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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局部差异加权的遥感影像融合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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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现有遥感影像融合方法的基础上，针对多源遥感影像之间的地物差异，提出了一种基于局部差

异加权的融合方法（ｌｏ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ｗｅｒｉｎｇｆｕｓｉｏｎ，ＬＤＰＦ）。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在提高空间分辨率和保持

光谱特征的同时，较好地解决空间信息差异的问题。

关键词：影像融合；ＩＨＳ变换；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ＩＲＳ影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ＴＰ７５１．１

　　在多源遥感影像的融合过程中，对于来自同

一地区的多幅影像，由于成像传感器的差异、拍摄

时间的不同及各种干扰的存在，获取的图像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失真和噪声，而且地物信息会存在

差异，所以很难保证影像之间能够达到完全精确

的配准。归纳起来，大致有３种情况：① 由于资

源卫星的不同，其拍摄方式和拍摄原理的差异会

在所产生的影像中反映出来；② 影像拍摄的季节

差异会使多光谱影像和全色影像之间的光谱差异

很大；③ 由于影像获取的时间不同，同一地区的

地物信息会有一定的差别。为了达到良好的融合

效果，这些都是实际融合处理过程中不得不面对

的问题。现有的影像融合方法（如ＩＨＳ变换融

合、主分量变换融合等）在提高多光谱影像空间分

辨率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光谱特

征。近年发展起来的基于小波变换的影像融合方

法，虽然能够较好地保留多光谱影像的光谱特征，

但影像的视觉效果比较差，损失了高分辨率影像

的部分空间信息。有相关研究［１，２］对传统的ＩＨＳ

变换本身进行改进，针对犎 和犛分量应用相关的

融合，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色彩上的畸变仍然难

以避免。一种基于ＩＨＳ变换的频域滤波退化模

型［３，４］在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上达到了某种

平衡；而基于ＦＦＴ的ＩＨＳ融合方法（Ｅｈｌｅｒｓ方

法）［５，６］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在归纳和分析现有融合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ＬＰＰＦ方法，实验证明该方法能够在

保持光谱特征和提高分辨率的同时，有效地解决

地物信息差异的问题。

１　犈犺犾犲狉狊方法

基于ＩＨＳ变换的融合方法在空间分辨率的

提高上表现得比较出色，而结合频域滤波，在高频

和低频部分分别使用不同的融合规则能使光谱的

畸变程度有所降低，从而使融合结果在空间分辨

率和光谱特征上达到平衡。笔者使用Ｅｈｌｅｒｓ方

法进行了融合实验，其融合效果与频域中高通滤

波和低通滤波选择的截断频率有关。图１和图２

分别表示当截断频率取从１０到１５０间隔为１０的

１５个值时，融合影像的熵值以及融合影像与多光

谱影像的相关系数的变化情况。图像的熵值是衡

量图像信息丰富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融合图像

的熵值越大，表示融合图像的信息量增加，融合图

像所含的信息越丰富；同时，融合图像与源图像

的相关系数能反映两幅图像光谱特征的相似程

度［７］。因此，熵值和相关系数的变化可以说明，

若截断频率过低，则融合影像尽管具有较高的

空间分辨率，光谱畸变却比较大；而若截断频率

过高，则光谱特征保持得比较好，但空间分辨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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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程度相对较小。必须找到合适的截断频率，

才能使两者达到平衡，从而获得良好的融合效果。

在实验中，截断频率取值４０或者５０达到的效果

较好。

但是，Ｅｈｌｅｒｓ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多光谱影

像和全色影像之间有空间信息差异时的情况。随

着截断频率的取值变化，融合影像在空间信息不

一致的区域或是色彩扭曲严重、或是地物特征不

明显，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本文提出的改进方

法能较好地解决此问题。

图１　融合影像

熵值与截断频

率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

ｗｅｅ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ｎｄ

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图２　融合影像和多光谱

影像的相关系数

与截断频率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ｕｎ

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

ａｔｉｖ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

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ＦｕｓｅｄＩｍａｇｅ

２　犔犇犘犉方法

由于Ｅｈｌｅｒｓ方法能够很好地平衡融合影像

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所以本文借鉴了该

方法的思想，并且专门针对空间信息不一致的区

域，结合区域分析［７］的若干原理，提出了一种ＬＤ

ＰＦ方法。ＬＤＰＦ方法的具体原理如下所示。

１）通过三次插值运算将多光谱影像扩展成

与全色影像（Ｐａｎ）相同尺寸，并将其转换到ＩＨＳ

颜色空间，把犐分量通过ＦＦＴ变换转换到频域，然

后对其进行低通滤波，接着通过快速傅立叶反变换

（ＩＦＦＴ）转换到空间域，形成犐分量的低频部分。

２）通过直方图匹配和灰度值匹配等操作使

全色影像的灰度值与ＩＨＳ变换后的多光谱影像犐

分量保持整体上的一致。利用ＦＦＴ转换到频域

后，将其拷贝为两个副本，并分别进行低通滤波和

高通滤波，然后通过ＩＦＦＴ得到全色影像的低频

部分和高频部分。

３）对以上产生的犐分量低频部分和全色影

像低频部分进行局部差异加权运算。对于每一个

像素，按照式（１）计算其周围１１×１１窗口范围内

两幅影像的局部差异平均值。

ａｖｇ犃犅（狓，狔）＝
∑
狓＋５

犻＝狓－５
∑
狔＋５

犼＝狔－５

狘犃（犻，犼）－犅（犻，犼）狘

１１×１１

（１）

式中，犃和犅 分别表示两幅影像；ａｖｇ犃犅（狓，狔）表

示以（狓，狔）为中心点像素的局部差异平均值。

当ａｖｇ犃犅（狓，狔）超过阈值（本方法中取两幅

影像的整体差异平均值，参考式（１）计算得出）时

按照如下公式确定像素的灰度值：

犐′（狓，狔）＝α×（犪×犐ｌｏｗ（狓，狔）＋犫×

　Ｐａｎｌｏｗ（狓，狔））＋β （２）

β＝ （１－α）×
∑
犕

犻＝１
∑
犖

犼＝１

Ｐａｎｌｏｗ（犻，犼）

犕×犖
（３）

犫＝
ａｖｇ犃犅（狓，狔）

ｍａｘ［狘犃（犻，犼）－犅（犻，犼）狘１≤犻≤犕，１≤犼≤犕］
（４）

犪＝１－犫 （５）

式中，犐ｌｏｗ（狓，狔）、Ｐａｎｌｏｗ（狓，狔）、犐′（狓，狔）分别表示犐

分量低频部分、全色影像低频部分的像素灰度值

和计算后得到的像素灰度值；α、β为两个常量系

数，α表示计算得到的灰度值的可信度，其值在

（０，１］范围内，由具体的应用决定，β表示针对α

值而补充的亮度值，由式（３）决定，若取α＝１，则β

＝０，表示对计算得到的灰度值完全信任，这也是

后面实验中所采用的值；犪、犫为权值，决定犐ｌｏｗ和

Ｐａｎｌｏｗ在结果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它们的值则由

式（１）中计算得到的局部差异值决定。经过这一

处理后，即得到新的犐分量低频部分。

若ａｖｇ犃犅（狓，狔）未超过阈值，则直接取

犐ｌｏｗ（狓，狔）的对应像素值，亦即式（２）中取α＝１，犪

＝１，犫＝０，β＝０。

４）将经步骤２）处理得到的全色影像高频部

分和经步骤３）处理得到的犐分量低频部分叠加

组成新的犐分量，称之为犐′。

５）将犐′、犎、犛组成的色彩空间通过ＩＨＳ逆

变换转换得到ＲＧＢ影像。

与Ｅｈｌｅｒｓ方法不同的是，ＬＤＰＦ方法不但考虑

了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之间的平衡，而且较好

地解决了地物信息不一致时带来的问题。由于融

合结果保留了全色影像的高频部分，因此ＬＤＰＦ方

法对于权值偏重于全色影像的融合尤其有效。

３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　数据选取

选取西藏灵芝机场区域作为实验的影像区

３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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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该机场２００４年始建，于２００６年末投入使用，

在此期间地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光谱影像采

用２００１年拍摄的２８．５ｍ分辨率ＥＴＭ＋数据，采

用其１、２、３三个波段合成的真彩色影像；全色影

像采用２００５年拍摄的５ｍ分辨率ＩＲＳ数据。两

者在空间信息上有比较大的差别，如从图３（ａ）、

３（ｂ）中可以看出，多光谱影像中没有机场及周围

的建筑物和跑道，而全色影像中有这些地物信息。

３．２　融合实验

首先对全色和多光谱影像进行影像配准，其

精度应控制在０．５个像素以内，并把多光谱影像

重采样到与全色影像相同大小。融合实验分别采

用了ＩＨＳ变换融合方法、Ｅｈｌｅｒｓ方法和ＬＤＰＦ方

法。其中Ｅｈｌｅｒｓ方法和ＬＤＰＦ方法的截断频率

值选择为４０，式（１）中参数犪、犫的值由局部差异

值决定，犪与局部差异值成反比，而犫与局部差异

值成正比，这样处理是为了突出全色影像的地物

信息，因为其地物信息更加丰富。实验结果如

图３所示。

图３　３种融合方法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３　结果分析

从目视效果上看，３种方法融合后的空间分

辨率都有较大的提高，影像比融合前清晰。但

ＩＨＳ方法融合结果明显地改变了原影像的色调，

光谱损失较严重。Ｅｈｌｅｒｓ方法虽然较好地保留了

多光谱影像的光谱信息，分辨率也有了较大的提

高，但在地物信息不一致的地方效果较差，例如融

合后飞机跑道等人工地物只能隐约看到其轮廓，

且不少地方出现了重影。而ＬＤＰＦ方法不但保

持了较好的光谱信息并提高了空间分辨率，而且

在地物信息不一致的区域融合效果较好，飞机跑

道和人工地物比较清晰，且没有重影现象。

为了更好地比较３种方法的融合效果，本文

使用了均值、标准差、熵、相对偏差和相关系数进

行评价。均值、相对偏差和相关系数是对光谱信

息畸变的度量，而标准差和熵则反映了影像的信

息量和清晰度。３种融合方法效果的定量比较结

果如表１所示。

从光谱信息方面看，ＩＨＳ方法结果的均值与

多光谱影像相差比较大；而Ｅｈｌｅｒｓ方法和ＬＤＰＦ

方法则相差比较小。从相对偏差和相关系数上

看，与原多光谱影像相比，Ｅｈｌｅｒｓ方法和 ＬＤＰＦ

方法的结果比ＩＨＳ方法的相关性更高，相对偏差

更小。同时，在这３项数据的表现上Ｅｈｌｅｒｓ方法

稍优于ＬＤＰＦ方法，但两者均明显比ＩＨＳ方法

好。这表明，由于ＬＤＰＦ方法在低频部分的局部

表１　３种融合效果的定量比较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

ｏ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原始多光

谱影像

融合结果影像

ＩＨＳ Ｅｈｌｅｒｓ ＬＤＰＦ

犚 １３６．７１９ １２１．６９１ １３３．５４３ １３１．４６７

均值 犌 １３４．８１９ １１９．９８９ １３５．６６８ １３２．７３１

犅 １０５．２４８ ９７．２８９ １０５．９４１ １０２．９８２

犚 ４３．５４４ ４８．６５０ ４７．３９９ ４７．６８６

标准差 犌 ４４．８９７ ４７．５８３ ４７．８１６ ４７．９４７

犅 ３７．７３８ ３４．６２２ ３９．９６２ ３９．５５６

犚 ４．２３６ ４．９７６ ４．９４２ ４．９２３

熵 犌 ４．１２０ ４．９１９ ４．８４３ ４．８５５

犅 ４．０４２ ４．８７０ ４．６７９ ４．８０３

犚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５３ ０．９３７８ ０．９１３３

相关系数 犌 １．０００ ０．８１４８ ０．９１７４ ０．９０６５

犅 １．０００ ０．７９１２ ０．８８９８ ０．８４８５

犚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３３０

相对偏差 犌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２９８

犅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３１９

区域融合中更偏重于全色影像，因而导致整体上

的光谱变化较 Ｅｈｌｅｒｓ方法稍大，但还是远优于

ＩＨＳ方法。

从空间分辨率和清晰度方面看，３种融合方

法的标准差和熵都较原影像有很大提高，这表明

融合后影像的信息量增大，影像的细节更为丰富。

在这两项指标上，ＩＨＳ方法结果比Ｅｈｌｅｒｓ方法表

现稍好，而ＬＤＰＦ方法则大多介于前两者之间。

这是由于在对全色影像低频部分空间信息的处理

上，ＩＨＳ方法全部保留，Ｅｈｌｅｒｓ方法完全舍弃，而

４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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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ＤＰＦ方法则保留了部分信息。

从以上分析和比较可见，ＬＤＰＦ方法从空间分

辨率和目视解译效果上看，与ＩＨＳ方法接近，优于

Ｅｈｌｅｒｓ方法；而从光谱特征的保持效果上看，此方

法与Ｅｈｌｅｒｓ方法接近，明显优于ＩＨ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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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基于形状模板匹配的多边形查询 　　　　　　　　　　　帅　!

，等

 基于多尺度边缘的重力异常分离方法 汪海洪，等

 近岸海域ＧＰＳ在航潮位解算中潮位的提取方法研究 马飞虎，等

ＤＥＭ坡度坡向的有效尺度范围 刘学军，等

 一种改进的基于事件过程的时态模型研究 吴长彬，等

 城市下垫面覆盖类型变化对热岛效应影响的模拟研究 曹丽琴，等

 基于支持度矩阵的Ａｐｒｉｏｒｉ改进算法 洪梓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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