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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影像成像的频率特性出发 , 提出了一种影像分辨率退化模型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全色和

多光谱遥感影像融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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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 ,遥感影像在

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

大多数商用资源卫星如 SPOT 、IRS 、IKONOS 、

QUICKBIRD等都提供了高分辨率的全色影像和

低分辨率的多光谱影像。高分辨率全色影像反映

了空间结构信息 ,能够详尽地表达地物的细节特

征;低分辨率多光谱影像光谱信息丰富 ,有利于对

地物的识别与解译。越来越多的遥感应用需要将

这两类影像的优点结合起来 ,生成空间分辨率较

高的多光谱影像 ,以满足对影像更深层次应用的

需要 。影像融合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遥感影像融合在资源调查 、地形图更新 、环境

和灾害监测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 4] ,融

合方法也由传统的 IHS 变换融合 、主分量变换融

合 、Brovey 变换融合等发展到多分辨率分析的融

合方法[ 5 ～ 7] 。在大多数的遥感应用中 ,多光谱影

像和高分辨率影像的融合不仅要求融合后影像的

空间分辨率高 ,目视解译视觉效果好 ,而且要求保

留多光谱影像的光谱特性。然而 ,对于同一成像

系统而言 ,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是一

对矛盾体 。传统的影像融合方法在提高多光谱影

像空间分辨率的同时 ,不同程度地扭曲了原有的

光谱特性 。基于小波变换的融合方法较好地保留

了影像的光谱特性 ,但会造成较多空间信息的损

失。例如 ,基于 Mallat 算法的小波融合方法存在

相位失真 ,融合影像具有方块效应[ 8～ 10] ,而且二

进制 Mallat小波算法只能获取影像水平 、垂直和

对角线方向的细节 ,高分辨率影像细节的提取也

不完全 ,融合后影像的空间视觉效果欠佳 。基于

á Trous算法的小波融合方法虽然不产生相位失

真 ,但由于直接将高频小波分量叠加于多光谱影

像上 ,没有考虑高分辨率影像和多光谱影像之间

的光谱差异 ,融合影像的灰度过渡不自然 ,有比较

明显的叠加痕迹 。为了改善影像融合的效果 ,可

从影像成像的物理过程来设计影像融合方法[ 7] 。

本文从影像的频率域出发 ,根据全色影像和多光

谱影像成像的频率关系提出了一种分辨率退化模

型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影像融合方法。

该方法能在损失光谱信息最少的情况下 ,最大限

度地提高多光谱影像的空间分辨率 。

1　影像的分辨率退化模型

分辨率退化是指采取某种方法把高分辨率影

像分解为低分辨率概貌部分和高分辨率细节部

分 ,以得到影像在不同分辨率层次上的表达 。分

辨率退化的主要目的是使退化后的高分辨率影像

与对应的低分辨率影像的空间信息相似 ,并提取

出反映高分辨率特性的空间细节信息 。例如 ,把

IKONOS全色影像的分辨率由 1m 退化为 4m ,使

之与对应的多光谱影像具有大致相同的空间信

息 ,得到的细节就反映了全色影像的高分辨率特

性。高分辨率和低分辨率影像的主要差异表现在

高频细节部分 ,可从频率域对影像进行分辨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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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其公式为:

P =P
low +P

high (1)

式中 ,P 为高分辨率影像数据;P low为退化的高分

辨率影像数据 ,即影像的低频成分;P
high
为影像的

高频细节成分。分辨率退化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

界定影像的低频部分和高频部分。

遥感影像是一种二维数字信号 ,它是卫星传

感器通过对地面连续信号进行频率截取 、采样和

量化得到的某一分辨率的数字影像 ,像元的分辨

率表现为其采样间隔的大小。由采样定理可知 ,

影像的采样频率与影像的采样间隔成反比 ,而通

过离散傅立叶变换把影像转换到频率域表示时 ,

采样频率即为傅立叶变换后的最大频率。因此 ,

影像的最大频率与影像的采样间隔成反比。

对于同一地区的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 ,如

果它们的像元分辨率之比为 1∶m(m >1), 那么

多光谱影像的最大频率为全色影像最大频率的

1/m 。设全色影像的归一化频率范围为[(-π,

-π)～ (π,π)] ,则多光谱影像的归一化频率范围

为[(-π/ m , -π/m)～ (π/m , π/m)] 。因此 ,高

分辨率影像的分辨率退化可首先对其进行傅立叶

变换 ,然后在频率域范围内对影像进行低通滤波。

低通滤波的截断频率设为多光谱影像的最大频

率 ,从中提取出与多光谱影像重叠的频率范围 ,再

进行傅立叶反变换就可以得到与多光谱分辨率相

同的退化的全色影像 ,这样就实现了全色影像在

不同分辨率层次上的表示。在频率域滤波时 ,理

想低通滤波器会产生振铃效应 。考虑到一般成像

系统的点源扩散函数呈正态分布 , 这里使用

Gauss窗函数作为低通滤波器[ 1] 。

与空间滤波方法相比 ,分辨率退化模型在影

像融合中更具有实际意义 。空间滤波法采用滤波

器对高分辨率影像进行滤波时 ,高频和低频的划

分没有明确的标准 ,所用滤波器的类型和滤波器

的大小很难与融合影像的分辨率之比联系起来。

分辨率退化模型从频率域对影像进行分解 ,不仅

考虑了影像成像的物理基础 ,分辨率退化得到的

影像的概貌和细节更具有物理意义;而且对于任

何分辨率之比的全色和多光谱影像 ,都可以实现

对全色影像概貌和细节的精细分解 。

2　基于分辨率退化模型的影像融合

方法

　　传统的全色和多光谱影像融合方法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光谱畸变的问题
[ 6]
。如 IHS 变换融合

方法使用全色影像替换强度分量 ,保留了全色影

像的全部空间信息 ,但由于全色影像与强度分量

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差异以及光谱响应范围的不一

致 ,两者的相关性低 ,会造成较大的光谱畸变 。笔

者认为 ,为了减少光谱畸变和提高空间分辨率 ,融

合时应先对全色影像进行分辨率分解 ,对多光谱

影像进行色彩变换 ,提取出高分辨率信息分量和

颜色信息分量 ,仅用退化的全色影像与多光谱影

像的强度信息进行灰度调整 ,而高分辨率信息和

颜色信息在融合过程中没有被改变 ,融合后的影

像就能较好地保留全色影像的空间信息和多光谱

影像的光谱信息。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分辨率退化的 IHS 变换

融合方法(resolution degradated IHS , RDIHS)。该

方法分辨率退化模型对全色影像进行分辨率分解 ,

IHS变换对多光谱影像进行色彩变换 ,然后用多光

谱影像的强度分量对退化后的全色影像进行灰度

调整 ,使两者高度相关 ,得到的分量再加入全色影

像的细节作为新的强度分量 ,与多光谱影像中表示

光谱信息的色度和饱和度分量一起进行 IHS 反变

换得到融合影像 。设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的分

辨率之比为 1∶m ,其融合步骤如下。

1)对高分辨率全色影像和低分辨率多光谱

影像进行精确的几何配准 ,并把多光谱影像重采

样到与全色影像同样大小 。为了保持多光谱影像

中地物的边缘 ,采用 3次内插方法 。

2)把多光谱影像(取 3个波段)从 RGB空间

变换到 IHS 空间 ,分别得到强度分量 I 、色度分量

H 和饱和度分量S 。

3)使用直方图匹配调整 P ,使 P 具有与 I 相

同的灰度分布 。

4)对 P 进行分辨率退化 ,得到与 P 大小相

同的P
low和 P

high 。

5)采用局部回归分析方法对 P
low进行融合

和调整 ,使之与 I 高度相关 ,得到新的 P
low′。分

辨率退化后其概貌部分在空间分辨率上与 I 相

同 ,但空间信息仍比 I 丰富。采用上述方法既可

以充分利用这部分空间信息 ,也能在色调上与 I

保持一致 。

6)调整后的 P
low加上 P

high组合成新的分量

I′并替换 I 。由于 P
low发生改变 , P high需要相应变

化以减少光谱信息的变化 。 I′按下式求得:

I′=P
low′
+P

high
×P

low′
/ P

low
(2)

　　7)对 I′、H 和 S 进行 IHS 反变换得到融合

影像 。

全色高分辨率影像的概貌部分经过灰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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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减小了光谱畸变的程度 ,而细节部分保留了它

的高分辨率信息 ,均值近似为 0 ,不会对光谱信息

造成较大的影响 。因此 ,融合后的影像既提高了

多光谱影像的空间分辨率 ,又保留了多光谱影像

的光谱特性。

3　融合试验及其分析

本文采用 IKONOS 的 1m 全色影像和 4m 多

光谱影像为融合试验数据 ,其中多光谱影像为 1 、

2 、3三个波段合成的彩色影像 。融合试验分别采

用了 IHS变换融合 、Mallat 小波融合 、á T rous小

波融合和本文提出的 RDIHS 方法。图 1为融合

结果。从目视效果上来看 ,四种方法融合后的影

像空间分辨率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融合结果比原

影像更清晰 ,更容易判读。但 IHS 方法改变了多

光谱影像的颜色 ,光谱信息损失较大;Mallat 小波

方法虽然较好地保留了光谱的颜色信息 ,但影像

中有比较明显的斑块;RDIHS 方法的融合结果基

本上保持了全色影像的空间分辨率 ,融合影像的

细节清晰 、色调自然 ,并较好地保留了多光谱影像

的光谱信息 。与 á Trous小波融合方法相比 ,全

色影像的细节更为自然地融合到多光谱影像中 ,

没有影像叠加的痕迹 。

图 1　不同方法影像融合结果

Fig.1　Image Fusion Result of Different Me thods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该方法的融合效果 ,分别

从全色影像 、多光谱影像和融合影像中取出一条

灰度剖面线进行分析 ,如图 2所示。其中 ,实线 、

点划线 、星点线分别表示多光谱(红色波段)、全色

影像和融合影像(红色波段)的灰度曲线 。从图中

可以看出 ,全色影像的灰度剖面线变化剧烈 ,多光

谱影像的变化缓慢 ,并且剖面线的走势和走向存

在较大的差异 ,反映出两影像在空间分辨率和光

谱响应范围上的差异 。融合结果的灰度剖面线在

走势上与多光谱影像的剖面线相同 ,而曲线的起

伏变化与全色影像的剖面线一致 。这表明 ,融合

结果不但充分利用了全色影像的空间信息 ,其空

间分辨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而且也较好地保持

了多光谱影像的光谱信息 。

为了更好地比较上述四种方法的融合效果 ,

本文使用均值 、方差 、相关系数和联合熵进行定量

评价[ 1] ,结果如表 1所示 。均值和相关系数是对

光谱信息畸变的度量 ,而方差和联合熵反映了影

像信息量的大小。从信息量方面看 , RDIHS方法

的方差和联合熵都为最大 ,表明该方法最大程度

地保留了全色影像的空间信息 。从光谱信息方面

来看 ,RDIHS方法融合结果的均值和相关系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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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KONOS 影像与融合结果灰度空间剖面的比较

Fig.2　Comparisons Between Spatial P rofiles of

IKONOS Images and Fusion Results

á Trous小波融合方法最接近 , 光谱信息损失较

小 ,但稍逊于 á Trous小波方法 。这主要是因为

该方法的融合结果保留了更多的全色影像分辨率

信息 ,其光谱信息就会产生较大的畸变 ,这也说明

了融合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不可能同

时达到最佳效果。

4　结　语

本文从影像成像的频率域出发 ,提出了一种分

辨率退化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全色

和多光谱遥感影像融合方法 。该方法首先把全色

影像的高分辨率信息和多光谱影像中的光谱信息

提取出来 ,不参与融合计算 ,仅用退化的全色影像

与光谱影像的强度信息进行融合和灰度调整 ,使融

合计算在相同分辨率下进行 ,融合后再加入空间信

息分量和光谱信息分量 ,这样就较好地利用了全色

影像的高分辨率特性和多光谱影像的光谱特性。

融合试验分别从空间特性和光谱特性上对融合结

果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优于其他三种方法。

表 1　四种不同融合方法的定量分析和比较

Tab.1　Comparisons and Quantity Analyses of Four Different Fusion Methods

评价方法 波段
原始多光
谱影像

融合结果影像

IHS Mallat á Trous RDIHS

均值

方差

相关系数

联合熵

R 85.72

G 92.04

B 81.94

R 46.26

G 46.31

B 44.59

R

G

B

15.53

86.12 85.89 85.97 85.73

93.40 92.12 92.17 92.08

79.91 82.17 82.19 81.76

47.57 50.10 53.60 53.64

49.82 50.32 53.82 54.94

40.19 48.71 51.41 51.82

0.680 0.903 0.921 0.918

0.627 0.903 0.921 0.916

0.629 0.896 0.913 0.913

15.91 16.35 16.55 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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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星对地观测委员会快速反应信息系统研讨会将在武汉大学召开

国际卫星对地观测委员会(CEOS)数据利用专家组将于 2004年 5月 5日～ 5月 7日在武汉大

学举行“CEOS Workshop on Rapid Response Information Systems”研讨会 , 会议主要目的是通过交

流在各领域成功的信息系统 ,为全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类似系统研制的经验 ,更好地明确各空间机构

在支持类似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会议由 CEOS数据利用专家组 、国家遥感中心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

工程学院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 。

研讨会主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快速反应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快速反应信息系统:①森林火灾监测;②各种地球物理灾害早期预警系统;③内陆和沿海

水体富营养化;④旱灾和水灾预警与监测;⑤海表温度和物理状态 。

·在促进快速反应信息系统中 ,各空间机构需要采取的行动 。

详情请登录会议网站:http://www .modis.whu.edu.cn/worksh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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