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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分一号影像的土壤盐渍化信息提取方法②

牛增懿， 丁建丽， 李艳华， 王爽， 王璐， 马成霞
（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绿洲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 目前土壤盐渍化遥感监测主要使用中低分辨率遥感影像，存在对土壤盐渍化细节信息监

测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使用国产“高分一号”卫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F-1 PMS），基于先进的

面向对象方法和最大似然法进行了盐渍化信息提取，并比较了两种方法的提取效果，此外，又同

Landsat8 OLI的提取结果进行了比较。通过对两种分类方法、两种最新传感器提取结果的比较，可

以得出：国产高分一号影像在土壤盐渍化信息提取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就提取方法而言，同最大

似然法相比，面向对象方法精度更高，更适用于GF-1 PMS影像的盐渍化信息提取，面向对象法的总

体精度和Kappa系数为92.94%和0.91，而最大似然法的总体精度和Kappa系数为87.78%和0.77，面

向对象方法的精度高出了约5个百分点；就分辨率而言，同Landsat8 OLI影像相比，Landsat8 OLI影

像分类精度只有63.47%，而GF-1 PMS高分辨影像分类精度要高很多，盐渍化信息细节描述更充

分，可提取出受到盐渍化影响的植被信息，对农田尺度盐渍化遥感监测研究有重要意义，也对拓展

国产高分一号影像GF-1 PMS的应用范围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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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渍化是土地退化形式之一，通常出现在

气候干旱、土壤蒸发强度大、地下水位高且含有较

多的可溶性盐类的地区［1］。盐渍土是我国最主要的

中低产土壤类型之一，其生产力水平与其质量状况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2］。位于干旱区的新疆，盐渍土

广泛分布，严重制约着干旱区农业发展，为了掌握

土壤盐渍化对干旱区农业的威胁程度，确保干旱区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土壤盐渍化的监测以及监测

方法的研究十分必要。

在盐渍化识别和监测方面，已有多种遥感数据

被使用，包括航片、视频图像和全色红外、多光谱、

高光谱和雷达影像等，但是从影像分辨率角度来

看，盐渍化监测主要利用中低分辨率影像，由于其

分辨率较低，导致土壤盐渍化信息的细节描述不够

细致，尤其是在田间尺度上，难以满足精准农业的

要求［3-10］。而在进行盐渍化评估和制图时，遥感影

像的空间分辨率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子［3，11］。

利用高分辨率卫星进行土壤盐渍化信息提取也有

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却相对较少。ELDEIRY 等

在农业区域进行了 IKONOS与Landsat盐渍化提取

对比研究，发现空间分辨率对于盐渍化监测起着

重要作用，从 IKONOS 影像中得到的效果更好［12］。

SIDIKE等基于Quick Bird多光谱影像利用PLSR方

法 建 立 了 土 壤 含 盐 量 估 算 模 型［13］。 AMAL

ALLBED 等利用 IKONOS 高分辨率影像评价了不

同的土壤盐分指数和植被指数与枣椰树绿洲土壤

含盐量的相关性［14］。以上方法是在像元尺度上利

用高分影像的光谱信息进行盐渍化信息提取，并没

有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在利用面向对象方法提

取盐渍化信息方面，阿依提拉使用TM影像数据进

行了面向对象方法盐渍地信息提取［15］。买买提探

讨了ALOS遥感影像面向对象的盐渍地信息提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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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果表明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比与传统分类方

法的精度要高很多［16］。

国外高分影像价格昂贵，且幅宽小，使用高分

影像进行盐渍化监测存在困难。随着国产“高分一

号”卫星的投入使用，为盐渍化的研究又提供了新

的前景。高分一号影像（GF-1）具有分辨率高、幅宽

较宽的优势，使土壤盐渍化遥感细节监测能力大大

提高，但国产高分影像的盐渍化监测研究工作并未

展开。本文便尝试使用国产高分一号影像，基于面

向对象方法进行盐渍化信息提取，然后对面向对象

法和最大似然法两种不同方法的提取结果进行比

较，以及对 GF-1 PMS 和 Landsat8 OLI 两种不同传

感器的提取结果进行比较。基于此，来探讨 GF-1

影像在盐渍化信息提取上效果及面向对象方法提

取盐渍化信息的效果。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资料

1.1 研究区概况

渭干河-库车河流域三角洲绿洲（简称渭-库

绿洲）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天山南麓，塔克拉玛

干沙漠以北。地势北高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气候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干旱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10.5～11.4 ℃，极端最高温度为40.8 ℃，极端最低温

度-27.8 ℃，多年平均蒸发量超过2 000 mm，多年平

均降水量 55.45 mm，降水少，蒸发强烈。自然植被

稀疏，以柽柳、盐节木、盐穗木、花花柴等植被为

主。绿洲及其外围盐类沉积规模大，矿化度及地下

水位偏高，土层构成物颗粒细，透水性差，土壤普遍

盐渍化，尤其在绿洲外围［17-18］。考虑到所能获取到

的GF-1影像以及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本文选取绿

洲荒漠交错带的一块区域作为研究区，如图1所示。

1.2 数据资料

本文以国产GF-1 PMS影像为数据源，包括2 m

全色波段和8 m多光谱波段，卫星参数如表1。影像

时间为2013年9月17号，并对GF-1 PMS影像进行

了裁剪、大气校正、正射校正以及图像融合等预处理，

影像所选取区域像元个数为3 548×2 601。大气校正

采用FLAASH大气校正法，影像全色波段和多光谱

波段的融合采用 Gram-Schmidt Pan Sharpening 法。

图1 研究区概况图

Fig.1 Map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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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比研究，还采用了Landsat8 OLI影像，分辨率

为30 m，时间为2013年9月11日。

表1 GF-1卫星载荷PMS参数

Tab.1 PMS parameters of GF-1 satellite payload

载荷

PMS

波段

pan

b1

b2

b3

b4

波谱范围
／μm

0.49～0.9

0.45～0.52

0.52～0.59

0.63～0.69

0.77～0.89

空间分
辨率／m

2

8

幅宽
／km

70

70

覆盖周
期／d

41

41

2 原理方法

2.1 面向对象方法

面向对象方法是通过对遥感影像进行分割，使

同质像元组成大小不同的对象（即影像对象）［19］，综

合考察了像元及其邻域的光谱、空间特性，以具有

光谱、空间同质性影像对象作为基本处理单元，代

替单个像元进行影像分析。每个影像对象即包含

光谱信息又包含形状、纹理信息以及空间上下文

语义信息等［18］。面向对象方法以影像对象为最小

单元进行分类和信息提取，它借助对象特征知识

库构建分类规则，然后依据分类规则进行信息提

取，主要包括 3 个步骤：影像分割、规则构建、影像

分类。

面向对象方法的关键在于影像的精确分割，影

像分割是基于同质性或异质性准则将一幅图像划分

成若干有意义的子区域的过程［20］。分形网络进化法

（Fractal Net Evolution Approach FNEA），即 eCgoni-

tion软件中的多尺度分割采用的算法，该方法采用

异质性最小区域合并策略，从像素层自下而上进行

影像分割。像元或对象合并取决于对象异质性的

阈值和尺度阈值。对象异质性（F）由光谱异质性

（hcolor）和形状异质性（hshape）两部分组成，其定义如

下［21］：

F=w·hcolor+（1-w）hshape （1）

式中：w为颜色因子权重，1-w为形状因子权重，0≤

w≤1。光谱异质性和形状异质性的定义为：

hcolor =∑
k = 1

m

wk[ ]nmgσ
mg

k - ( )nob1σ
ob1
k + nob2σ

ob2
k

hshape=wcompact hcompact+（1-wcompact）hsmooth （2）

式中：nob1和nob2为合并前两相邻对象的像元个数，nmg

为合并后对象的像元个数，σk为对象的光谱特征标

准，σ mg

k 为合并后对象的光谱特征标准，wk波段 k的

异质性权重，m为波段数。wcompact为紧致度的权重，

1-wcompact为光滑度的权重，0≤wcompact≤1。形状异质

性由紧致度（hcompact）和光滑度（hsmooth）两部分组成。

其定义为：

hcompact = nmg

lmg

nmg

-
æ

è
çç

ö

ø
÷÷nob1

lob1

nob1

+ nob2

lob2

nob2

hsmoo th = nmg

lmg

bmg

- æ
è
ç

ö
ø
÷nob1

lob1

bob1

+ nob2

lob2

bob2

（3）

式中：lob1与 lob2分别为相邻对象合并前的周长，bob1与

bob2为相邻对象最小内接矩形的周长，lmg为合并后对

象的周长，bmg及为合并后最小内接矩形的周长。

2.2 最大似然法

最大似然法是基于统计学理论的分类方法，它

假定分类类别在光谱空间的分布是服从正态分布

的，根据贝叶斯判别规则，通过计算每个像元对于

各类别的归属概率，将该像元分到归属概率最大的

类别中［22］。最大似然判别函数为：

Gi（X）=P（X／wi）·P（wi） （4）

式中：wi为第 i类别；Gi（X）为wi类别的判别函数，Gi

（X）值表征特征向量X对wi类的归属概率P（wi／X）

的大小；P（X／wi）为类别 wi的概率分布，也称为 wi

的似然概率；P（wi）为wi的先验概率。

2.3 混淆矩阵和Kappa系数

本文利用混淆矩阵和Kappa系数对以上两种方

法得到的结果进行精度评估。混淆矩阵，也称误差

矩阵，是一个 i行 i列的矩阵，通过对检验样区内所

有像元统计其分类图中的类别与实际（参考）类别

之间的混淆程度来进行精度评估，主要包括生产精

度、用户精度和总体精度三种评价指标。生产精度

为正确分类像元个数与参考数据中该类像元个数

的百分比，用户精度为正确分类像元个数与所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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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类像元个数的百分比，总体精度为被正确分类

的像元总和与总像元数的百分比［23］。

Kappa系数是一种测定两幅图之间吻合度或精

度的指标［24］，其公式为：

K =
N∑r

i = 1 xii -∑r
i = 1(xi + x+i)

N 2 -∑r
i = 1(xi + x+i)

（5）

式中：N为总的用于精度评估的像元数量；r为误差

矩阵中的总列数，即总的类别数；xii为误差矩阵中第

i行、第 i列上像元的个数，即正确分类的数目；xi+和

x+i分别为第 i行和第 i列的总像元数量。

3 影像分割与分类

3.1 影像分割

影像分割的效果取决于波段权重参数、光谱参

数、形状参数、紧致度、光滑度和尺度参数。设置参

数时，首先应当明确光谱信息的重要性，充分利用

光谱信息［25］，根据研究区地物的特征，研究区为绿

洲外围，不像城市地区地物形状较规则，故把光谱

参数作为重要因子，并经过多次尝试，根据不同权

重下的分割效果，设置各波段权重为1，光谱权重为

0.9，形状权重为0.1，光滑度和紧致度均为0.5。

尺度参数决定了影像对象的大小，尺度越大，

面积越大，异质性越大，对象数量越少。本文最优

分割尺度的确定参考了 ESP 尺度参数估算工具得

出的结果，如图 2。ESP（Estimation of scale parame-

ter）是用于评估影像分割尺度参数的工具，基于影

像场景内影像对象异质性的局部方差理论开发的，

可以快速计算出合适的分割尺度参数。ESP给出了

不同尺度下的局部方差曲线（LV）和变化率曲线

（ROC），ROC曲线的持续下降趋势中突然出现的峰

值指示了比较合适的分割尺度［26］。首先使用 ESP

工具计算出来的4个较为合适的分割尺度进行影像

分割，尺度分别为130，250，340，450，得到不同尺度

分割结果，如图3，然后根据本研究盐渍化信息提取

的主要目标，进行对比分析，最终确定适合盐渍化

信息提取的最优分割尺度。

从分割效果图来看，不同的分割尺度得到的对

象大小也不相同，影像对象所表达出的特征也有很

图2 ESP尺度分析结果图

Fig.2 Scale analysis result of ESP

图3 不同分割尺度结果图

Fig.3 Results of different segmentation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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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影像对象在不同分割尺度的特征

Tab.2 Feature of image objects in different segmentation scales

分割尺度

130

250

340

450

分割程度

过分割

过分割尤其绿洲外围

分割适度

分割不完全

对象个数

5 815

1 814

1 061

562

分割特点

影像对象较为破碎，农田、盐碱地均出现过分割现象

农田分割尺度合适，但绿洲外围地物出现过分割现象，较为破碎化

农田与绿洲外围地物总体分割合适，对象均质性较好

农田尤其自然植被区域、沙地、盐渍地、水体均存在分割不完全

大不同。通过统计和目视解读，得到影像对象在不

同分割尺度下的特征，见表 2。根据表 2，在分割尺

度为340时，影像分割结果较好，过分割或分割不完

全现象较少，对象均质性较好，利于信息提取，故选

择最优分割尺度为340。

3.2 确定分类体系

确定分类体系是进行分类规则创建的前提，本

文根据多年的野外考察结果和往年的研究成果以

及对影像的目视判读，将地表覆盖类型分为七类：

植被、受盐渍化影响的植被、水体、沙地、轻度盐渍化

土壤（表层土壤含盐量低，没有盐壳）、中度盐渍化土

壤（表层土壤含盐量较高，有较明显的盐壳）、重度盐

渍化土壤（表层土壤含盐量很高、出现盐壳光板地）。

3.3 构建分类规则

规则的创建是以影像对象的特征为基础的，分

析不同对象特征的区别，通过人机交互建立分类规

则。规则的构建需要有两个明确的变量，一是分类

特征，二是特征阈值［27］。参照分类体系，首先根据

各类地物易提取程度来确定地物的提取顺序，本文

地物提取顺序为水体-植被-受盐渍化影响的植被-

沙地-重度盐渍化-中度盐渍化-轻度盐渍化。

不同的地物在遥感影像上具有有不同反射波

谱特征。水体在近红外波段具有强吸收性，而植被

和干土壤在同一波段范围内具有强反射性，根据这

一特征，可以采用单波段法，利用近红外波段（NIR）

并辅以阈值来构建水体信息提取规则［28］。植被信

息提取应用较广泛的方法是归一化植被指数法

（NDVI）［16］，本文亦采用此方法来确定植被与非植被

的阈值；受盐渍化影响的植被利用盐分指数（SI）来

提取。沙地和盐渍地尤其重度盐渍化的反射率都

很高，用 SI提取盐渍化地时会把沙地分为盐渍地，

但根据两者色差较大的特点，可通过计算对象的平

均亮度值和色彩饱和度来构建沙地的提取规则，阈

值根据两者差异确定，如图 4，绿色代表高数值，蓝

色代表低数值。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沙地、盐渍

地亮度值（图4a）明显高于植被和水体，但沙地和重

度盐渍地亮度值接近无法区分，从地物色彩饱和度

来看（图4b），盐渍地尤其是重度盐渍地色彩饱和度

值很低，从而可以利用亮度值和色彩饱和度来区分

表3 分类规则

Tab.3 Classification rules

提取信息

水体

植被

受盐渍化影响的植被

沙地

重度盐渍化土壤

中度盐渍化土壤

轻度盐渍化土壤

分类规则

NIR≤700

NDVI≥0.1

NDVI≥0.1 且 SI≥0.30

Brightness > 200 且 Saturation > 28

SI ≥0.74

SI < 0.74 且 SI > 0.59

SI ≤0.59 且 SI≥0.30

注：NIR为GF-1 PMS影像的近红外波段；NDVI为植被指数；Bright-

ness为对象的平均亮度值；Saturation为对象的平均色彩饱和度；SI

为盐分指数，此处为归一化的 SI，通过统计整景 SI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进行归一化处理

沙地和盐渍地。在提取沙地信息时，首先利用对象

的平均亮度值来提取出沙地和一部分重度、中度盐

渍化地，再利用盐渍地色彩饱和度值较低的特征将

盐渍地剔除。参考哈学萍等人的研究成果，SI与土

壤盐分有很好的相关性，可以很好地指示土壤盐渍

化程度重度、中度、轻度盐渍化地，利用盐分指数（SI）

以及目视判读来确定阈值进行区分［29］。构建的分类

规则见表3。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规则的使用是有顺

序的，下一条规则的使用是以上一条规则为基础的。

3.4 分类结果和精度评价

3.4.1 分类结果 根据分类体系和分类规则，基于

面向对象方法，GF-1 PMS影像盐渍化信息提取的

结果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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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亮度值和色彩饱和度图

Fig.4 Value of brightness and saturation

图5 GF-1影像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盐渍化信息提取结果

Fig.5 Result of saliniz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from GF-1 image based object-oriented method

为了评价GF-1 PMS影像盐渍化信息提取方法

及提取效果，又进行了不同方法、不同传感器的对

比分析，分别对 GF-1 PMS 影像和 Landsat8 OLI 影

像进行最大似然分类，分类结果比较图见图 6。需

要指出的是，为了更好地对比，此时的分类体系并

未提出受盐渍化影响的植被，这是由于传统监督分

类方法的局限性，难以区分出受盐渍化影响和非受

盐渍化影响的植被信息。

3.4.2 精度评价 本文采用混淆矩阵和 Kappa 系

数进行精度评价，验证点通过目视解译在 GF-1 影

像上选取，验证像元个数分别为：植被 33 278，水体

4 400，沙地 23 357，重度盐渍化 13 656，中度盐渍化

31 024，轻度盐渍化 41 371，共 147 086 个像元。精

度评价结果见表4、表5、表6。

4 分析与讨论

从分类结果看（图 5、图 6），基于面向对象方法

的盐渍化信息提取结果，清楚地反映了重度、中度

和轻度不同程度的盐渍化土壤的分布信息，更突破

了传统监督分类方法的局限性，提取出了受盐分影

响的植被，在农田尺度上可以反映出哪些区域的作

物受到了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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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分类结果比较图

Fig.6 Comparis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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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GF-1影像面向对象分类精度评价

Tab.4 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ssessment of GF-1 image

地表类型

植被

水体

沙地

重度盐渍化

中度盐渍化

轻度盐渍化

生产精度／%

植被

33 215

0

3

0

0

60

99.81

水体

0

203

4 175

0

0

22

94.89

沙地

0

0

20 863

0

731

1 763

89.32

重度
盐渍化

0

0

0

13 119

537

0

96.07

中度
盐渍化

0

0

0

868

29 374

782

94.68

轻度
盐渍化

3 963

0

0

0

1 456

35 952

86.90

用户精
度／%

88.86

100.00

99.99

93.79

91.51

93.19

表5 GF-1影像最大似然法分类精度评价

Tab.5 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ssessment of GF-1 image

地表类型

植被

水体

沙地

重度盐渍化

中度盐渍化

轻度盐渍化

生产精度%

植被

32 697

0

11

0

0

570

98.25

水体

137

4 235

17

0

0

11

96.25

沙地

270

0

20 992

0

33

2 062

89.87

重度
盐渍化

0

0

2

10 957

2 690

7

80.24

中度
盐渍化

0

0

800

3 562

25 352

1 310

81.72

轻度
盐渍化

1 553

0

2 642

0

2 308

34 878

84.31

用户精
度／%

94.37

99.71

85.81

75.47

83.44

89.80

表6 总体精度与Kappa系数对比

Tab.6 Comparison of overall accuracy and

Kappa coefficient

总体精度／%

Kappa系数

GF-1影像
面向对象法分类

92.94

0.91

GF-1影像
最大似然法分类

87.78

0.77

Landsat8影像
最大似然法分类

63.47

0.52

基于最大似然法的分类结果地物较破碎，存在

椒盐现象，不便于用户使用，主要是由于最大似然

法是以像元为处理单元，且高分影像同类地物光谱

变异较大，在较小的范围内同类地物被分为不同类

别，图斑散碎；基于面向对象法的分类结果地物边

界平滑，目视效果，便于用户使用，主要是由于面向

对象方法以影像对象为处理单元，通过尺度分割，

充分利用了邻近像元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克服椒

盐现象；

对盐渍化信息提取进行不同传感器比较时，

Landsat8 OLI影像分类结果模糊粗糙，遗漏很多细

节，地物类别错分，GF-1 PMS 影像在盐渍化信息

细节描述上远远胜过中等分辨率的 Landsat8 OLI

影像。此外，Landsat8 影像在选择训练样本时，存

在困难，重度、中度盐渍地与沙地不易目视区分，

而训练样本又影响着分类精度，本文通过参考

GF-1 影像来选取训练样本，以提高训练样本的准

确性。

从精度评价看（表 4、表 5、表 6），GF-1 PMS 影

像基于面向对象方法提取盐渍化信息精度高，总体

分类精度为 92.94%，Kappa 系数为 0.91，除了轻度

盐渍化的用户精度为 86.9%，重度、中度、轻度盐渍

化的生产精度和用户精度都高于 90%；基于传统最

大似然法提取盐渍化信息的总体精度为 87.78%，

Kappa系数为0.77，精度低于面向对象方法，面向对

象方法更适用于高分辨率影像的盐渍化信息提取。

Landsat8 OLI 影像分类的总体精度仅为 63.47%，

Kappa 系数为 0.52，在小尺度上提取盐渍化信息，

GF-1 PMS影像远优于Landsat8 OLI影像。

总体上，使用高分一号影像提取盐渍化信息

时，面向对象方法优于传统的监督分类方法，但在

传统方法在使用上相对容易及快速，如何既能提高

精度又能改进效率许进一步研究。面向对象方法

还涉及最优分割尺度问题，最优分割尺度取决于影

像的地物特征，要想快速确定最优分割尺度取决于

分割算法的改进，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5 结 论

本文首次尝试使用国产“高分一号”卫星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基于面向对象方法进行了盐渍化信

息提取，并与传统分类法最大似然法进行了比较，

也同使用Landsat8影像提取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得

出以下结论。

（1）面向对象方法更适合用于 GF-1 PMS 影像

的土壤盐渍化信息提取，而且突破了传统监督分类

方法的限制，更加充分利用影像包含的信息。在高

分辨率影像的盐渍化提取中，面向对象方法相比传

统监督分类方法最大似然法，精度更高。面向对象

方法通过尺度分割得到同质的影像对象，并以影像

178



1期 牛增懿等：基于高分一号影像的土壤盐渍化信息提取方法

对象为最小处理单元，利用影像对象的特征来提

取盐渍化信息，能更加充分利用影像所包含的信

息，提高了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盐渍化信息提取的

精度。

（2）将国产高分辨GF-1 PMS影像应用在农田

区域尺度上进行盐渍化监测有着巨大的潜力。基

于面向对象方法在 GF-1 影像可以成功提取不同

程度的盐渍化信息，与 Landsat8 OLI 影像相比，精

度要高很多，细节描述更充分，同时还可以提取出

受到盐渍化威胁的植被，在农田区域可以指示哪

些农田受到盐渍化危害严重，这对农田区域的土

壤盐渍化遥感研究有很大意义利于农业的精细化

管理。

（3）虽然基于面向对象方法可以成功提取盐渍

化信息，但仍有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如影像的

最优分割尺度以及是否存在尺度效应问题。由于

地物的复杂性，选择最优分割尺度有一定困难，需

要进一步研究哪种分割算法最适合高分影像的盐

渍化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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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saliniz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GF-1 image

NIU Zeng-yi， DING Jian-li， LI Yan-hua， WANG Shuang， WANG Lu， MA Cheng-xia

（The Colleg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Science，Xinjiang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Oasis Ecosystem of Education Ministry，

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 830046，Xinjiang，China）

Abstract：Soil salinization，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and degradation forms，usually appears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where the climate is drought，soil evaporation is very fierce，and the water table is high and

contains rich soluble salts. Soil salinization has impeded the development of oasis agriculture in Xinjiang due to

its severe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hreat level

of soil salinization in oasis agriculture，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asis agriculture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udy the method of soil salinization monitoring. At present，remote sens-

ing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monitor soil salinization and is very useful. However，monitoring soil sali-

niz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low-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which is not enough for monitoring soil saliniza-

tion in details. In this study，the domestic GF-1 PMS image was adopted to extract the salinization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advanced object-oriented method. First，fractal net evolution approach was used to segment image

and build classification rules for saliniz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Then，by using the maximum likelihood meth-

od，soil salinization information was extracted from the domestic GF-1 PMS image and Landsat OLI image in the

same region，respectively. Finally，the results of two different methods and different latest sensors for saliniz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1）The overall accuracy of object-oriented

method for saliniz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based on GF-1 PMS image is 92.94% and the kappa coefficient is

0.91.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for saliniz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based on GF-1

PMS image is 87.78% and the kappa coefficient is 0.77. Compared with the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ob-

ject-oriented method is better for soil salinization extraction based on GF-1 PMS image and the accuracy is over-

all improved by 5 percentage points. This illustrates that the object-oriented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GF-1

PMS image when monitoring soil salinization. In addition，object-oriented method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pixels through scale segmentation technology，and can more fully utilize the information con-

tained in the image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alinization extraction from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

information.（2）The overall accuracy of Landsat8 OLI image for soil salinization extraction is only 63.47% .

Compared with Landsat OLI image，the overall accuracy of GF-1 PMS image is improved by 30 percentage

points. The ability of GF-1 image for soil salinization extraction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Landsat image. We can ex-

tract the vegetation that is affected by soil salinization，which is meaningful for study of agricultural field scale sa-

linization. This illustrates that GF-1 images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salinization monitoring on agricultural field

scale. In this study，we use domestic GF-1 image to extract soil salinization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advanced

object-oriented metho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sult is positive. This shows domestic GF-1 image can be one of

data sources to monitor soil salinization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Key Words：GF-1；object-oriented；scale segmentation；soil sali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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