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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FIM算法的融合影像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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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福州市城乡结合部的 Landsat 7 ETM +影像为例 , 就该融合算法的自动分类精度作进一步研究 , 并

藉此对该算法作全面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 SFIM 融合影像的分类精度高于原始未融合影像的分类精度 , 但

选择不同尺寸的均值滤波器会影响融合影像的分类精度。试验表明 , 太大尺寸的滤波器虽然能提高高分辨率

影像的信息融入度 ,但会降低融合影像的分类精度和光谱的保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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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许多新型卫星遥感传

感器相继升空 ,为遥感应用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不

同空间和光谱分辨率的影像产品 ,并随之引发了

对多分辨率遥感数据融合的热门研究 (Chavez

等 ,1991;Pohl等 , 1998;孙丹峰 , 2002)[ 1 ～ 3] 。目

前常见的融合算法中 ,基于像元的融合方法可大

致归为以下 4类:①基于光谱域(色彩域)的融合

算法 ,如 PCA 和 IHS 变换;②基于空间频率域的

滤波融合算法 ,如 SFIM 和 HPF 变换;③基于代

数的融合算法 ,如 Brovey 变换 、加权加法变换 、乘

法变换和比值变换;④基于信息分解的融合算

法 , 如小波变换(Bretschneider , 2000)[ 4] 。以上

各种融合算法都各有优缺点 ,迄今尚无任何一种

算法可以完全取代其他的算法 。

Liu(2000)提出了基于空间域滤波变换的

SFIM 融合算法[ 5 , 6] 。该算法以 Landsat 7 ETM+

的全色波段(Pan:15m)和多光谱波段(30m)的融

合 , 以及 SPOT 全色波段(Pan:10m)和 Landsat

TM 多光谱波段(30m)的融合为例 ,分析了该算

法的优缺点。该算法简单易用 ,融合影像的光谱

几乎不失真 ,比小波变换具有更高的光谱保真度 ,

但在高频空间信息融合上略逊色于 IHS 和

Brovey 变换 。由于对 SFIM 算法的研究和评价主

要基于融合影像的光谱保真度和高频空间信息融

入度 ,而未对其自动分类精度进行研究和评价 ,因

此本文拟以 Landsat 7 ETM+影像为例 ,以分类精

度为指标来对该算法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价 。

1　SFIM融合算法与分类

1.1　SFIM融合算法

SFIM 变换(smoothing filter-based intensity

modulat ion)的融合算法的公式为:

BS
i
=∑

j
∑
k

B l
i jk
×Bh

jk

Bm
jk

(1)

式中 , BS 为用该算法生成的融合影像;i 为波段

值 ,若为 ETM+影像 , 则 i =1 , …, 7;j 和 k 分

别为影像的行 、列值;B l 为低分辨率影像 ,在此

代表 ETM+的 7个多光谱波段(30m);Bh 为高分

辨率影像 ,即为 ETM+Pan 波段(15m);Bm 为模

拟低分辨率影像 ,它可以通过对 Pan 波段进行低

通均值滤波处理来获得。

式(1)中高分辨率影像和模拟影像的比值运

算可以抵消高分辨率影像的光谱和地形信息反

差 ,但却保留了高分辨率影像的结构纹理信息(封

二彩图 1(c))。因此 ,SFIM 算法可被视为在低分

辨率的影像中仅直接引入了高分辨率影像的结构

纹理特征算法 ,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持原低分辨率

影像的光谱特征
[ 5]
。Liu(2000)将 SFIM 融合影

像和用 Brovey 变换及 IHS 变换生成的融合影像

进行对比 , 发现其光谱保真度前者要明显优于后

二者 , SFIM 融合影像没有光谱失真现象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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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vey 和 IHS 融合影像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光

谱失真 。但是 ,SFIM 变换对配准有很高的要求 ,

在不同传感器影像的融合中(如 SPOT Pan 与

TM 影像的融合),由于不可避免的配准误差而导

致了轻微的边界模糊 ,从而使 SFIM 融合影像的

锐度(sharpness)小于后二者。

笔者将SFIM 变换与 MLT(乘法)变换 、HPF

(高通滤波)变换和 MB(modif ied brovey)变换作

了进一步比较 ,并使用均方根差(RMSE)和平均

相关系数值来对各种融合算法的影像进行定量评

价。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了 SFIM 变换具有最高的

光谱保真度 ,其与原始未融合影像的光谱之间的

均方根差仅为 0.3 , 而其他几种算法的均方根差

值介于 17 ～ 63 之间 , 大大超过了 SFIM 算法。

但是在高频信息融入度指标上(即锐度指标),

SFIM 法却逊色于其他 3种算法。即便是使用源

于同一传感器的融合影像(如 ETM+ Pan 影像与

其多光谱影像融合),在表征高频信息融入度的平

均相关系数方面也低于其他算法 0.04 ～ 0.11。

使用 SFIM 变换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公式中 Bm 所使用的均值滤波器窗口大小的选

择。Liu(2000)[ 5]选用了 3×3 、5×5 、7×7 、9×9 、

15×15和 31×31等多个窗口进行了试验 , 结果

发现融合影像的锐度随着窗口的增加而增加 , 而

光谱保真度却随着窗口的增加而降低。进一步研

究发现 ,当所取的窗口大于 5×5 后 ,融合影像的

锐度增加并不明显 ,而只是增加了光谱的失真度。

因此 ,作者认为 5×5的窗口对于 TM 多光谱影像

和SPOT Pan影像的融合最合适。

1.2　融合影像分类

为了对 SFIM 融合影像的分类进行研究 ,笔

者选用了多个地区进行分类试验。本文仅以福州

市东南部土地利用类型较为复杂的城乡结合部作

为试验区 。影像选用的是 2000年 5 月 4日福州

市的 Landsat 7 ETM+影像(Path:119/Row:

42), 质量完好 , 无云和条带 。辅助数据包括

SPOT Pan(1998-12-29)和福州市 1∶10 000地形

图。本次研究均采用 ER M apper 6.1软件来进行

影像处理和分类研究 。

根据研究区的特点 ,将该区的土地利用类型

分为以下 6种:①高密度建设用地;②建设用地;

③新开发用地;④植被(树);⑤水田/草地;

⑥河流/水体 。为使分类结果更有代表性 ,本次

分类采用最大似然分类法 。分类统一采用 2种方

案进行:①不加选择地将各融合影像除热红外波

段之外的所有波段全部加入分类 , 即 ETM +1 ～

5和7波段皆参与分类;②利用最佳波段选择法 ,

选取各影像的最佳波段组合进行分类。对参与第

二方案分类的各个波段可以利用二维特征空间椭

圆图进行筛选[ 7] 。根据各地类的光谱空间特点

选取的本次试验区影像的最佳波段分类组合为

3 、4和 5 波段 。除了 SFIM 算法产生的融合影像

外 ,未经融合的原始影像 (30 m 分辨率)也参与

分类以便比较(封二彩图 1(a)、(d))。为了使结

果更客观 ,所有的影像都采用由原始影像生成的

训练区模板 ,即保证所有的影像都使用相同的区

域形成的训练区进行分类 。鉴于均值滤波算子窗

口大小的不同会对融合影像质量产生影响 (Liu ,

2000)[ 5] ,因此 ,在本次研究中也分别选取了 3×

3 、5×5 、7×7 、9×9和 11×11等 5种大小不同的

均值滤波算子来进行分类研究 。

首先 ,从影像中找出试验区范围 ,然后分别用

以上 5种滤波算子生成模拟低分辨率影像 B m ,将

所生成的 5种不同的 Bm 分别代入式(1), 生成5

种SFIM 融合影像 ,记为 SFIM3 、SFIM5 、SFIM7 、

SFIM9和 SFIM11 , 数字代表各融合影像所使用

的滤波算子窗口的大小 。然后 ,对这 5幅融合影

像按照以上两种分类方案进行分类 。第二分类方

案皆选用各融合影像的 3 、4 和 5 波段进行分类。

封二彩图 1(e)、(f)分别代表了第二方案分类精度

最高和最低的两幅融合影像分类图 ,即 SFIM5和

SFIM11的影像分类图。

2　结果和讨论

初步的目视判别可以大致看出 ,融合影像的

分类优于原始影像的分类 。由于未融入高分辨率

影像 ,原始影像分类图(封二彩图 1(d))的空间分

辨率和分类精度都明显小于所有的融合影像 ,表

现为误分现象严重 、图斑边缘粗糙 ,锯齿明显 。如

水体严重漏分 ,建成街道难以辨认 ,河流边缘呈明

显的锯齿状。而融合影像由于融入高分辨率的

Pan波段 ,使得其误分现象减少 ,河流清晰 ,街道

可辨 ,图斑边缘平滑 ,分类精度和空间分辨率都得

以明显提高。

2.1　各融合影像之间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定量地评价分类精度 , 首先对时

相接近的 SPOT Pan影像(1998-12-29)进行人工

解译分类 ,并参考福州市 1∶1万地形图和局部地

面验证 , 对解译结果进行修正 ,形成了该区的标

准分类参考文件。各融合影像和原始影像的分类

结果可与其进行对比 ,形成各自的混淆矩阵 、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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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 Kappa系数 ,并进行分类结果评价(表 1 ,图

1)。从表 1可以看出 , 进行最佳分类波段组合的

第二分类方案的精度要明显高于对波段不做任何

选择的第一分类方案 , 其平均精度可高出 3.1个

百分点 , Kappa系数平均增加了 0.038。

表 1　各种 SFIM融合影像的分类精度 、高频信息融入度和光谱保真度对比表

Tab.1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High Spatial Frequency Information Gains and Spectral Fidelity of Each Fused Image

精度(1) Kappa系数 精度(2) Kappa系数 高频信息融入度 光谱保真度

原始影像 0.741 0.670 0.750 0.680 0.657 -

SFIM 3 0.788 0.730 0.821 0.773 0.663 0.29

SFIM 5 0.798 0.740 0.835 0.790 0.712 0.22

SFIM 7 0.792 0.732 0.823 0.755 0.741 0.14

SFIM 9 0.786 0.724 0.815 0.764 0.758 0.16

SFIM11 0.785 0.723 0.812 0.760 0.769 0.24

SFIM(平均) 0.790 0.730 0.821 0.768 0.729 0.21

　　前已述及 , 不同窗口尺寸的滤波算子会影响

SFIM 融合影像的光谱保真度和高频空间信息融

入度。研究发现 ,融合影像的分类精度同样受其

影响 。从图 1可以看出 ,无论是第一或第二分类

方案 ,当均值滤波算子窗口尺寸增加到 5×5时

(SFIM5),分类效果最好 。此后 ,随着算子窗口尺

寸的增大 ,分类精度又逐渐减小 。精度最高的

SFIM5分类影像(封二彩图 1(e))和精度最低的

SFIM11分类影像(封二彩图 1(f))的精度相差

2.3个百分点。后者在新开发用地上有较明显的

漏分 。

图 1　各种 SFIM 融合影像的分类精度和高频空间

信息融入度的变化趋势图

Fig.1　Change Tendency in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High Spatial F requency Information Gains of the SFIM-

fused Images w ith Increasing Filter Kernel Sizes

进一步计算融合影像与高分辨率 Pan影像的

平均相关系数以及融合影像与原始影像的均方根

差(RMSE),可分别获得融合影像的高频信息融

入度和光谱保真度。从表 1和图 1同样也可以看

出这两个指标明显受到了滤波算子窗口尺寸的影

响。光谱保真度在窗口为 7×7时最高 ,RMSE只

有0.14。进一步考察高频信息融入度的变化趋

势(图 1)可以看出 ,该指标随着窗口的增大而增

加 ,但是在窗口达到 7×7后增速变缓。

根据以上分析 ,对于以目视解译为主的应用

项目 ,采用 7×7的均值滤波算子既能获得最高的

光谱保真度 ,又能得到较高的高频信息融入度。

封二彩图 1(b)即为用该滤波算子生成的融合影

像 ,它既保持了原始多光谱影像(封二彩图 1(a))

的光谱特点 ,又有较高的锐度。但如果为了自动

分类研究 ,则采用 5×5的均值滤波算子的分类效

果更好。

2.2　融合影像与原始影像的比较

SFIM 算法生成的融合影像无论是分类精度

或锐度都明显高于原始影像。其第一和第二分类

方案的精度比原始影像最高分别多出了 5.7%和

8.5%, Kappa 系数分别提高了 0.07和 0.11 ,表

征锐度的高频空间信息融入度最高的也增加了

0.112 。而融合影像的光谱特点却与原始影像很

接近 , RMSE 最小的只有 0.14 , 平均也只有

0.21 ,说明 SFIM 融合影像有很高的光谱保真度。

封二彩图 1(b)和封二彩图 1(a)的色调几乎一致 ,

但是必须看到 SFIM 算法的高频信息融入度都未

能超过0.8。前已述及 ,就锐度而言 ,该方法逊色

于 MLT 、HPF 和 MB变换 。

3　结　语

1)SFIM 变换是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影像融合

算法。它除了可以保留原始影像的光谱特征以

外 , 还可以明显提高原始影像的分类精度 。

2)和光谱保真度及高频空间信息融入度一

样 ,SFIM 融合影像的分类精度同样受到均值滤

波算子窗口大小的影响。试验区的研究结果表

明 ,对于 Landsat 7 ETM
+
影像 ,采用 5×5的均值

滤波算子的分类精度相对最高 。但是融合的目的

如果是为了目视判读和解译 ,则选用 7×7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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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算子会取得更高的锐度和光谱保真度。

3)根据 Liu(2000)和笔者的研究 , SFIM 变

换的锐度略逊色于 MLT 、HPF 、MB 、Brovey 和

IHS 变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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