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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光谱仪影像的几种处理方法*

舒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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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成像光谱仪影像的专题分析 ,介绍了沿用常规遥感影像分析方法时的原理和新的算法 ,提出了

影像融合方法的应用 ,说明了这些方法在学术思想上的归属 ,并简要介绍了各种方法的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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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像光谱仪影像的处理与应用是近年来国内

外遥感界的研究方向之一。虽然还只是研究阶段 ,

但已经显示出这种影像的应用潜力。

成像光谱仪影像也称为细分光或高光谱 (分

辨力 )影像 ,是遥感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研

制成像光谱仪这种传感器旨在提高光谱分辨力 ,

其波段数可达数十个甚至数百个 ,每一波段波长

范围为 20～ 5 nm,因此其影像数据可以与地面光

谱测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使地物反射光谱数据

真正从地面量测基础研究扩展到影像分析时的参

照 ,为从影像数据提取专题信息提供了采用新方

法的条件。

成像光谱仪影像一般为行线阵扫描影像 ,属

行中心投影 ,影像几何关系比较稳定。虽然一般相

邻波段间的相关性较强 ,但每个波段从很窄的波

长区间反映地物的反射特性 ,因此从整体上提供

了丰富的光谱信息 ,以便与地面实测光谱数据进

行比较 ,从光谱分析的角度提高影像的分析精度。

目前国内在光谱数据匹配分析方面已有初步

研究 ,但很少见诸文章。 我们将开展这方面的研

究 ,并在适当时候作以介绍。本文意在讨论采用别

的方法 ,其中包括常规遥感影像处理方法的应用。

这是在缺乏地面实际量测光谱数据时所采用的方

法。在具体进行影像分析时 ,只需采取某种特征选

择方法 ,可以是原始波段中的特征选择 ,也可以是

经变换后的特征选择 ,因此计算机处理过程中的

数据量小 ,不像光谱匹配时需要用所有波段的数

据进行分析。也就是说 ,光谱匹配是不作特征选择

的方法 ,而下面讨论的方法都是进行特征选择的

方法。

大家熟悉的 Landsat TM影像有 7个波段: 3

个可见光波段 , 1个近红外 , 2个短波红外 , 1个热

红外。 而通常只用了其中的 3个波段 ,热红外波

段用得很少 ,所以信息的利用率还不高。除非进行

主分量变换 ,将所有 7个波段的信息加以 “融

合”。然而一般用户由于种种原因很少作变换和融

合。对于数十个波段的成像光谱仪影像 ,如果也仅

仅用其中几个波段的数据 ,就会导致更低的信息

利用率。目前国内主要的科研单位采取的还是主

分量变换方法 ,因为这一方法可以将所有波段的

信息集中在前数个主分量数据中 ,大大减少了数

据量 ,又便于采用计算机方法进行分析。这是传统

的遥感影像处理方法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 ,主分量变换之后 ,是否取其前

几个主要分量。我们认为方法有二: 其一 ,从第一

主分量数据开始 ,逐一显示其影像 ,直至认为第 i

+ 1个主分量影像已无可用信息 ,即取其前 i个

分量。 我们对祁连山地区成像光谱仪影像进行主

分量变换后 ,发现仅第一主分量数据包含着绝大

部分的各波段信息 ,第二主分量影像就已经没有

信息可言 ,就是一个例子 (注:该地区影像只有裸

岩、山石、干涸的河 ,故影像变换结果只有第一主

分量数据可用 )。 第二种方法是信息量分析法 ,以

第一主分量数据的熵值或均方根值为参照值

V ref ,阈值为:

Tp = TV r ef ,　 0. 5≤T< 0. 75 ( 1)

若第 j个分量的熵值或均方根值小于 Tp ,则前 j

- 1个分量即为所选。

主分量变换主要是在原始数据的可分性较差

的情况下 ,为增强分类效果而采用的方 法。对于

成像光谱仪影像也是如此。同时 ,为了综合利用所

有波段的信息 ,采用主分量变换就是一种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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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最佳波段组合是常规计算机遥感影像处

理系统中的处理方法之一。 例如 ARIES系统中

的 O IF ( Optimum Index Facto r)就是一例:

OIF= Es /Ed ( 2)

其中分子为每 3个波段的均方差之和 ,分母为这

3个波段每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之和。 其意义十

分明显 ,即相关性越小 ,离散度 (或信息量 )越大

越好。 将每 3个波段的 OIF值计算出来加以排

序 ,取其大者 ,即为最佳波段组合。对于成像光谱

仪影像当然可以照此办理。 我们对某地成像光谱

仪影像的处理研究中按此方法选出了 3个波段 ,

一个为可见光波段 ,另两个为红外波段 , 3个波段

彩色合成的效果令人十分满意 ,各类地物清晰可

见 ,特别是其中的居民地 (村落 ) ,在彩色影像上

十分明显。取这 3个波段作监督分类 ,居民地分

类结果十分突出。 这在遥感影像自动分类中是很

少见的。

O IF算法还可以加以改变。对数十、数百个波

段的成像光谱仪影像来说 ,可以选 4个、 5个 ,即

最佳组合的波段数可以适当增加。此外 , OIF的分

子可以改为熵之和 ,即看哪几个波段的信息量之

和最大。这一算法经过实验也表明具有较好效果。

最佳波段组合可以针对所有波段进行选择 ,

也可以针对某一专题从部分波段中进行选择。 比

如岩性分析主要利用中红外信息 ,这时就可以考

虑只从中红外的波段中选取。

影像融合是将不同的影像 (不同传感器、不

同空间分辨率等 )在配准基础上按照某种加权平

均方法对灰度值加以计算 ,得到新的影像数据 ,使

其融汇不同影像的特点 ,如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地

物的某些突出的光谱特性等 ,近年来研究者渐多。

其本质是在统一的像素分辨率基础上的地物反射

光谱 (或加上发射光谱和后向散射系数 )的加权

平均 ,其关键在于如何加权。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

成像光谱仪影像。 不过在此情况下的融合则应是

在较大的波段区间内对所包含的数个、十数个波

段加权平均 ,得到这一较宽波段的影像。具体作法

是将成像光谱仪影像光谱范围划分为几个区间 ,

如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 ,或在可见光波段再

细分为两个区间 ,每个区间包含的波段数不等 ,作

加权平均计算 ,得到相应的新影像。 如是 ,成像光

谱仪影像的数十个或上百个波段就变为几个波段

(这样产生的波段有时比常用的 TM影像综合性

更强 ,有时波段数则更多一些 ,视需要而定 ,因此

在光谱数据分析上更为灵活 )。 再作影像分析 ,数

据量就大大减少 ,而原有信息已作了综合 ,且新的

影像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认为这是一种

可取的方法。

影像融合的具体算法 ,若按熵加权 ,则有:

I (k ) =  
kn

i= k
1

( Hi / 
kn

i= k
1

Hi )g i ( 3)

其中 k代表第 k区间 ,k1、 kn为第 k区间的第一个

波段序号和最后一个波段序号 , Hi为第 i波段的

熵 , gi为第 i波段的灰度值 , I (k )则为新的第 k波

段区间的影像灰度值。 这里的熵值也可以改为均

方差值。还可以采用按某一专题光谱特征加权的

方法等。

从影像融合的效果来看 ,新的影像保持和汇

合了各波段的信息特点。我们将某地成像光谱仪

影像按 3个区间分别作融合处理 ,得到 3幅新影

像 ,然后将它们作彩色合成 ,发现信息的“层次”明

显 ,而且“层次”较多 ,在线状地物信息方面尤为突

出 ,说明这种方法是可取的。

影像融合方法一般用于一部分波段之间的相

关性较大的情况 ,便于从主要特征上对地物类别

分布状况进行分析。这里的主要特征不是像最佳

波段组合选取时的原有波段 ,而是在影像融合基

础上的特征。也就是说 ,当需要考虑综合信息进行

特征选取时 ,可以采用影像融合方法。

这种方法尚属首次。在近几年国外主要遥感

杂志上 ,有关文章均为采用某种数据压缩方法 ,然

后进行分析。例如采用某种正交变换 ,使变换后不

再是数百个波段 ,而是少量具有足够信息的数据

“文件” ,在此基础上再作专题分析。所以针对成像

光谱仪影像进行处理分析的学术思想中的一个倾

向就是减少分析时所用的数据量 ,又尽可能保留

原有信息。上述主分量变换、最佳波段组合选取和

影像融合方法 ,均属于这一类学术思想 ,只不过在

这里提出了新的方法或作了新的补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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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允许各部门打破行政和职能的限制 ,为实现

同一目标而交互 ;对外允许用户有限地获取公用

信息 ,而内部人员则可以畅通地与外部系统 (包括

Internet )交流。新型 GIS系统改变了传统 GIS的

运转方式、信息交流方式 ,强调信息共享与信息传

播 ,同时注重信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从而可以提

供更加可靠和快捷的地理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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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otype Design for UGIS Based on Intranet

Zhu Guobin　Bian Fuling　 Liu Yux ian
( Sch ool of In formation Engineering ,W TU SM , 39 Lu 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Int roducing Intranet mechanism into U GIS design, this paper puts fo rw ard a new

GIS a rchi tecture wi th four plat fo rms driven by spatial task servers. The new hypermedia data

st ructure, system netw o rk requirements, and key points in the system have been expounded

in the paper also. As pointed by autho rs, the new system no t only focuses on sharing and

transmi t ting info rmation, but also emphasizes reliabili ty and securi ty. So surely i t can be

w idely us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nt ranet; U GIS; pro to ty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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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Methods for Imaging Spectrometer Image Processing

Shu N 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 eering, W TU SM , 3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and new method of remote sensed image analy-

sis fo r theme ex t raction from imaging spect rometer image. The image fusion approach is pro-

posed. The experimental effects o f these methods a r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academic cha r-

acteristics o f those methods are pointed out.

Key words　 imaging spectrometer image; principal component t ransfo rmation; optimum set

o f bands selected; image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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