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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彩色遥感影像彩色合成效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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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不相关颜色空间的彩色数字遥感影像处理方法。它能避免由于彩色分量相关性带来

的彩色合成效应。同时也提出了一种尽可能减少颜色损失的颜色空间的转换方法 , 并且给出了该方法在数字

镶嵌技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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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影像获取手段的改进和精度的提

高 ,全彩色遥感影像的应用日益增多。如今 ,全彩

色数字影像不仅已成功地应用于全数字化测图系

统 ,以直接获取数字地形图 ,而且 ,3S 集成技术已

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城市规划 、环境监测 、GPS

定位等多项国民经济急需的决策信息系统中 。全

彩色数字遥感影像在基础数据信息层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 。由于硬件及其他相关技术的限制 ,以往

在这些应用中 ,影像多以灰度图的形式出现 ,大量

彩色信息被丢失 ,信息量受到影响 ,也影响到对地

物的判读和识别 。而今 ,无论是获取手段或是应

用系统的硬件环境 ,都使采集 、处理和应用全彩色

影像成为可能。

但在建立大型的彩色数字影像库时 ,由于拍

摄影像的时相不同 ,太阳的光照条件不同 ,导致地

物的表面反射特性不同。此外 ,由于在卫星上工

作的传感器在不同的时间它的自动增益与零点都

会有变化与漂移 ,这些都使全彩色影像图产生色

偏 ,也会造成拼接后的影像整体色调出现严重的

不均衡和偏差 ,小幅图像内部也会出现局部的偏

差。致使同一地物在影像库中色调不一 ,严重地

影响了全数字化测图和 3S 系统中的地物判读。

色调调整是遥感图像数字镶嵌技术中的一个关键

环节。在建立数字遥感影像库或其他应用系统

时 ,都需要把多幅图像镶嵌在一起 。现在 ,图像的

几何拼接的常用方法是采用多边形折线来选择接

缝点的几何拼接技术 ,还有采用金字塔影像数据

结构和“从粗到细”的分层控制策略逐级拼接 。这

些几何拼接的技术能使几何位置配准达到理想的

精度要求 ,但是由于色调的不一致 ,造成应用的诸

多不便。

由于以往多以灰度影像图的使用为主 ,故类

似的研究均以处理灰度图为对象。例如人们对灰

度图作各种灰度变换 ,以求得影像图之间的灰度

均衡(国内外均已有多项研究)。有人曾尝试利用

小波理论作灰度变换 ,以纠正影像图之间灰度不

均衡的现象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较传统的方法

有:①用方差 、均值法对相邻图幅作灰度图色调校

正;②用直方图对相邻像幅重叠部分作色调校正。

另外 ,还有统计法和信息压缩法。这些方法对实

现分波段灰度图的色调校正有一定效果 ,但不能

直接用于全彩色图像纠正 。近年来全彩色影像图

的应用才刚刚起步 ,对彩色影像图进行色偏及均

衡研究还少见报道 。在生产实践中 ,人们使用的

方法是用 Pho toshop进行色彩纠正 ,该软件是一

个优秀的用于印刷制版图像处理的软件 ,但不是

一个专业的遥感影像处理软件 ,故在使用时 ,人们

往往只能对单幅影像靠手工勾边取得纠正区域进

行校色 。这种方法 ,忽视了遥感影像重叠部分的

信息 ,纠正过程完全凭视觉和个人感受 ,缺乏足够

的理论依据和客观标准 ,而且无法对全区域的遥

感影像进行统一和协调的纠正 。因此 ,处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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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虽在局部效果上有所改观 ,但呈现出的全

区域全彩色影像仍像一块“大花布”。因此 ,对全

彩色遥感影像彩色校正方法进行研究 ,提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彩色遥感影像的色调调整的算法是有

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实践意义的 ,同时它也

是国内的测图软件和 GIS 软件所急需解决的问

题。

1　彩色合成综合效应与色空间的转
换

　　人眼的感光细胞按其物理形状分为视杆细胞

和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较为敏感 ,为我们提供了

感光能力较强的单色夜视;视锥细胞提供了在较

高的光学亮度下的彩色视觉。而且 ,按视锥细胞

将光信号转化为神经脉冲的感光化学特性又可分

为 3种形式 ,即将电磁光波的可见光部分分为 3

个波段:红(R)、绿(G)、蓝(B)。因此 ,这 3种颜色

被称为人类视觉的 3基色 ,并且自然界中的各种

颜色都可以由红(R)、绿(G)、蓝(B)这 3基色按照

不同的比例混合得出 。由于人类视觉系统的这个

特点 ,人们在对彩色数字图像进行各种处理时 ,都

将图像分为 R 、G 、B 3个通道来分别进行处理 ,再

将得到的 R、G 、B 3 个通道混合而产生最终处理

后的彩色数字图像 。但是 ,由于在彩色数字图像

中 R 、G 、B 3基色具有相关性 ,分 3通道进行处理

时会带来彩色合成的综合效应 。同样的道理 ,由

于彩色数字影像都是以相关的 r 、g 、b 3分量构

成 ,显然也不能用传统的处理方法分别对 r 、g 、b

3分量进行处理 。因此 ,传统的应用于灰度遥感

影像的各种处理方法都无法直接用来对全彩色遥

感数字影像进行处理 。

　　由此 ,自然会想到通过色空间转换的方法来

对全彩色遥感数字影像进行色调调整的处理 。要

实现颜色空间的转换 ,有两个关键的问题要解决:

①如何选择合适的颜色空间;②在颜色空间转换

时要尽可能减少颜色损失 ,也就是如何实现不同

色空间颜色的匹配与拟合 。

颜色空间的选择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 ,是面

向问题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 ,图像的颜色表

示方式不一样 。比如在印刷输出时使用 CMYK

颜色模型 ,使用青(cyan)、品红(megenta)、黄(yel-

low)和黑(black)4种基本色 ,用减色法来混合各

种颜色 。而 CRT 显示器使用的是 RGB 模型 ,利

用红(red)、绿(g reen)、蓝(blue)3种基本色可以配

制各种颜色。 RGB 颜色模型的混色原理是以加

色法来混合 ,也就是说各种颜色的光会越加越亮。

L
＊
a
＊
b颜色模型是基于 CIE1931XYZ 色度系统

的颜色空间 ,它不仅可以表示颜色 ,还可以对颜色

进行测量和计算 。在 L
＊
a
＊
b颜色空间中 , L

＊
为

纵向变化的明度(light)值 ,表示该颜色的明亮程

度;2个彩色分量 a
＊和 b

＊表示颜色 , a＊分量是

由绿色演变到红色 , b
＊
分量则是由蓝色演变到黄

色。

考虑到人眼对颜色的感知特征 ,还有一种表

示人的主观因素基于感知的颜色模型 ,即HSV模

型。它把彩色信号表示为色调(hue)、饱和度(sat-

uration)、亮度(value)三种属性 ,这种颜色模型用

Munsell三维空间坐标系统表示 。Munsell颜色空

间具有以下的特点:①坐标之间的心理感知独立

性 ,即可以独立感知各颜色分量的变化 。 ②线性

伸缩性 ,可感知的颜色差是与颜色分量的相应样

值上的欧几里德测度之间的距离成比例的。

HSV 模型的色调 H 表示从一个物体反射过

来的或透过物体的光波长。更一般地说 ,色调是

由颜色名称来辨别的 ,如红 、橙 、绿 ,它用-180°～

180°或 0°～ 360°度量 ,对应于颜色轮(color wheel)

上的角度 。亮度 V 是颜色的明暗程度 ,通常用百

分比度量 ,从黑 0%到白 100%。色度或饱和度 S

指颜色的深浅 ,例如同样是红色 ,也会因浓度不同

而分为深红和浅红 ,它也用百分比来度量 ,从 0%

到完全饱和的 100%。

由于 RGB颜色空间的 R 、G 、B 值没有将彩

色信息有效地分开 ,而HSV颜色空间能分离各颜

色分量 ,故采用 HSV 颜色空间进行运算可以有效

地避免彩色合成效应。同时 , 由 RGB 换算到

HSV颜色模型的运算简单 ,计算量小 ,运算速度

快。正是因为 HSV 颜色模型具有以上的一些特

性 ,所以选择HSV颜色空间作为彩色影像处理时

采用的色空间 。

由于不同的色空间具有不同的色域范围 ,不

同的颜色空间进行转换时会造成一定的颜色损

失 ,所以从 RGB换算到 HSV 时 ,要采取适当的变

换方案。目前有多种 RGB模型到 HSV 模型的转

换算法 ,通过比较证明 ,采用艺术家视觉颜色模型

构建的 HSV模型方案能有效地减少进行色空间

转换时的颜色损失。具体的转换公式如下所述。

从全彩色数字遥感影像中一般得到的是

RGB值 , 3 个分量值分别为 r 、g 、b 。进行处理

时 ,先要把 RGB值转换为 HSV 值 。其相互转换

的公式(式中 H 、S 、V 分别代表 HSV 模型中的

色调 、饱和度 、亮度)如下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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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max(r , g ,b);

x =min(r , g , b);

s=(v -x)/ v ;

H =

(5+b′)/6 ,(r=y , g =x)

(1-g′)/6 ,(r=y , b=x)

(1+r′)/6 ,(g=y , b=x)

(3-b′)/6 ,(g=y , r =x)

(3+g′)/6 ,(b=y , r =x)

(5-r′)/6 ,(b=y , g =x)

式中 , r′=(y -r)/(y -x);g′=(y -g)/(y -

x);b′=(y -b)/(y - x);设 H′=6H ;V =

[ H′] , F =H′-V 。其中[ ]为高斯符号 。

　M =y＊(1-S);N =y＊(1-S)＊F

　K =y ＊(1-S ＊(1-F))

(r , g , b)=

(V ,K ,M)　0<H<1/6;

(V ,K ,M)　1/6<H <2/6;

(V ,K ,M)　2/6<H <3/6;

(V ,K ,M)　3/6<H <4/6;

(V ,K ,M)　4/6<H <5/6;

(V ,K ,M)　其他

2　基于不相关色空间处理方法及其
在影像数字镶嵌中的应用

　　色调调整是遥感影像数字镶嵌技术中的一个

关键环节。镶嵌在一起的图像 ,即使几何位置配

准很理想 ,由于色调各不相同 ,也不能很好地应用

于各个领域里。相邻两幅影像无论是左右相邻还

是上下相邻 ,都有重叠部分 ,这部分重叠的影像是

色调调整的基础 。要进行色调调整 ,首先要确定

标准图幅 ,对全区域的彩色数字影像作色调分析 ,

建立标准地物的标准色数学模型。确定标准白和

标准黑的控制模型 ,然后建立图像的彩色平衡模

型。对具有标准色的图像按定标数值作色差计

算 ,获得标准色调图像 。以具标准色调的图像为

标准 ,首先对与其相邻的图幅作色彩校正 。如果

有 9幅影像要镶嵌在一起 ,假设这 9 幅影像的图

幅号分别为 A 、B 、C 、D 、E 、F 、G 、H 、I ,它们的

位置关系如图 1所示 ,在进行色调调整时 ,采用如

图 2所示的方案进行 。箭头表示一幅影像调到另

一幅影像相同的色调 。

具体的实现步骤为:①把 B 影像调到E 影像

的色调 ,把 H 影像的色调调到与E 影像的色调一

致;②分别把 A 影像 、D 影像 、G 影像的色调调

到与B 影像 、E 影像 、H 影像的色调一致;③分别

把 C影像 、F 影像 、I 影像的色调调到与 B 影像 、

E影像 、H 影像的色调一致 ,最后就可以实现整

个图幅的色调一致。

A B C

D E F

G H I

A B C

D E F

G H I

图 1　影像位置关系　　　　　图 2　色调调整次序

Fig.1　Position Relation　　F ig.2　Sequence of　

　of Imagery　　　　　　　Adjusting Hue

　　色调调整的方法采用基于不相关色空间的处

理方法 ,将彩色数字遥感影像的 R 、G 、B 数据先

转换为不相关的H 、S 、V 数据 ,再用基于方差 、均

值的色调调整方法调整相邻的两幅图像。文献

[ 6]中提到了还可以采用基于局部最大熵的色调

调整方法 ,但经过实践证明调整效果不比基于方

差 、均值的色调调整效果好 ,而且实现比较复杂 ,

运算量很大。所以文中选用基于方差 、均值的色

调调整方法进行调整 。

3　试验与结论

为了检验这种方法的实用性 ,笔者选择相邻

两幅具有重叠区域的影像进行处理 ,如图 3所示 ,

色调调整方法采用基于方差 、均值的色调调整方

法。由于相邻影像有比较大的重叠范围(最大的

有 60%的重叠区域 ,这主要是为了做几何拼接时

选取同名点的需要),所以对相邻的影像来讲 ,以

相邻影像的重叠部分作为色调调整的依据。再根

据一副影像内的色调基本一致的原则 ,先统计重

叠部分的均值 、方差 、协方差 ,然后对要调整的整

幅影像进行调整。具体的算法如下 。

1)以相邻的两幅图像的重叠区域作为色调

调整的基础 ,取出两幅图像的重叠区域 ,对其分别

进行统计 ,计算出它们的均值 、方差 、协方差。计

算公式如下。均值为:

Mg =
1
S 

S

g(x , y)d xdy

方差为:δ
2
f f = (f(x , y)-Mf)

2
d xdy

协方差:

δ
2
fg = (g(x , y)-Mg)＊(f(x , y)-Mf)d xdy

　　2)对 B 幅图像全部用以下公式计算 ,计算

所得的结果在色调上应与 A 幅图像保持一致。

所得的结果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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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 =
1
S 

S

f(x , y)d xdy

 f(x , y)=
δ2f g
δ2f f
(f(x , y)-Mf)+Mg

式中 , f(x , y)、g(x , y)分别代表调整前左右影像

的像素灰度值 , f(x , y)为调整后右边影像的灰度

值。

　　实践证明 ,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对彩色数字遥

感影像在镶嵌时进行色调调整能避免彩色综合效

应带来的麻烦 ,取得了色调一致的视觉效果 。

图 3　色调调整前的相邻影像　　　　　　　　　　　　图 4　色调调整后的相邻影像

Fig.3　Border Imagerly befo re Adjusting Hue　　　　　Fig.4　Bo rder Imagery after Adjusting H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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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Compound Domino Effect of True

Color Remote Sensing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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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method of color digi tal remo 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 based

on irrelevant color space.A new algo rithm is also proposed to implement the colo r space transfor-

mation which will reduce color loss.This paper show s an application of the new method to in the

field of mosaics assembling technology.

True color remote sensing imagery has been applied to more and more areas such as town

planning , envi ronment protection and large scale atlas renew al.The improvement is partially at-

tributed to the ef ficient w ay of obtaining inst rument and the enhanced precision in remote sensing

imagery technology .Tradit ional imagery processing methods can not process three relevant heft

206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2 年



hef t of red , green and blue.The new method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show s an effective w ay of

handling the problem.

Key words:color remote sensing imagery;color compound domino ef fect;i rrelevant color space;

mosaics assem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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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parametric Regression and Model Refining

SUN Ha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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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 the functional model of a surveying adjustment problem contains model errors or

the measurements inheri t systematic errors , especially when this kind of errors can hardly be de-

scribed by a few parameters , conventional adjustment method of least squares can not co rrectly i-

dentify this kind of errors w hich will affect estimations of the unknown parameters badly and

sometimes even give a false conclusion.This paper solves this problem effectively by introducing

the semiparametric estimate model into surveying adjustment theory.Actually the semiparametric

model is the conventional G_M linear model adding a nonparametric.Because there are more un-

known parameters being added , the method of least squares can not provide a unique solution.This

paper presents a semiparametric adjustment method fit for the general case.The calculation

method is discussed and the co rresponding formulas are presented.Finally , a simulated adjustment

problem is const ructed to explain the method.The results of the semiparametric model and G_M

model are compared ,which demonst rates that the model erro rs or the systematic erro rs of the ob-

servations can be detected correctly by the semiparametric estimate method.

Key words:model error;systematic error;semiparametric reg ression;model refine;regularizer ma-

trix;smoothing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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