精度

Accuracy of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ancient landslide swarms sliding source area

序号

正确识别面积/ km2

遗漏识别面积/ km2

错误识别面积/ km2

（1）

0.032 248 445

0.007 987 295

0.013 482 498

（2）

0.098 953 089

0.006 374 685

0.014 961 932

（3）

0.026 913 582

0.010 636 923

0.011 369 696

（4）

0.135 075 593

0.024 716 371

0.006 453 879

（5）

0.084 678 961

0.000 592 595

0.008 110 965

（6）

0.261 181 785

0.017 846 613

0.017 000 415

（7）

0.211 056 071

0.015 765 189

0.005 897 733

（8）

0.711 628 25

0.025 441 525

0.025 682 44

（9）

0.274 395 824

0.011 430 034

0.005 781 724

（10）

0.209 625 784

0.001 388 336

0.021 992 699

（11）

0.112 583 254

0.004 587 635

0.009 637 986

（12）

0.688 856 021

0.065 880 38

0.134 860 529

（13）

0.240 801 985

0.013 762 686

0.010 059 078

3.09

0.21

0.29

DP/%

QP/%

Bf

Mf

91.54

86.26

0.0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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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得出的识别结果和野外实地调查基础之上，精度评价指标采用 Lee 等［38］的方法，通过目视解译对识

别结果进行验证修正和识别精度的检验，其精度评价结果如表 1 所示（序号（1）－（13）为自北向南识别出的

滑源区）。由表 1 可看出，正确识别百分比（detection positive，DP）为 91.54%，正确识别总面积为 3.09 km2，即

采用面向对象分类的方法可将研究区 91.54% 的古滑坡滑源区识别出来，质量百分比（quality percentage，QP）

（M）
其中，识别出的最大滑源区是龙潭滑坡，面积为
为 86.26%，分歧因子（B）
f 和遗漏因子
f 分别为 0.06 和 0.09，

0.71 km2，滑源区面积最小的为 0.03 km2。为了对识别结果进行较直观的展示和更细节的探讨，对识别结果

的正确识别、错误识别和遗漏识别进行整合可看出（图 9），每一单体古滑坡滑源区上均存在一定的错误识别

和遗漏识别，可见影像的分割对古滑坡的提取至关重要，如能利用有效的分割尺度或分割方法对古滑坡边
界进行较为准确的分割，对古滑坡滑源区的识别效果和识别精度的提升将会有质的飞跃。通过上述分析表
明，该方法对识别古滑坡滑源区具有较高的识别精度，整体识别效果较好，能达到识别需求，具有可行性，可
为类似古滑坡分布研究、复活隐患点识别等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Fig. 9

5

图9

古滑坡群滑源区识别结果细节图

Details of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ancient landslide swarms sliding source area

结论
（1）文中利用融合后空间分辨率为 1 m 的 GF－2 遥感影像数据和 DEM 数据，提出了一种在面向对象分

类的基础上基于植被覆盖度区分植被后的古滑坡滑源区快速识别的方法。利用植被覆盖度将高植被与较

高植被区剔除后，在非植被与中低植被区里得到古滑坡滑源区候选对象，后利用纹理特征、几何特征以及
DEM 生成的各项地形特征，对各类非古滑坡滑源区对象进行一一剔除，得到最终的需识别的目标对象，并建
立规则集合。

（2）运用该方法，共识别出研究区 13 个古滑坡滑源区，经野外实地调查和目视解译验证后发现，古滑坡

滑源区与滑坡点分布位置大体一致，主要沿金官盆地东缘程海－宾川断裂带北端下盘分布，古滑坡滑源区
正确识别总面积为 3.09 km2，正确识别精度达 91.54%，识别质量百分比为 86.26%。研究表明，该方法尽可能

从滑坡发生学的角度出发，基于较简洁的识别规则集，可快速有效地获取古滑坡的分布位置、边界等信息，
为深入研究古滑坡的细节特征奠定基础，为古滑坡复活隐患判别和稳定性评价等工作提供参考。
（3）基于古滑坡群滑源区的识别结果评价来看，虽然文中识别的整体效果较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
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完善。如该方法对古滑坡滑源区的识别与古滑坡位置的确定效果较好，但
是对整个古滑坡周界的提取仍是未来研究需完善的难题。此外，文中所建立的古滑坡滑源区识别方法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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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动识别，未曾实现全自动化识别，在如何构建区分性更佳的识别规则集、实现基于计算机全自动识别和
结合雷达数据、深度学习、人工智能（AI）识别等方法进行准确有效的古滑坡识别研究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张铎，吴中海，李家存，等 . 滇西北永胜-宾川地区滑坡发育的影响因子分析及其动力成因与意义探讨［J］. 自然灾害学报，2016，25
（1）：176－190.

ZHANG Duo，WU Zhonghai，LI Jiacun，et 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 of landslide in YongshengBinchuan region of northwest Yunna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ts dynamic cause and significance［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16，25（1）：176－190.（in Chinese）

［2］ SATO H P，HARP E L. Interpretation of earthquakeinduced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the 12 May 2008，M7.9 Wenchuan earthquake in the Beichuan
area，Sichuan Province，China using satellite imagery and Google Earth［J］. Landslides，2009，6（2）：153－159.

［3］ 彭令，徐素宁，梅军军，等 . 地震滑坡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识别［J］. 遥感学报，2017，21（4）：509－518.

PENG Ling，XU Suning，MEI Junjun，et al. Earthquakeinduced landslide recognition using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J］.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2017，21（4）：509－518.（in Chinese）

［4］ 安立强，张景发，赵福军 . 汶川地震次生灾害提取：面向对象影像分类技术的应用［J］. 自然灾害学报，2011，20（2）：160－168.

AN Liqiang，ZHANG Jingfa，ZHAO Fujun. Extracting secondary disaster of Wenchuan earthquake：application of objectoriented imageclassi

fying technology［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11，20（2）：160－168.（in Chinese）

［5］ 李德仁，眭海刚，单杰 . 论地理国情监测的技术支撑［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2，37（5）：505－512.

LI Deren，SUI Haigang，SHAN Jie. Discussion on key technologies of geographic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2012，37（5）：505－512.（in Chinese）

［6］ 叶润青，邓清禄，王海庆 . 基于图像分类方法滑坡识别与特征提取：以归州老城滑坡为例［J］. 工程地球物理学报，2007，4（6）：574－577.

YE Runqing ，DENG Qinglu ，WANG Haiqing. Landsides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image classification ：a case study on Guizhoulaocheng

landslide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J］. Chines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physics，2007，4（6）：574－577.（in Chinese）

［7］ BEHLING R ，ROESSNER S ，GOLOVKO D ，et al. Derivation of longterm spatiotemporal landslide activity — A multisensor time series
approach［J］.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2016，186：88－104.

［8］ 苏凤环，刘洪江，韩用顺 . 汶川地震山地灾害遥感快速提取及其分布特点分析［J］. 遥感学报，2008，12（6）：956－963.

SU Fenghuan，LIU Hongjiang，HAN Yongshun. The extraction of mountain hazard induced by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analysis of its distributing

characteristic［J］.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2008，12（6）：956－963.（in Chinese）

［9］ MONDINI A C，GUZZETTI F，REICHENBACH P，et al. Semiautomatic recognition and mapping of rainfall induced shallow landslides using
optical satellite images［J］.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2011，115（7）：1743－1757.

［10］ 林齐根，邹振华，祝瑛琦，等 . 基于光谱、空间和形态特征的面向对象滑坡识别［J］. 遥感技术与应用，2017，32（5）：931－937.

LIN Qigen，ZOU Zhenhua，ZHU Yingqi，et al. Objectoriented detection of landslides based on the spectral，spatial and morphometric properties

of landslides［J］.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2017，32（5）：931－937.（in Chinese）

［11］ BAATZ M，SCHAPE A.Objectoriented and multiscale image analysis in semantic networks［C］//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perationalization of Remote Sensing，Enschede，Netherlands，1999：1－7.

［12］ MARTHA T R，KERLE N，JETTEN V，et al. Characterising spectral，spatial and morphometric properties of landslides for semiautomatic
detection using objectoriented methods［J］. Geomorphology，2010，116（1－2）：24－36.

［13］ LU P，STUMPF A，KERLE N，et al. Objectoriented change detection for landslide rapid mapping［J］.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2011，8（4）：701－705.

［14］ 张毅，谭龙，陈冠，等 . 基于面向对象分类法的高分辨率遥感滑坡信息提取［J］.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50（5）：745－750.

ZHANG Yi，TAN Long，CHEN Guan，et al. Landslide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high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based on the object oriented

classification method［J］.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s），2014，50（5）：745－750.（in Chinese）

［15］ 杨文涛，汪明，史培军，等 . 基于地形因子分割、分类的面向对象滑坡快速识别方法［J］. 自然灾害学报，2015，24（4）：1－6.

YANG Wentao，WANG Ming，SHI Peijun，et al. Objectoriented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landslides based on terrain factors segmen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15，24（4）：1－6.（in Chinese）

［16］ 丁辉，张茂省，朱卫红，等 . 黄土滑坡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识别：以陕西省延安市地区为例［J］. 西北地质，2019，52（3）：231－239.

DING Hui，ZHANG Maosheng，ZHU Weihong，et al. High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loess landslides：example from

Yan'an city［J］. Northwestern Geology，2019，52（3）：231－239.（in Chinese）

［17］ 刘筱怡 . 基于多元遥感技术的古滑坡识别与危险性评价研究［D］. 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2020.

LIU Xiaoyi. Identification and Hazard Assessment of Ancient Landslides Based on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D］.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2020.（in Chinese）

［18］ 宿方睿，郭长宝，张学科，等 . 基于面向对象分类法的川藏铁路沿线大型滑坡遥感解译［J］. 现代地质，2017，31（5）：930－942.

SU Fangrui，GUO Changbao，ZHANG Xueke，et al.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of large landslides along SichuanTibet railway based on

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 method［J］. Geoscience，2017，31（5）：930－942.（in Chinese）

［19］ 张路路，刘召芹，刘峰，等 .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古滑坡区提取［J］. 遥感信息，2015，30（6）：37－41，47.

254

自

然

灾

害

学

报

第 31 卷

ZHANG Lulu，LIU Zhaoqin，LIU Feng，et al. Extraction of ancient landslide based on DEM［J］. 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2015，30（6）：

37－41，47.（in Chinese）

［20］ 郭兆成，聂洪峰，杨亮，等 . 鹤庆盆地东缘古滑坡遥感识别与特征研究［J］. 现代地质，2014，28（5）：1068－1076.

GUO Zhaocheng，NIE Hongfeng，YANG Liang，et al. Ancient landslide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using remote sensing along eastern

edge of the Heqing Basin［J］. Geoscience，2014，28（5）：1068－1076.（in Chinese）

［21］ 陈剑，王全才，李波 . 西藏樟木滑坡特征及成因研究［J］. 自然灾害学报，2016，25（2）：103－109.

CHEN Jian，WANG Quancai，LI Bo.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 analysis of Zhangmu landslide in Tibet［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16，

25（2）：103－109.（in Chinese）

［22］ GUO C B，ZHANG Y S，LI X，et al. Reactivation of giant Jiangdingya ancient landslide in Zhouqu County ，Gansu Province，China［J］.
Landslides，2020，17（1）：179－190.

［23］ QI S W，ZOU Y，WU F Q，et al. A recognition and geological model of a deepseated ancient landslide at a reservoir under construction［J］.
Remote Sensing，2017，9（4）：383.

［24］ 陆会燕，李为乐，许强，等 . 光学遥感与 InSAR 结合的金沙江白格滑坡上下游滑坡隐患早期识别［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19，44（9）：1342－1354.

LU Huiyan，LI Weile，XU Qiang，et al. Early detection of landslides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areas of the Baige landslide，the Jinsha

River based on optical remote sensing and InSAR technologies［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2019，44（9）：
1342－1354.（in Chinese）

［25］ 戴可人，铁永波，许强，等 . 高山峡谷区滑坡灾害隐患 InSAR 早期识别：以雅砻江中段为例［J］. 雷达学报，2020，9（3）：554－568.

DAI Keren，TIE Yongbo，XU Qiang，et al.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landslide geohazards in alpinecanyon terrain based on SAR interfer

ometry—a case study of the middle section of Yalong river［J］. Journal of Radars，2020，9（3）：554－568.（in Chinese）

［26］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 滇西北地区活动断裂［M］. 北京：地震出版社，1990：106－109.

Institute of Geology，National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Active Faults in Northwest Yunnan［M］. Beijing：Seismological Press，1990：106－

109.（in Chinese）

［27］ 罗永红，王运生 . 汶川地震诱发山地斜坡震动的地形放大效应［J］. 山地学报，2013，31（2）：200－210.

LUO Yonghong，WANG Yunsheng. Mountain slope ground motion topography amplification effect induced by Wenchuan earthquake［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2013，31（2）：200－210.（in Chinese）

［28］ 蒋德明，李益敏，鲍华姝 . 泸水县滑坡孕灾环境因素敏感性研究［J］. 自然灾害学报，2016，25（4）：109－119.

JIANG Deming，LI Yimin，BAO Huashu. Study on sensitivity in disasterpregn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landslide in Lushui County［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16，25（4）：109－119.（in Chinese）

［29］ EISANK C，SMITH M，HILLIER J. Assessment of multiresolution segmentation for delimiting drumlins in digital elevation models［J］. Geomor
phology（Amsterdam，Netherlands），2014，214：452－464.

［30］ 马浩然 . 基于多层次分割的遥感影像面向对象森林分类［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4：14－27.

MA Haoran. ObjectBased Remote Sensing Image Classification of Forest Based on MultiLevel Segmentation［D］. Beijing：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2014：14－27.（in Chinese）

［31］ DRǍGUŢ L，TIEDE D，LEVICK S R. ESP：a tool to estimate scale parameter for multiresolution image segmentation of remotely sensed dat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2010，24（6）：859－871.

［32］ 童立强，郭兆成 . 典型滑坡遥感影像特征研究［J］. 国土资源遥感，2013，25（1）：86－92.

TONG Liqiang，GUO Zhaocheng. A study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features of typical landslides［J］. Remote Sensing for Land & Resources，

2013，25（1）：86－92.（in Chinese）

［33］ 李苗苗，吴炳方，颜长珍，等 . 密云水库上游植被覆盖度的遥感估算［J］. 资源科学，2004，26（4）：153－159.

LI Miaomiao，WU Bingfang，YAN Changzhen，et al. Estimation of vegetation fraction in the upper basin of Miyun reservoir by remote sensing

［J］. Resources Science，2004，26（4）：153－159.（in Chinese）

［34］ 丁美青，陈松岭，郭云开 . 基于遥感的土地复垦植被覆盖度评价［J］. 中国土地科学，2009，23（11）：72－75.

DING Meiqing，CHEN Songling，GUO Yunkai. Assessment on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after land reclamation based on RS［J］. China Land

Science，2009，23（11）：72－75.（in Chinese）

［35］ 谭清梅，刘红玉，张华兵，等 . 基于遥感的江苏省滨海湿地景观植被覆盖度分级研究［J］. 遥感技术与应用，2013，28（5）：934－940.

TAN Qingmei，LIU Hongyu，ZHANG Huabing，et al. Classification of vegetation coverage of wetland landscape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n the

coastal area of Jiangsu Province［J］.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2013，28（5）：934－940.（in Chinese）

［36］ 杜国梁，张永双，吕文明，等 . 基于加权信息量模型的藏东南地区滑坡易发性评价［J］. 灾害学，2016，31（2）：226－234.

DU Guoliang，ZHANG Yongshuang，LV Wenming，et al.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ssessment based on weighted information value model in

southeast Tibet［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2016，31（2）：226－234.（in Chinese）

［37］ 陈天博，胡卓玮，魏铼，等 . 无人机遥感数据处理与滑坡信息提取［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7，19（5）：692－701.

CHEN Tianbo，HU Zhuowei，WEI Lai，et al. Data processing and landslide information extraction based on UAV remote sensing［J］.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2017，19（5）：692－701.（in Chinese）

［38］ LEE D S，SHAN J，BETHEL J S. Classguided building extraction from Ikonos imagery［J］.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2003，69（2）：143－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