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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规线性合成方法对波段之间关系的描述过于简单，难以产生高度真实感的ＳＰＯＴ自然色影像。针

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利用波谱分析的ＳＰＯＴ自然色模拟方法。该方法解决了波谱库波谱与像元波谱的尺度

转换问题，利用ＢＰ神经网络对波谱库中的地物波谱进行学习和分析，拟合波谱库波段间的非线性关系，然后

利用这样的非线性关系模拟ＳＰＯＴ蓝波段，从而得到ＳＰＯＴ近自然色影像。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得到的

ＳＰＯＴ近自然色影像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波谱信息均优于常规的波段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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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自然色模拟方法大多为线性合成方

法，即通过已有波段的运算和组合来模拟自然色

影像［１６］。线性合成方法过于简单地描述了遥感

影像波段之间的相关性，即使在视觉上达到了一

定的“自然色”效果，在物理上也缺乏合理的解释，

这样合成的波段对于开展定量遥感方面的研究没

有意义。在非线性合成方面，文献［７，８］利用倒转

神经网络来拟合ＴＭ影像ＮＩＲ、Ｒ、Ｇ与Ｂ之间的

关系，通过把这种非线性的关系引入到ＳＰＯＴ影

像中拟合出ＳＰＯＴ影像的蓝光波段，进而产生

ＳＰＯＴ自然色影像。跟经验线性方法相比，这是

一个“主动式”的探索过程，更加符合遥感影像成

像机理。然而，不同成像平台、不同成像条件下形

成的影像（如不同季节或不同地点的ＴＭ 影像与

ＳＰＯＴ影像），其波段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将

ＴＭ影像拟合得到的波段关系运用到ＳＰＯＴ的波

段拟合中不一定合理。

从遥感影像的成像机理来看，遥感影像波段

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

地挖掘波段间的这种相关性。本文从遥感影像的

成像物理特性出发，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ＳＰＯＴ

自然色的模拟方法———利用波谱分析的自然色模

拟方法。

１　研究方法

利用波谱分析的ＳＰＯＴ自然色模拟的思路

是首先将波谱库波谱尺度转换到像元波谱尺度，

然后利用ＢＰ神经网络
［９］对波谱库波谱进行学习

和分析，最后将像元已有的波段值代入ＢＰ网络，

输出缺失的蓝波段，模拟自然色影像。

１．１　波谱尺度转换

地物波谱库是地面实测的大量地物波谱信息

的集合，它以较短的光谱采样间隔包含了地物从

紫外到远红外波谱范围的反射率。波谱库中储存

的每一条记录均记录了一种地物类型对应于特定

波长的光谱反射率值。多光谱影像也在特定尺度

上分波段记录地物的反射率值，然而由于存储和

成像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卫星上的传感器

并没有很高的光谱分辨率，一般的多光谱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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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较大的波长间隔包含了Ｒ、Ｇ、Ｂ、ＮＩＲ、ＳＷＩＲ

等几个波段。为了跟多光谱影像的波谱特征相一

致，必须对样本波谱集进行尺度转换。

对样本波谱进行尺度转换的方法是以影像波

谱（波段设置）为参考对其波谱进行波谱积分（光

谱积分），即在对应于影像各个波段的波长范围对

样本波谱集中的波谱进行波谱积分，其计算公式

为［１０］：

φ＝∫
λ２

λ１

犳（λ）ｄλ （１）

式中，φ为λ１至λ２波长范围内总的光谱反射率值；

λ１、λ２为起始波长和终止波长；犳（λ）为对应于波长

λ的光谱反射率值。对于波谱库中的离散波谱样

点而言，波谱积分就是在积分范围内计算样本点

值的加权平均，计算公式为：

φ＝

∑

λ２

λ＝λ１

犳（λ）Δλ

λ２－λ１
（２）

式中，Δλ为下一次采样点波长与本次采样点波长

之差。由于ＳＰＯＴ和ＥＴＭ＋具有基本一致的波

段设置，因此在对样本波谱集进行波谱积分时，蓝

波段积分范围可以采用ＥＴＭ＋的蓝波段范围代

替。通过式（２）对样本波谱集进行积分处理，便得

到了与多光谱影像相一致的样本波谱集。

１．２　波谱分析与自然色模拟

波谱尺度转换后的样本波谱集在波谱尺度上

已经和多光谱影像的波段范围相对应，即形成一

系列的波谱库波段。波谱分析的目的在于寻找到

样本波谱集中各个波段间隐含着的拟合关系，进

而利用这种关系模拟自然色影像。寻找这样的拟

合关系便自然地转入到了智能信息处理和模式识

别研究领域。

在波谱分析与自然色模拟中，ＢＰ网络的目标

是拟合样本波谱集蓝波段与其他波段间的关系。

然而，由于遥感影像成像条件和波谱库波谱采集

条件之间的差异以及像元和波谱库波谱在空间尺

度上的差异，通过绝对波段值拟合的波谱库波段

间关系并不一定与真实的像元波段关系相对应，

更有意义的是拟合相对波段值。一个可行的做法

是以一个共同存在的波段（如绿波段）为标准，拟

合蓝波段与标准波段的比值（Ｂ／Ｇ）和其他波段与

标准波段比值之间的关系。至此，网络的输入为

Ｒ／Ｇ、ＮＩＲ／Ｇ和ＳＷＩＲ／Ｇ，而输出端则为Ｂ／Ｇ。

根据经验，训练样本数是网络连接权总数的

５～１０倍
［１１］，从拥有几千条记录的波谱库中抽取

的样本波谱集在数量上可以满足训练的要求。样

本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网络训练，一部分

用于网络测试。为了提高网络的性能，选择增加

动量项的改进型ＢＰ神经网络，网络参数通过交

互式的输入设定。网络的训练过程如下所示。

１）初始权值设置。网络结点初始权值的设

置决定了网络从误差曲面的哪个位置开始训练，

对缩短网络的训练时间至关重要［１１］。一般选择

－１～１之间的随机数作为初始权值。

２）正向回归过程。从训练样本集中随机抽

取一条记录，将其中Ｒ／Ｇ、ＮＩＲ／Ｇ及ＳＷＩＲ／Ｇ作

为网络的输入端，通过各层各个结点附带的权值

计算网络的输出结果（Ｂ′／Ｇ）。

３）误差逆向传播过程。网络的输出值（Ｂ′／

Ｇ）与真值（Ｂ／Ｇ）间的误差逆向传播，以结点的权

值为依据分摊给各个网络结点。

４）权系数调整。根据各层各个结点的输出

值、附带的误差以及原有的权值，计算新的权值。

５）样本测试。每完成一次测试，对测试样本

集中的测试样本进行训练，若累计误差达到指定

的阈值或训练达到最大训练次数，则完成网络的

训练。

ＢＰ神经网络训练完成后，对输入的ＳＰＯＴ

影像，逐像元计算其Ｒ／Ｇ、ＮＩＲ／Ｇ和ＳＷＩＲ／Ｇ并

输入到训练好的ＢＰ网络中，根据网络的输出Ｂ′／

Ｇ便得到了像元的近似蓝波段值（Ｂ′），进而得到

模拟的ＳＰＯＴ自然色影像。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实验中采用的ＳＰＯＴ影像数据为２００４年９

月１９日获取的新疆伊宁县的数据，对比实验采用

该地区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３日的ＥＴＭ＋数据。采用

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Ｅ９．０的大气校正模块 ＡＴＣＯＲ２

对实验影像进行大气校正处理。ＡＴＣＯＲ２内部

完成了辐射定标、大气校正以及反射率定标等过

程，输出的影像 ＤＮ 值即代表了光谱反射率值

（（ＤＮ／Ｆｃｒｅｆ［犻］［犼］）％为光谱反射率值，Ｆｃｒｅｆ为

比例因子）。

实验中采用的全球波谱库为笔者开发的波谱

库管理系统中的地物波谱库，该波谱库集成了

ＵＳＧＳ最新发布的波谱库ｓｐｌｉｂ０６ａ、ＪＨＵ波谱库、

ＡＳＴＥＲ波谱库、ＪＰＬ波谱库以及国内北师大发

布的《我国典型地物波谱数据库》，并包含了近些

年新疆地区野外实地采集的波谱数据。

７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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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ＥＴＭ
＋自然色模拟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波谱分析自然色模拟方法

的可行性，利用该方法对ＥＴＭ＋数据进行自然色

模拟对比实验。首先检验ＢＰ网络自身的学习能

力：随机选择测试样本集中的５０个样本放入训练

好的网络，得到结果见封二彩图１所示。可以看

出，虽然有一定的偏差，但在总体的拟合效果上，

ＢＰ还是做得比较出色。其次，检验ＢＰ的拟合结

果对于影像的适用性：随机选取影像中的５０个样

本点对比ＥＴＭ＋蓝波段与波谱分析方法模拟蓝

波段之间的差别（见封二彩图２），同时，对５０个

样本作统计分析，其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为

９．８４２，蓝波段（Ｂ）与模拟蓝波段（Ｂ′）之间的相关

系数为０．９６８。从视觉效果上看，波谱分析方法

模拟的自然色影像与ＥＴＭ＋的自然色影像基本

看不出差别（见封二彩图３）。这是由于波谱分析

方法中采用的地物波谱库覆盖了众多不同时间、

不点地点采集的典型地物波谱，同时，针对不同传

感器的成像波段范围对样本波谱进行波谱尺度转

换，保证了该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成像条件和不同

成像平台产生的影像。最后，利用ＢＰ神经网络

强大的非线性拟合能力拟合波段间的非线性关

系，弥补了传统线性拟合方法简单描述波段关系

使得合成影像光谱畸变严重的问题。从ＥＴＭ＋

影像自然色模拟的对比实验中可以看出，波谱分

析方法模拟自然色是可行的。

２．２．２　ＳＰＯＴ自然色模拟实验

平均值法是ＳＰＯＴＩＭＡＧＥ公司在其网站上

提供的自然色模拟方法。其合成方法为：蓝波段

采用绿光波段ＸＳ１代替，绿光波段采用绿、红以

及近红外波段的平均值，即（（ＸＳ１＋ＸＳ２＋ＸＳ３）／

３），红波段仍然采用红波段ＸＳ２表示
［１］。加权法

是图像处理软件 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Ｅ专门为处理

ＳＰＯＴ多光谱影像提供的方法。在该方法中，蓝

波段仍然采用绿波段ＸＳ１代替，而绿波段则由绿

波段和近红外波段采用（３ＸＳ１＋Ｘ３）／４合成，红

波段仍然采用红波段ＸＳ２表示
［１］。对ＳＰＯＴ影

像分别利用加权法、平均值法以及本文所提的波

谱分析方法进行自然色模拟实验，实验结果如封

二彩图４所示。从视觉效果上看，封二彩图４（ｂ）

和封二彩图４（ｃ）均存在严重的光谱畸变，影像整

体色调偏绿，水体信息为紫色（红色椭圆圈出），植

被表现得格外的绿（黄色椭圆圈出）。平均值法和

加权法两种方法均简单地将绿波段值赋予了蓝波

段，而绿波段值则由近红外和绿（甚至红）波段合

成，而绿色植被在近红外波段通常具有较高的反

射率，这样便使得合成的影像看上去特别绿。这

两种方法合成的自然色影像通常需要经过大量的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调图才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效果。相

反，波谱分析方法从遥感影像本身的成像机理出

发，发掘与拟合波段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然后才

应用已有波段合成蓝色波段，进而得到自然色影

像。从封　彩图４中可以看出，波谱分析方法模

拟的自然色影像就显得较为“自然”，整体色调跟

ＥＴＭ 影像类似，其植被、水体等均表现正常。为

了比较这３种自然色影像在信息量方面的表现能

力，计算它们的最佳指数（ＯＩＦ）
［１２］，平均值法、加

权法和波谱分析方法的 ＯＩＦ值分别为３６．０６、

３５．６１和３８．３８。实验结果表明，无论从光谱信息

方面还是空间信息上看，波谱分析方法均明显优

于平均值法和加权法。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利用波谱分析的ＳＰＯＴ自然色

模拟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影像的自然色模拟

（如ＩＲＳ）。利用波谱分析的自然色模拟核心是模

拟一个缺失的蓝光波段，从ＥＴＭ＋自然色模拟的

对比实验中可以看出，这种波段模拟方法是可行

的，这就为其他影像其他缺失波段的模拟提供了

一个可借鉴的研究方法。波段模拟除了自然色模

拟外，在多光谱与高光谱遥感的其他应用领域同

样非常有用。如结合波谱积分与波谱微分，模拟

特定的波段来构建特定用途的指数模型，进而提

取专题信息。

然而，由于波谱分析方法对于波段关系的拟

合借助于ＢＰ神经网络对波谱库的学习，ＢＰ神经

网络的泛化能力就依赖于波谱库中地物波谱的典

型性与完整性，而ＢＰ网络的泛化能力决定了最

终的自然色模拟效果。同时，波谱分析方法通过

利用波段比值代替波段值进而作为ＢＰ神经网络

的输入克服像元与波谱采集在空间尺度上的差

异，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定量遥感的角度来

看是不够的，要解决空间尺度的转换问题，就要考

虑混合像元的分解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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