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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由于海上石油运输、开采和事故,溢油事件不断增加、已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重大环境问

题.分析了 Radarsat２卫星全极化数据在监测南海北部溢油事件中的应用,比较了３种滤波技术

对相干斑的抑制,结果显示LEE滤波法最佳,继而选用LEE滤波对影像进行全极化处理.比较了

６种参数处理方法,发现极化函数参数的去极化指数(DepolarisationＧindex)处理后的影像对溢油和

海水区分效果最佳,并可以更好地避免相干斑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大津法阈值准确提取溢油范

围并估算溢油面积.研究表明:在利用 Radarsat２卫星全极化数据观测溢油时,通过 LEE滤波、去

极化指数处理和大津法阈值３个步骤提取溢油范围并估算溢油面积是有效快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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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进行海外贸易的重要通

道.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沿“海上丝路”的
经贸活动日益频繁,给沿途带来的环境压力需要给

予更多关注.南海是经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洋、连
接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欧洲的海上丝路的重

要航段,也是进口石油的必经航线.马六甲海峡—
南海航线承担着中国８０％以上的石油进口,日本、
韩国、中国台湾９０％以上的石油进口[１].同时南海

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

中心之一.石油储量占全国海陆总储量的１/３,被称

为“第二个波斯湾”[２].目前,南海沿海各国都在开

采南海的油田,并逐步增多.
海洋运输中船只碰撞、搁浅和海上石油开采中

钻井平台泄漏事故导致了大量的石油泄漏,造成了

严重的经济损失,更是危害生态环境.研究发现

２００９年８月澳大利亚西北的蒙大拿溢油与随后浮

游植物叶绿素(Chl)大量增加有明显联系[３],２００６
年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溢油事故后１０个月也发生

大面积浮游植物藻华[４].受季节和温度的影响,溢

油后温度较高时藻华的发生几率较高[５];南海是热

带海区,溢油后发生藻华的几率较大,危害更严重.
溢油也危害南海海洋生态系统,对南海鸟类、渔业、
初级生产力、珊瑚礁、红树林等影响严重[６].因此探

索溢油监测方法非常重要和必要.
海洋溢油包括船只、钻井平台和海底自然泄漏.

大面积溢油影响区域广、持续时间久,而中、小规模

溢油发生的地域广泛,频率更高,危害更普遍.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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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溢油检测有限,大量的溢油事件未能及时发现处

理,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亟需

具有连续性和广阔性的检测手段和方法及时发现溢

油并估算出范围及面积,继而快速和有效地处理应

对,把溢油事故的危害尽可能地降低.卫星遥感技

术大大推动了海洋观测和海洋科学的发展[７].溢油

遥感监测包括航天和航空遥感.航天平台卫星遥感

溢油监测范围大,受天气影响小,有固定的重访周

期,观测连续性好,是目前主要的遥感监测手段.卫

星遥感监测溢油包括光学卫星和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SyntheticApertureRadar,SAR)等[８].早期的光

学卫星夜间无法获得数据,而且易受云雨的影响,特
别是海洋蒸发量大、云层厚、阴雨区域范围广而且持

续时间长,限制了光学卫星的应用.后来发展的合

成孔径雷达卫星具有全天时全天候穿云透雨的特

点,被广泛利用于海洋监测.传统的SAR是单极化

的数据,仅能获得地面场景在某一特定极化收发组

合下的目标散射特性,所得信息非常有限[９].在单

极化数据监测溢油的应用中,单极化数据其利用地

物布拉格散射的差别来区分地物,溢油抑制了布拉

格散射,影像上呈黑色.但出现黑斑的情况很多,如
海洋内波、浮游植物藻华等,造成了溢油解译的困

难[１０].此外,早期的卫星分辨率低,对中小尺度的

溢油事件观测有限.随着卫星分辨率提高,分辨单

元变小后所含散射中心的数目变少,目标结构刻画

更细致,高分辨率与全极化相结合极大地增强了成

像雷达对目标的获取能力[９].新一代SAR卫星为

遥感观测提供了新的、具有高分辨率的全极化数据.
这种数据克服了单极化和低分辨率数据的缺陷,能
够更加准确地观测溢油事件.全极化数据结合了４
种极化方式,获得了更多的目标信息,结果数据更为

复杂,需要用极化矩阵表示.因为运算复杂,解译目

标特性一般并不直接针对复杂的矩阵运算处理.要

解译具体目标,就要针对矩阵选择具体参数来反映

目标的具体特性.
极化合成孔径雷达通过测量地球表面每个分辨

单元内的散射回波,获得其极化散射矩阵.通过矩

阵将目标散射的能量特性、相位特性以及极化特性

统一起来,相对完整地描述雷达目标散射特性.目

标的极化特性与其形状结构有着本质的联系,可以

反映目标表面粗糙度、对称性和取向等其他雷达参

数不能提取的信息,是完整刻画目标特性不可或缺

的.因而极化矩阵描述了目标散射特性,根据目标

散射特性的差异解译识别出不同目标.当雷达波入

射到目标上,部分入射能量被反射或散射.假如入

射波为单色波,目标无变化,并且雷达目标视角恒

定,那么散射波也是单色波和完全极化波.这类目

标往往是点目标、孤立目标或确立的目标,称为相干

散射目标.适合描述此类目标是最基本的散射矩阵

Sindair矩阵:

S＝
SHH SHV

SVH SVV

其中:SXY是极化方式,X 是发射电磁波,Y 是接收

的散射回波;H 是水平极化,V 是垂直极化.自然

界中大量存在的复杂目标,其散射特性变化性很强.
假如目标散射特性随时间而变化,散射波将会受到

目标运动的影响并有一定的频率带宽.这种散射波

是部分相干波和部分散射波.目标可能具有多个散

射中心(认为入射波在该点被反射).假如雷达发射

和接收多个脉冲,每个脉冲来自不同的位置,SAR
即是这样.实际每个脉冲有效观测到不同的目标.
接收脉冲被叠加,所得结果等价于一个时变目标,该
目标非相干散射入射波,且对入射波去极化.上述

两种目标通常被称为非相干散射或去极化目标.这

种复杂目标对入射波的散射行为可以看作是随机过

程,此类目标散射特性描述需要采用统计的方法,一
般通过多次测量或集合平均的方法,得到能表征目

标极化散射特性的极化相干矩阵[T]、极化协方差

矩阵[C]、Mueller矩阵[M]、或Stokes矩阵[S]等,
而这几类矩阵具有相互转换性,实际应用大多针对

极化相干矩阵[T].利用３×３相干矩阵[T]的特

征矢量分析,将相干矩阵分解为不同的散射过程类

型及其对应的特征值,特征矢量分析可提供散射体

的基不变表述.基于相干矩阵[T]的特征分析,采
用３层伯努利统计模型计算平均目标散射矩阵参数

估计,假定每个分辨单元内都存在一种主要的平均

机制,进而对这一平均成分展开参数分析.该方法

不依赖某种特定的统计分布假设,因此不受这种多

变模型物理约束条件的限制[１１Ｇ１３].
如何在实际应用中选择有效的参数解译目标信

息并解释原因,亟需深入研究.选择适合观测溢油

的参数正是利用SAR监测溢油,提高监测效果的关

键.全极化数据在溢油研究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优越

性.但目前的研究仍十分有限,特别需要了解更多

参数对溢油散射特性的反映,并进一步研究其物理

机制,从而更好地利用这种先进的卫星数据为海洋

环境保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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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区域和数据

２．１　研究区域

本研究分析２００９年９月发生在南海北部,海南

省三亚市西南２０km 海域范围的一次溢油事件.
溢油的位置在１８°N,１０９°E(图１),属于莺歌海盆地

莺东斜坡南部位置,是良好的储油储气构造区.同

时在莺东断裂带上,海底构造运动强烈容易发生海

底石油溢漏.溢油时,处于夏秋季节,平均气温在

２５℃左右,盛行西南季风,也是台风频繁的季节.
海面温度高,风浪大,降水多.这些条件利于溢油的

扩散和分解.

２．２　研究数据

卫星数据利用的是Radarsat２的C波段传感器

获取得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１０:４９:３０(UTC)的全极

化(VV/HV/VH/HH)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西南海

域 监测到的溢油影像(图１).影像的数据形式是单

视复型数据(SLC见表１),其是斜距产品,它保留了

各波束模式可以得到的最优分辨率以及聚焦SAR
数据的最优相位及幅度信息;数据做了卫星接收误

差的校正 ,坐标是斜距,３２位复数形式记录.

A．遥感影像区域;B．主要溢油区域;

C．研究溢油的区域;D．和E．疑似溢油区域

图１　研究区域示意图

Fig．１　TheresearchareaintheSouthChinaSea

表１　Radatsat２全极化数据

Table１　ThequadＧpolarzationdateoftheRadatsat２

时间(UTC) 模式 分辨率/m 极化方式 入射角/° 中心点坐标 幅宽/km×km

２００９Ｇ０９Ｇ１８(１０:４９:３０) 精细全极化 ８ HH＋HV＋VH＋VV ３２．５６° １８°０６′N,１０９°２５′E ２５×２５

３　研究方法

海上溢油受风场、流场的作用,随海表变化而变

化.海表波动起伏,不断运动变化,溢油和海水表面

都是去极化目标.考虑去极化目标需要统计平均来

处理,而这类极化相干矩阵往往可以相互转化.选

用常用的[T]矩阵描述刻画溢油雷达影像数据.将

SLC全极化数据 HH、HV、VH、VV 联合转化成矩

阵[T],然后针对矩阵[T]进行滤波,选择最优滤波

用于极化参数处理分析,选择出区分溢油和海水最

优参数,再应用阈值的方法提取溢油区域并计算.

３．１　极化滤波抑制相干斑

针对极化矩阵[T]选用BOX、GUASS、LEE等

３种常用的全极化滤波针对海表溢油图像处理,分
析其相干斑抑制的效果,选出最佳的滤波方法,为进

一步区分溢油和海水区域作准备.

３．２　极化溢油参数

针对经过极化滤波处理的极相干矩阵[T],选
取全极化数据非相干极化分解中的 H/A/Alpha分

解的主要参数是平均反射角 Alpha(α)、熵 Entropy
(H)、反熵 Anisotropy(A)、全功率Span和极化函

数参数的去极化指数 DepolaristaionＧindex,统一系

数Conformity(μ)６种参数作为溢油分析和提取

的参数.

３．３　溢油提取

根据成像结果选取效果最佳的参数成像,并采

用大津法阈值分割的方法提取溢油范围,进而估算

溢油区域面积.即利用极化分解和极化函数的参数

处理成像、选取海水和溢油区分最强的参数作为溢

油提取的参数进行阈值提取.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相干斑的处理

全极化极化分解Pauli伪彩色合成(图２),显示

未经过滤波的原始图像(图２(a))模糊不清,整幅图

像均匀的分布细小的斑点,而且曲线显示波动起伏

频率大.BOX(图２(b))、GAUSS(图２(c))、LEE
(图２(d))滤波图像显示,图像较原始图像清晰,图
像上细小斑点大量消失,图像上存在较大的白亮斑

块.３种滤波曲线较原始图像波动起伏频率变小,
溢油区域绿色曲线值高,蓝、红曲线值较低,而海水

区 域相反,绿色曲线值较低,蓝、红曲线值较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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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图(a)~(d)中绿色带为溢油区域,曲线图为黄色剖面线像素曲线;曲线图中红色框内为溢油区)

图２　全极化滤波

Fig．２　ThefilterofquadＧpolarization

LEE滤波溢油区域绿色曲线值比其他两种滤波高.

４．２　极化数据溢油

H/A/Alpha(α)极化分解Pauli伪彩色合成图,
显示经过滤波处理虽然抑制相干斑,图像较原始图

像变得清晰.但彩色合成后图像较杂乱,曲线图显

示三条合成曲线杂乱交错.H/A/Alpha(α)极化分

解参数成像,显示 Alpha(α)(图３(a))成像清晰,海
水区域有些许斑点;溢油区曲线值为１２０~１６０,起
伏小,较平滑;海水区曲线值为３０~６０,曲线起伏也

较小,差值约为１００.Span(图３(e))图像溢油清晰,
海水区域斑点较多;Span曲线溢油区值为０;海水

区值起伏波动剧烈为５０~２５０.Entropy(H)(图

３(b))的分解成像显示图像溢油不清楚,海水和溢

油都杂有大量斑点;海水和溢油仅目视可见,曲线显

示,整个区域波动起伏大.Anisotropy(A)(图３(c))
的分解成像显示图像杂乱,整幅图像全是斑块;曲线

显示,波动起伏大.
极化函数参数成像显示 DepolarisationＧindex

(图３(d)),图像较清晰;曲线值溢油区１４０~１５０,海
水区２０~５０,差值约为１００ .Conformity(μ)(图

３(f))图 像 较 模 糊.曲 线 值 溢 油 区 １００,海 水 区

１５０~１７０,差值约为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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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极化分解和极化函数参数溢油图像

Fig．３　Oilspillimagesofthepolarizationdecomposeandfunction

４．３　溢油的提取

利用参数 DepolaristaionＧindex采用大津法阈

值法提取溢油图像(图４)显示黑色区域为溢油,黑
色像素为４３２５２个,而数据的分辨单元为８m×
８m,所以计算图４溢油面积为像素乘以分辨单元

约等于２．７km２.

５　讨　论

５．１　相干斑的处理

５．１．１　LEE滤波效果最佳

由于SAR发射相干电磁波,所以各理想点目标

是互相干涉的.当相干电磁波照射实际目标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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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回来的总回波并不完全由地物目标的散射系数

决定,而是围绕这些散射系数值有很大的随机起伏,
这种起伏在图像上的反映就是噪声相干斑(SpeckＧ
le),此噪声是合成孔径雷达机理产生的固有斑点,
使图像模糊不清.相干斑的存在使SAR图像的辐

射分辨率明显变差,同时降低了 SAR 的空间分辨

率,严重影响了SAR图像的地理可解译性以及后续

的各种应用.多极化SAR系统中相干斑噪声问题

仍未解决,而且各极化通道具有一定的相关度.单

极化滤波模型无法推广到多极化系统中.因此,解
译极化信息之前,有必要对极化数据进行相干斑滤

波,这可以抑制极化参数的随机性[１３Ｇ１４].全极化数

据经过全极化滤波图像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未滤波

图像曲线红、绿、蓝起伏频率变小,３种滤波都抑制

了相干斑.其中LEE滤波对绿波段处理效果最佳,
而绿波段在图像中溢油呈高值,因而 LEE 滤波是

３种滤波中最好的滤波.

(黑色区域为溢油,空白为海水)

图４　溢油区域提取

Fig．４　Oilspillsextract

５．１．２　参数 Alpha(α)和 DepolarisationＧindex避免

相干斑

因为相干斑是固有的,利用滤波处理只是利用

数学方法抑制相干斑,提高图像解译效果,并没有从

根本上避免相干斑,滤波后的图像显示(图２)仍存

在相干斑的影响.而在进一步的极化分解和极化函

数处理中,发现 Alpha(α)(平均散射角)、DepoＧ
laristaionＧindex(去极化指数)反映了目标散射的物

理特性,因而从物理性质上表示目标散射特征,从而

可以较好地避免相干斑影响.

５．２　参数去极化指数提取溢油效果最佳

利用全极化数据监测识别目标,就需要分析极

化散射矩阵,而散射过程的复杂性,通过直接分析矩

阵来研究特定散射体的物理特性是极其困难的.因

此,处理分析极化矩阵主要的方法就是利用极化目

标分解和极化函数,来简化数据量,并根据不同地物

某种散射特性的差异来区分地物.它是利用极化散

射矩阵来揭示散射体散射的物理机制,促进极化信

息的充分利用.
研究 H/A/Alpha(α)极化分解比较极化分解

４种主要的参数 Alpha(α)代表平均散射角,Span代

表全功率,Entropy(H)代表散射熵,Anisotropy(A)
代表反熵.通常以利用 Alpha(α)、Entropy(H)、

Anisotropy(A)合成图像.在这４种参数中 Alpha
(α)可以清楚地区分出溢油和海水,而Span在海水

区域曲线波动大,图像存在斑块较多.而 AnisotroＧ
py(A)和 Entropy(H)两种参数图像杂乱不清晰曲

线起伏而无法很好地区分溢油,特别是 Anisotropy
(A),溢油和海水完全混杂在一起(图３).

与 DepolaristaionＧindex 相 比 较,H/A/Alpha
(α)极化分解参数图像及合成图像中 Alpha(α)、

Span溢油信息也较清晰.从曲线中看,Alpha(α)中
溢油与海水曲线值差较小.前景和背景间的区别不

如 DepolaristaionＧindex,成 图 效 果 不 如 DepoＧ
laristaionＧindex,背景海水区域显示有较多斑纹,这
也会影响其后的阈值处理.而Span在曲线中背景

海水区域波动起伏大,所以背景海水区域显示有大

量白色斑纹,成图效果不佳.而 H/A/Alpha(α)极
化分解直接合成(图２)不能很好地区分海水和溢

油,因为合成时利用 Alpha(α),Entropy(H)和 AniＧ
sotropy(A).Entropy(H)和 Anisotropy(A)无法

区分溢油,影响图像效果.

２０１１年 Liu[１５]使用 UAVＧSAR 全极化数据利

用F分析溢油.UAVＧSAR是航天数据,无法连续

观测且范围有限.而F＝ρ＋H＋α＋A,式中ρ 为

相关系数,４种参数具有一定的相关度,对数据分析

存在影响.而在Radarsat２数据中α和A并不适合

溢油表示,F不适用于 Radarsat２卫星全极化数据.

２０１１年 Zhang[１６]使用 Radarsat２全极化数据利用

Conformity(μ)溢油制图,本研究发现 Conformity
(μ)分析溢油成像能区分出溢油,与 DepolaristaionＧ
index比较Conformity(μ)参数图像溢油和海水像

素值差较小,相干斑影响较大.
成像和曲线显示出 DepolaristaionＧindex更优.

去极化指数是描述雷达目标去极化特性的极化函数

参数,适用于运动变化的去极化目标,海表目标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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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流场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时变目标,属于去极

化目标.海水波动起伏,而溢油表面由于油膜较轻

和粘性且不断的扩散其运动更强更显著,因而两者

的去极化特性差异明显,去极化指数差值大.该极

化函数参数能够较好地区分溢油和海水,比较图像

和曲线在６种参数种监测溢油效果最佳.

Pauli伪彩色合成影像中(图１(a))主要溢油区

域在图像的左下角B区域内(其中C区域被作为溢

油处理分析的区域).B区域正好处于断裂带上,而
此区域储油构造不佳,海底油泄漏飘逸海面[１７].此

外影像中也存在一些疑似溢油的区域,主要为陆地

边缘海域(图１(d)和图１(e)),在影像中 D和 E区

域影像也呈绿色,和溢油区相似.D和 E区域主要

是岛屿附近区域,大量船只在这里长期穿行或停靠

造成的污染水体.在 Pauli伪彩色合成图中,比较

溢油区域(图５(a))和相似溢油区域,(图５(c)和图５
(e))不易区分,两者都呈绿色.而在去极化影像图

中比较,溢油区域(图５(b))溢油呈亮黄色,而在疑

似溢油区(图５(d)和图５(f))疑似溢油只呈天蓝色.
可以看出和溢油区域有较大差异,确定不是溢油.

图５　溢油和疑似溢油

Fig．５　Oilspillsandlooklike

因此用 DepolaristaionＧindex方法可以区别出

溢油和疑似溢油的区域.而且在海洋中,人工建造

物(船只或钻井平台)不多,溢油往往和此有关,或与

海底储油构造(B区域)的溢油相关.结合人造物或

石油构造,也有助于准确判定溢油.

５．３　阈值提取溢油

由于直观性和实现的简单性,图像的阈值处理

在图像分割中享有核心地位[１８].阈值分割对物体

与背景有较强对比的图像特别有效,所有灰度大于

或等于像素被判定为属于物体,灰度值用２５５表示

前景,否则,这些像素点排除在物体区域以外,灰度

值为０,表示背景.
阈值提取优劣最主要的是阈值的确定.大津法

(Otsu)由大津于１９７９年提出,又叫做最大类间方

差法.该方法简单,处理速度快,是图像分割中最稳

定的方法.它针对图像的灰度特性,将图像分为前

景与背景两部分,当前景或者是背景错分为另外一

部分时,则会导致类间方差变小,相反当两部分的类

间方差值越大时,则说明这时构成图像的两部分差

异最大[１９].
对于海上溢油,海水作为背景,溢油作为前景.

用极化处理后的参数图像,前景(即目标)和背景的

分割阈值记作T,属于前景的像素点数占整幅图像

的比例记为ω０,其平均灰度μ０;背景像素点数占整

幅图像的比例为ω１,其平均灰度为μ１.图像的总平

均灰度记为μ,类间方差记为g.假设图像的背景

较暗,并且图像的大小为 M ×N,图像中像素的灰

度值小于阈值T 的像素个数记作N０,像素灰度大于

阈值T 的像素个数记作N１,则有:

ω０＝N０/M ×N　 (１)

ω１＝N１/M ×N　 (２)

N０＋N１＝M ×N　 (３)

ω０＋ω１＝１　 (４)

μ＝ω０×μ０＋ω１×μ１　 (５)

g＝ω０(μ０－μ)̂２＋ω１(μ１－μ)２　 (６)
将式(５)代入式(６),得到等价公式:

g＝ω０ω１(μ０－μ１)２　 (７)
即:类间方差采用遍历的方法得到使类间方差

g 最大的阈值T,即为所求.
在 Matlab中,graythresh函数用大律法计算全

局图像的阈值.调用格式level＝graythresh(I),利
用去极化指数(DepolaristaionＧindex)图像(图３(d))
采用大津阈值分割处理去提取出溢油区域(图４).
通过分割获得了二值化图像,黑色区域代表溢油,值
为１,而白色区域代表海水,其值为０.在 Matlab中

调用格式BW＝im２bw(img,T).根据图像可以统

计出图像黑色像素点数.图像每个像素代表一个卫

星分辨单元,像素表示的实际面积是卫星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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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方,计算溢油面积等于黑色像素数乘以分辨率

的平方.这样可以算出溢油区域面积,该结果与人

工矢量法计算的溢油面积相比较更合理.

６　结　语

利用Radarsat２全极化雷达影像数据,研究监

测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海南省三亚市西南海域的一次

小规模的溢油,利用了 Radarsat２卫星高 分辨率的

优势,增强了遥感观测溢油的空间精度.同样利用

Radarsat２数据也可以对大规模的溢油进行观测.
研究发现:

(１)３ 种 全 极 化 滤 波 方 法 LEE、BOX 和

GUASS都可以抑制相干斑,其中 LEE滤波效果最

好.滤波后利用极化函数参数DepolaristaionＧindex
和极化分解参数 Alpha处理雷达影像可以避免

相干斑.
(２)选用LEE滤波后的雷达影像,比较极化函

数和极化分解的６种参数溢油图像,发现极化函数

参数 DepolarisationＧindex区分溢油效果最好,是溢

油监测最好的参数.选择参数是监测溢油并提取溢

油范围的关键步骤.
(３)针对参数 DepolarisationＧindex溢油图像,

利用大津阈值法可以有效提取出溢油的范围,并计

算出溢油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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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sofOilSpillsintheSouthChinaSeaUsingRadarsat２
SatelliteQuadＧpolarizationData

SunJing１,２,３,TangDangling１,２,３,PanGang１

(１．StateKeyLaboratoryofTropicalOceanography,ResearchCenterforRemoteSensingand
MarineEcology&Environment,SouthChinaSeaInstituteofOceanology,ChineseAcademy

ofSciences,Guangzhou５１０３０１,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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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Guangzhou５１０００６,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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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oilspilleventsintheoceanshavebeenincreasing,mainlycausedbyoilexploration
andtanktransportation．Ithasbecomeoneofthekeyenvironmentalissuesintheworld．Thisstudyusesthe
fullＧpolarizationdataofRadarsat２todetectonshoreoilspillsinthenorthernpartoftheSouthChinaSea
(SCS)．Thedatawasprocessedbythreesteps:①CompareofthreefullＧpolarizationfiltermethodsbyBOX,

GAUSS,andLEE,andfindLEEisthebest;②ApplyLEEfilterandsixpolarizationparameterstoprocess
theoilspillimages;③Usethethreshedmethodtodeterminethescopeandestimatethearea．Theresult
showthatLEEfilteristhebest,thedepolarizationＧindexparameterisbest．Otsuisselectedtodetermine
thescopeandestimateoilspillsaffectedarea．Thisstudyshow:thekeyofprocessimageistoelecteffect

polarizationparameters;thedepolarizationＧindexisthebestparameter,itnotonlyfurtherremovespeckle
butalsoeffectdistinguishoilspillsandtheoceanwaterfornextstepextractoilsp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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