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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人眼视觉对影像反应的特性，确定可以衡量影像质量的质量元素，以模糊数学理论和概率论为基

础，采用模糊综合评价原理，提出了数字遥感影像质量的量化评价模型，并论证了数字遥感影像产品不同质量

等级的隶属度函数；初步开发了相应的数字遥感影像质量检查软件。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本文模型进行遥感

影像产品质量的评定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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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遥感影

像在环境监测、防灾救灾、气象预报和测绘等领域

有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测绘行业，以航空航

天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制作的数字正射影像图

已经成为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的重要标准产品之

一。长期以来，在影像质量的度量中，对影像的几

何质量研究较多，并提出了具体的定量度量模型，

而有关影像的辐射质量的研究很少，至今依然以

人眼目视判断为依据，用“影像清晰、反差适中、色

调均匀”等定性语言来进行有关质量的描述。这

给精化遥感影像质量描述、提高遥感影像应用水

平带来了限制。本文主要以模糊数学和概率论为

基础，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原理，提出了数字遥感

影像质量的评价模型，并探讨了该模型在实际工

作中实现的方式及参数。

１　模糊综合评价法

评价一项产品的质量，往往要同时考虑若干

个因素（质量特性或质量元素），如对电视机的评

价，可以从显像效果、音质、价格等因素进行考虑。

这类问题称为综合评价问题。在评判时，对每个

问题可以分几个等级进行判断，如很好、较好、可

以、不好等。可记为：

犝 ＝｛图像（狌１），音质（狌２），价格（狌３）｝

犞 ＝｛很好（狏１），较好（狏２），可以（狏３），

不好（狏４）｝

这里，称犝 为因素论域，犞 为评语论域。设犝＝

｛狌１，狌２，…，狌犿｝，犞＝｛狏１，狏２，…，狏狀｝，则有犿 个模

糊评价向量，构成一个犿×狀阶的模糊矩阵：

犚＝

狉１

狉２



狉

熿

燀

燄

燅犿

＝

狉１１ … 狉１狀

 

狉犿１ … 狉

熿

燀

燄

燅犿犿

（１）

　　设评价因素的模糊权向量为犃＝｛犪１，犪２，…，

犪犿｝，则经式（２）运算可得综合评价结果：

犃·犚＝犅 （２）

式中，犅＝｛犫１，犫２，…，犫犿｝是评价集上的一个模糊

子集，它的各个元素是各因子对于评价等级的隶

属度。

合成运算在综合评价中一般有以下几种类

型：

１）犕（∧，∨）型

犫犼 ＝ｍａｘ［ｍｉｎ（犪１，狉１犼），ｍｉｎ（犪２，狉２犼），…，

ｍｉｎ（犪犿，狉犿犼）］，犼＝１，２，…，狀

ｍｉｎ表示取最小，记作“∧”；ｍａｘ表示取最大，记

作“∨”。

２）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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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犼 ＝ｍａｘ（犪１狉１犼，犪２狉２犼，…，犪犿狉犿犼）

“·”是模糊合成运算符，其具体意义在不同的合

成类型中是不同的。

３）犕（∧，）型

犫犼 ＝ｍａｘ［ｍｉｎ（犪１，狉１犼），ｍｉｎ（犪２，狉２犼）＋…

＋ｍｉｎ（犪犿，狉犿犼），１］

　　４）犕（·，＋）型

犫犼 ＝ （犪１狉１犼＋犪２狉２犼＋…＋犪犿狉犿犼）

　　５）犕（·，）型

犫犼 ＝ｍｉｎ（犪１狉１犼，犪２狉２犼＋…＋犪犿狉犿犼，１）

　　其中，犕（∧，∨）型称为主因素决定型，其结果

只由指标值最大者决定；犕（·，∨）型和犕（∧，）

型称为主因素突出型，与犕（∧，∨）型接近，但评价

结果多少反映一些非主要因素；犕（·，＋）型和犕

（·，）型称为加权平均型，它兼顾了全部因素，充

分反映了每个指标的作用。模糊综合评价还可以

根据问题指标的类别和层次分级进行［１］。

２　遥感影像质量评价模型

理想地说，质量的评定标准应该符合以下几

个要求：① 必须是客观的，而且可以重复并经得

起检查；② 应该全面地表示影像质量，而不能只

局限于某一个方面；③ 应该便于实际测定，即在

实际的质量评定中能够很方便地测定出来，可藉

此评定影像质量，找出影响质量的因素，以便提出

改进措施。

２．１　遥感影像质量评价因素论域的组成

因素论域由质量模型中各质量特性（或质量

元素）组成。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图像黑白像素

或者三色像素是检测图像的信息载体，它们的数

量多少及密度分布的组合构成检测信息，检测图

像的质量（或信息）可以通过系统本身的传递特性

反映出来。因此，可以采用调制传递函数（ＭＴＦ，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所表示的影像特性

作为影像质量的一个重要质量元素进行评价。遥

感影像数据的质量特性包括影像几何质量、影像

极限分辨率、影像调制特性和影像附件质量。相

应的遥感影像质量度量的因素论域为：

犝犲 ＝ ｛狌ｇｅｏ，狌ｍｔｆ，狌ｒｅｓ，狌ｒｅｆ｝ （３）

式中，犝犲表示影像数据质量度量因素论域；狌ｇｅｏ表

示影像几何质量，指影像的平面位置精度和影像

分辨率，即影像经几何纠正后，用控制点及其影像

同名点平面位置中误差表示的平面位置精度；

狌ｍｔｆ表示由影像的调制曲线确定的影像质量特性；

狌ｒｅｓ表示影像的极限分辨率，即物理分辨率；狌ｒｅｆ表

示影像元数据等的完整性与正确性。

２．２　遥感影像质量评价评语论域的组成

空间数据的最终质量标志都应是评语论域中

的惟一一项元素，按照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８３１６

２００１《数字测绘产品检查验收和质量评定》的质量

评级，评语论域由优、良、合格和不合格四元素组

成，即

犞 ＝ （狏１，狏２，狏３，狏４） （４）

式中，犞 表示影像数据质量评语论域；狏１ 表示产

品符合用户或设计要求，达到良级产品；狏２ 为产

品符合用户或设计要求，达到良级产品；狏３ 为产

品符合用户或设计要求，达到合格品；狏４ 为产品

不符合用户或设计要求，为不合格品。

２．３　质量评价因素的模糊权向量

同一质量特性在不同产品中的重要性不同，

其相应的模糊权向量对不同的产品也应不同。同

样，不同质量特性在同一产品中对质量的影响程

度也不同。因此，对于数字遥感影像，各质量特性

应该有不同的权值。空间数据质量度量指标与评

价方法确定的模糊权向量为：

犃＝ （０．５，０．３５，０．０５，０．１） （５）

式中，犃表示模糊权向量，向量中为按式（３）排列

的各质量特性的权值。

２．４　质量等级的隶属函数

遥感影像的影像几何质量、影像极限分辨率、

影像调制特性和影像附件质量四个质量特性都具

有这样的性质，即质量特性值处于一个阈值范围

内时归属为某一等级的质量，但在小（大）于该阈

值时，将有不同的属于该等级和下（上）一等级质

量的隶属度。设有两个阈值犪和犫，质量特性值

为狏，当犪≤狏≤犫时，该产品为良级品；当狏＜犪

时，该产品将有不同的属于良级品和合格品的隶

属值狉良 和狉可，且狉良＋狉可＝１。

２．５　质量指标值的计算

在计算质量指标值时，考虑到充分反映和兼

顾每个质量特性的作用，采用 犕（·，＋）型进行

计算，其中犚为４×４阶的变换矩阵。

３　遥感影像产品质量评价的实现

　　遥感影像质量的评价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是

针对以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加工生成的具体影

像产品而言的，如数字遥感影像平面图、数字遥感

影像地图和三维景观图等。本文主要以基础地理

信息数字产品中数字正射影像图的质量检查为对

象进行，质量评价的具体实现分为影像几何质量

３１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５月

的检查、影像调制特性检查、影像极限分辨率检查

和影像附件质量的检查。

３．１　几何精度的检查

３．１．１　几何质量特性值的计算

在获取被检测影像图的检测点坐标和作为真

值的检测点坐标值（如控制点）后，按式（６）～式

（８）计算影像的几何精度：

犿狓 ＝± ∑
狀

犻＝１

（犡犻－犡犻０）
２／

槡 狀 （６）

犿狔 ＝± ∑
狀

犻＝１

（犢犻－犢犻０）
２／

槡 狀 （７）

犿狓狔 ＝± 犿２犡 ＋犿
２

槡 犢 （８）

式中，犿犡 为犡 方向的定位精度（ｍ）；犿犢 为犢 方

向的定位精度（ｍ）；犿狓狔为平面定位精度，即影像

的几何精度（ｍ）；（犡犻，犢犻，犣犻）为由被检测图像上

获取的检测点坐标值（ｍ）；（犡犻０，犢犻０，犣犻０）为同名

检测点坐标值（ｍ）；狀为检测点数。

３．１．２　几何精度等级评定的隶属函数

根据由§３．１．１计算出的中误差的大小可以

确定该产品是否为一个几何精度合格产品，但中

误差小到什么程度，产品属于良级品或优级品，则

可以按照中误差代表着误差分布的离散度的大小

这一特性来确定。按照中误差统计规律，若犿狓狔

为中误差，则每对检测误差落在（－犿狓狔，＋犿狓狔）、

（－２犿狓狔，＋２犿狓狔）和（－３犿狓狔，＋３犿狓狔）的概率分别

为［１０］６８．３％、９５．５％和９９．７％。也就是说，绝对

值大于１倍、２倍和３倍中误差的偶然误差出现

的概率分别为３１．７％、４．５％和０．３％。

设检测点数为狀，大于１倍、２倍、３倍中误差

的检测点个数分别为狀σ、狀２σ、狀３σ，则按照误差离散

度 确 定 的 产 品 等 级 评 定 的 隶 属 度 可 以 用

狀σ
狀×３１．７％

、 狀２σ
狀×４．５％

和
狀３σ

狀×３．０％
来表示。因此，

几何精度等级评定的隶属函数的形式为：

犝 ＝

（０，０，０，１）， 犿狓狔 ＞犿

狀３σ
狀×０．００３狀

， 狀２σ
狀×０．０４５狀

， 狀σ
狀×０．３１７狀

，（ ）０ ，犿狓狔 ≤烅

烄

烆
犿

（９）

式中，犿为由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产品中误差限

值。

３．２　影像调制特性的检查

３．２．１　影像调制传递曲线的测制

影像调制特性主要通过调制传递曲线来表

示。在被检测影像上选定不同区域，但均匀分布

的（５处或９处，如均匀选取５处，其中４处尽量

位于影像４周，一处尽量位于影像中心，见图１）

具有明显边界的影像，每处所选区域再各选取两

个互相垂直的线状地物，利用刀刃曲线求出影像

的调制度传递曲线，具体步骤如下。

１）在影像上选取直边地物（如道路、屋顶

等），然后用垂直于直边地物的一行（列）１０个像

元灰度值绘出影像的刀刃曲线（如图２（ａ）），即犇

＝犳（狓）。

２）将刀刃曲线犇＝犳（狓）逐点求导数，得到点

扩散函数犃（狓），如图２（ｂ）所示。计算中的起点

和终点取斜率为０．００５的点处。

３）将犃（狓）进行傅立叶变换，从而得到影像

的调制传递曲线，见图２（ｃ）。

图１　影像检测区域的选择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Ｉｍａｇｅｒｙ
　　　　　

图２　调制传递曲线的测定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３．２．２　影像调制特性等级评定的隶属函数

影像低频部分主要决定影像的反差，高频部

分决定了影像细部的表达能力和边沿的清晰度。

因此，影像的质量与调制传递曲线所包含的面积

有关，即面积越大越好，这样的影像反差良好，且

非常清晰［５］。但面积多大才能达到要求的影像质

量，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这里采用照

相工业中常用的方式进行质量评定，即产品验收

的标准是选取特定的几个频率，比较这几个频率

处的 ＭＴＦ值是否符合要求，从而得出产品质量

是否符合要求的结论。照相工业选用的频率狏通

常为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等，这对于数字正射影像图

来说都太高了，按照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１∶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分辨率要

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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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本文狏选择５、１０、１５、２０作为评价的频率，以

狌ｍｔｆ＝犿（５）＋犿（１０）＋犿（１５）＋犿（２０）作为指标进

行质量评定，隶属度函数如图３所示，其形式为：

犝＝

（０，０，０，１）， 当狌ｍｔｆ≥犪

狌ｍｔｆ－犫

犪－犫
，１－
狌ｍｔｆ－犫

犪－犫
，０，（ ）０ ，当犫≤狌ｍｔｆ＜犪

０，
狌ｍｔｆ－犮

犫－犮
，１－狌ｍｔｆ－犮
犫－犮

，（ ）０ ，当犮≤狌ｍｔｆ＜犫
０，０，
狌ｍｔｆ－犱

犮－犱
，１－
狌ｍｔｆ－犱

犮－（ ）犱 ，当犱≤狌ｍｔｆ＜犮

（０，０，０，１）， 当狌ｍｔｆ≤

烅

烄

烆 犱

（１０）

式中，犪、犫、犮、犱分别为属于优级品、良级品、合格

品和不合格品的最大隶属度狌ｍｔｆ值。

３．３　影像极限分辨率的检查

照相工业中普遍采用 ＭＴＦ＝０．０８作为人眼

能够分辨的最低调制度。因此，在计算绘制出的

影像 ＭＴＦ曲线中，求出 ＭＴＦ值为０．０８处的影

像分辨率作为数字正射影像图的极限分辨率，并

依据此值的大小确定该产品的影像极限分辨率的

质量等级归属指标，其隶属度函数与影像调制特

性等级评定的隶属函数形式一致，其中犱值为数

字正射影像图要求的分辨率值。

图３　影像调制特性的质量隶属度函数

Ｆｉｇ．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３．４　影像附件质量的检查

遥感影像附件的质量主要是检查附件（包括元

数据和其他说明性文档等）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元

数据文件的质量可根据文件内容正确值的统计百

分比表示。同样，资料完整性也用正确值的统计百

分比表示。影像附件质量等级归属度可用元数据

文件正确百分值与资料完整性百分值的平均值来

衡量，其隶属度函数与影像调制特性等级评定的

隶属函数调形式一致，其中犪、犫、犮、犱的值见表１。

表１　附件质量的隶属度／％

Ｔａｂ．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数据质量特性
质量等级隶属度

优级品 良级品 合格品 不合格品

附件质量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３．５　实例分析

采用本研究提出的数字遥感影像产品评价模

型初步编制了相应的检查软件，并选择经生产后

正式提交的５幅１∶５００００数字正射影像图进行

评价实验。首先由三名长期从事质量检查的人员

对这５幅图按照常规的手段和方法进行质量检

查，并作出评价，然后使用所编软件进行质量评

价，评价结果见表２。从表２可以看出，软件的评

价结果与检查员的评价结果比较一致。软件方式

进行评价，其量化程度高，检测标准客观，易于操

作使用。

４　结　语

１）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定数字正射影像

质量的因素论域由影像几何质量、影像调制特性

曲线、极限分辨率和附件质量组成，并全部可以进

行质量的量化描述。

２）采用某一质量特性的特性值具有不同质

量等级隶属度的概念进行质量表达更为准确、合

表２　数字正射影像图质量检查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产品编号 检查员１的评价结果 检查员２的评价结果 检查员３的评价结果 检查员的平均评价结果 软件的评价结果

Ｉ４９Ｃ００２００１ 良 良 良 良 良

Ｉ４９Ｃ００２００２ 合格 合格 良 合格 良

Ｉ４９Ｃ００３００１ 良 合格 良 良 良

Ｉ４９Ｃ００３００２ 良 良 良 良 良

Ｉ４９Ｃ００４００１ 良 良 良 良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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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在影像质量度量模型的实用化探讨中，采用

了部分的经验值，如评论因素的模糊权向量，度量

模型的准确性和实用化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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