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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

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采集到的图像信息经预处理后得到图像直线

段，通过K-Means聚类对图像直线中点进行分类；

检测每类直线簇的直线数量，并计算直线间相对

位置距离及角度关系；构建常见违章建筑物直线

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并将其与检测图像的直线

角度分布情况相匹配，计算欧氏距离；然后根据

每个直线簇直线数量、位置距离约束及角度分布

与常见违章建筑物角度分布直方图相似度对违

章建筑物特征进行识别。本发明解决了利用定点

视频监控自动发现违章建筑物时，违章建筑物特

征提取困难及受自然场景下各种物体干扰多的

问题，大大提高了违章建筑物自动识别的效率和

检测结果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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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将采集到的图像信息预处理后，用LSD直线检测算法对其进行直线检测；得到直线

端点坐标及数量N，计算直线长度L并对直线进行筛选，去除长度小于S/10000的直线，其中S

为图像像素数量，且S≥10000；否则不去除；

(2)使用K-Means聚类算法，根据步骤(1)筛选出的直线中点进行聚类分类，并计算每个

直线簇中直线的数量n、距离d及直线间角度，得到直线间角度分布情况；

(3)对步骤(2)中得到的各个聚类作进一步判断，如果各个直线簇中直线的数量n小于

3，任意两条直线距离d小于两条中较短直线长度值的1.5倍时，则去除该聚类，若满足，则进

入步骤(4)；

(4)根据定点监控已采集到的违章建筑物，提取常见违章建筑物类型的直线轮廓，绘制

常见违建类型的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并构建违章建筑物角度分布特征库；

(5)绘制待测图像的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并用巴氏系数计算其和步骤(4)中常见

违建角度分布特征库的相似度，并将该值乘以置信度，结果越接近1则两者越相似，如果结

果大于阈值T，则判定图像中存在违章建筑物；反之，则图像中不存在建筑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预处理包括：灰度化、二值化、形态学处理和Canny算子边缘检

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具体包括：

(21)选取K-Means聚类算法的k值为N/3，N为提取到的直线数量，对步骤(1)筛选出的直

线中点进行K-Means聚类，得到每个直线簇的直线数量n；

(22)以图像左上角为原点，水平和垂直方向分别为x轴、y轴建立直角坐标系，对聚类后

的直线，由LSD直线检测得到直线端点的坐标(xi,yi)和(xj,yj)，i≠j，i、j为端点序号，则由

勾股定理可得直线长度d；

(23)由直线两端点坐标可计算出聚类后各类所有直线的倾角，所述倾角为直线与x轴

正方向的夹角，并将其转换到[0,90°]由大到小顺序排列，继而按倾角大小从大到小依次计

算相邻两直线夹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具体包括：

(41)用LSD算法提取常见违章建筑物的直线轮廓信息，以其各直线轮廓间的夹角为横

坐标，以夹角出现在各角度级归一化后的频率为纵坐标，绘制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其

中，所述角度级为将得到的夹角四舍五入保留整数分为90个等级，且89.5到90度之间的角

度级归为0；所述归一化后的频率为所处该角度级的夹角个数与各直线轮廓间的夹角总数

的比值；

(42)将常见违章建筑物按违建类型归类，分别绘制自然场景下单个至m个违章建筑子

结构规则排列的角度分布直方图，以违建类型和违章建筑子结构数量构成常见违章建筑物

二维的角度分布库并赋以不同的置信度，取值0至1，其中，单一和m个违章建筑子结构时绘

制的角度分布直方图对应置信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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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在检索违章建筑物角度分布库时，基于最近邻搜索得到同一违章类型m个违章建

筑子结构对应的角度分布直方图及置信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违建类型包括围墙、砖瓦、钢架、大棚、工地。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违章建筑子结构包括砖块、钢管、采光板、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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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别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图像识别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

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社会，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石。在人口日益膨胀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土地承受着巨大的压

力，人地关系日趋紧张。而违章建设、土地违法使用等现象作为土地占用的一大因素已十分

严重，因此亟待高效准确地自动识别违章建筑。而识别违章建筑的过程极易受复杂现实场

景的干扰，并难以区分违章建筑和场景中繁杂的自然物体。因此，提高违章建筑物识别的准

确率，保证检测结果的鲁棒性以减少误报率显得十分重要。如何区分违章建筑和自然物体

及排除对复杂现实场景的干扰因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0003] 在违章建筑识别过程中，由于场景内物体数量的众多，直接定点监控、采集视频信

息或者图片信息易造成与自然物体和道路电线等部分人文物体混淆，导致违章建筑检测的

误判。在现实情境中，违章建筑其形态往往呈多样性，难以有统一的特征描述。且违章建筑

物是由于人自发的构建形成，本身就难以预测其结构形态，从而影响了违章建筑识别的准

确率。针对于上述问题，结合建筑物轮廓约束区别于自然物体在形态特征上的特点，对于准

确高效判定图像中是否存在建筑物技术的需求日益凸显。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

筑物识别方法，该方法对采集的图像信息进行聚类分析，去除自然场景中树木、丛林、自行

车轿车等干扰因素，提高了违章建筑的识别率、减少了误报率，并大幅度提高了检测结果的

鲁棒性。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

别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将采集到的图像信息预处理后，用LSD直线检测算法对其进行直线检测；得到

直线端点坐标及数量N，计算直线长度L并对直线进行筛选，去除长度小于S/10000的直线，

其中S为图像像素数量，且S≥10000；否则不去除。

[0007] 进一步地，步骤(1)中，所述预处理包括：灰度化、二值化、形态学处理和Canny算子

边缘检测。

[0008] (2)使用K-Means聚类算法，根据步骤(1)筛选出的直线中点进行聚类分类，并计算

每个直线簇中直线的数量n、距离d及直线间角度分布。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具体包括：

[0010] (21)选取K-Means聚类算法的k值为N/3，N为提取到的直线数量，对步骤(1)筛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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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线中点进行K-Means聚类，得到每个直线簇的直线数量n；

[0011] (22)对聚类后的直线，由LSD直线检测得到直线端点的坐标(xi,yi)和(xj,yj)，则

由勾股定理可得直线长度d；

[0012] (23)由直线两端点坐标可计算出聚类后各类所有直线的倾角，并将其转换到[0,

90°]由大到小顺序排列，继而按倾角大小从大到小依次计算相邻两直线夹角。

[0013] (3)对步骤(2)中得到的各个直线簇进行进一步判断，如果各个直线簇中直线的数

量n小于3，任意两条直线距离d小于两条中较短直线长度值的1.5倍时，则去除该直线簇，若

满足，则进行步骤(4)进一步判定。

[0014] (4)根据定点监控已采集到的违章建筑物，提取常见违章建筑物类型的直线轮廓，

绘制常见违建类型的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并构建违章建筑物角度分布特征库。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具体包括：

[0016] (41)用LSD算法提取常见违章建筑物的直线轮廓信息，以其各直线轮廓间的夹角

为横坐标，以夹角出现在各角度级归一化后的频率为纵坐标，绘制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

图；其中，所述角度级为将得到的夹角四舍五入保留整数分为90个等级，且89.5到90度之间

的角度级归为0；所述归一化后的频率为所处该角度级的夹角个数与各直线轮廓间的夹角

总数的比值；

[0017] (42)将常见违章建筑物按违建类型归类，分别绘制自然场景下单个至m个违章建

筑子结构规则排列的角度分布直方图，以违建类型和违章建筑子结构数量构成常见违章建

筑物二维的角度分布库并赋以不同的置信度，取值0至1，其中，单一和m个违建子结构时绘

制的角度分布直方图对应置信度最高；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违建类型包括围墙、砖瓦、钢架、大棚、工地；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违章建筑子结构包括砖块、钢管、采光板、防护网；

[0020] (43)在检索违章建筑物角度分布库时，基于最近邻搜索得到同一违章类型m个违

章建筑子结构对应的角度分布直方图及置信度。

[0021] (5)绘制待测图像的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并用巴氏系数计算其和步骤(4)中

常见违建角度分布特征库的相似度，并将该值乘以置信度，结果越接近1即两者越相似，如

果结果大于阈值T，则判定图像中存在违章建筑物；反之，则图像中不存在建筑物。

[0022] 有益效果：1、通过引入违章建筑物直线轮廓的聚类分析，更好利用监控视频中违

章建筑物轮廓信息，提高检测结果鲁棒性和实时性；2、在违章建筑检测中，去除了复杂场景

中的各种干扰物体，如自然场景中树木丛林和人为停留的自行车轿车等干扰因素；3、更好

地表述违章建筑物轮廓约束，避免对监控视频进行识别时违章建筑特征提取的本身就存在

的困难；显著提高了违章建筑的识别率、减少了误报率，并大幅度提高了检测结果的鲁棒

性。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的整体框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常见建筑物轮廓约束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的最近邻搜索中kd-树构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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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K-Means聚类和轮廓拓扑约束的违章建筑物识别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28] (1)将采集到的图像信息预处理后，用LSD直线检测算法对其进行直线检测；得到

直线端点坐标及数量N，计算直线长度L并对直线进行筛选，去除长度小于S/10000的直线，

其中S为图像像素数量，且S≥10000；否则不去除；

[0029] (2)使用K-Means聚类算法，根据步骤(1)筛选出的直线中点进行聚类分类，并计算

每个直线簇中直线的数量n、距离d及直线间角度分布；

[0030] (3)对步骤(2)中得到的各个聚类进行进一步判断，如果各个直线簇中直线的数量

n小于3，任意两条直线距离d小于两条中较短直线长度值的1.5倍时，则去除该聚类，若满

足，则进行步骤(4)进一步判定；

[0031] (4)根据定点监控已采集到的违章建筑物，提取常见违章建筑物类型的直线轮廓，

绘制常见违建类型的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并构建违章建筑物角度分布特征库；

[0032] (5)绘制待测图像的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并用巴氏系数计算其和步骤(4)中

常见违建角度分布特征库的相似度，并将该值乘以置信度，结果越接近1即两者越相似，如

果结果大于阈值T，则判定图像中存在违章建筑物；反之，则图像中不存在建筑物。

[0033] 如图2所示，步骤(2)中，使用K-Means聚类算法，根据步骤(1)中筛选出的直线中点

进行分类，并计算每个直线簇中直线的数量n、距离d及直线间角度分布。具体进行的数据处

理包括如下步骤：

[0034] (21)假设提取到的直线数量为N，则K-Means聚类算法的k值取N/3，且对每个直线

中点计算离其最近的质心，然后将该中点标为质心对应的类别，并重新计算质心，直至质心

不再变化，对步骤(1)筛选出的直线中点进行K-Means聚类，得到每个直线簇的直线数量n。

[0035] (22)对聚类后的直线，由LSD直线检测得到直线端点的坐标(xi,yi)和(xj,yj)，则

可得直线长度:

[0036]

[0037] (23)由直线两端点坐标通过反正切函数可计算出直线倾角，并将其转换到[0 ,

90°]由大到小顺序排列，继而按倾角大小从大到小依次计算相邻两直线夹角θ。

[0038] 如图3所示，步骤(4)中，根据定点监控已采集到的违章建筑物，提取常见违章建筑

物类型的直线轮廓，绘制常见违建类型的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并构建违章建筑物角

度分布特征库。具体地，数据处理包括如下步骤：

[0039] (41)用LSD算法提取常见违章建筑物的直线轮廓信息，以其各直线轮廓间的夹角

为横坐标，以夹角出现在各角度级归一化后的频率为纵坐标，绘制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

图；其中，所述角度级为将得到的夹角四舍五入保留整数分为90个等级，且89.5到90度之间

的角度级归为0；所述归一化后的频率为所处该角度级的夹角个数与各直线轮廓间的夹角

总数的比值；

[0040] (42)将常见违章建筑物归类成围墙、砖瓦、钢架、大棚、工地，分别绘制自然场景下

单个至m个违章建筑子结构自由排列的角度分布直方图。在检测中，由于上述违章建筑物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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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由其子结构规则排列，如围墙由砖瓦堆砌而成、大棚由采光板叠盖而成。故本方法检测

其子结构规则排列时角度分布情况以判断是否为此违章建筑物，且其子结构单个及多个规

则排列时角度分布更为精确，此时检测的是其组成单元和违章建筑物整体角度分布特征。

其中m值要求大于10，且当m够大时该类型违章建筑角度分布特征将趋于稳定。本实施例中m

取20，以违建类型按标签构成常见违章建筑物二维的角度分布库并赋以不同的置信度，取

值0至1，以两端最高，即单一违建和m个违章建筑子结构时绘制的角度分布直方图对应置信

度最高。

[0041] (43)在检索违章建筑物角度分布库时，基于最近邻搜索将该类型m个违章建筑子

结构对应的角度分布直方图及置信度赋予结果。

[0042] 步骤(5)中，绘制待测图像的直线轮廓角度分布直方图，并用巴氏系数计算其和步

骤(4)中常见违建角度分布特征库的相似度。具体进行的数据处理包括如下步骤：

[0043] (51)输入待检测图像，并以其各直线轮廓间的夹角为横坐标绘制其直线轮廓角度

分布直方图；

[0044] (52)利用kd-tree从特征库中对常见违章建筑物形态检测。

[0045] (53)计算巴氏系数时，其计算公式如下：

[0046]

[0047] 其中,i为角度，0≤i≤90,p(i)p′(i)分别代表源与候选的图像直方图分布值，对

每个相同i的数据点乘积开平方以后相加得出的结果即为图像相似度值(巴氏系数因子值

ρ)，范围为0到1之间。而最终图像中违章建筑物存在的可能性为置信度乘相似度。

[0048] 综上，本发明基于LSD直线检测算法，对于定点视频监控的违章建筑物特征进行初

步过滤，得到相关违章建筑物轮廓信息，进而通过每个直线簇中直线数量、相关位置和角度

信息进行聚类分析。去除直线数量小于3，且直线相距较远的聚类，以去除道路、电线杆等常

见的人文物体。

[0049] 其次，本发明利用K-Means聚类思想，结合违章建筑物轮廓拓扑约束，构建了常见

违章建筑物的二维角度分布库，提出了基于待测图像和常见违建类型角度分布库相似度比

较的轮廓特征确定方法。通过置信度分配，进一步调整违章建筑物轮廓约束的权重，继而通

过相似度和置信度的乘积设定阈值，对违章建筑物轮廓信息进行合理有效地提取，最终自

动识别定点监控中复杂场景下的违章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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