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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在测绘行业尚没有一套相对完善的遥感影像压缩质量评价方案，提出了基于遥感影像的应

用要求，围绕遥感影像压缩的主、客观质量评价，从多个角度研究了遥感影像压缩质量评价指标，并进行了相

关试验。试验结果认为，如果资源３号卫星采用改进的ＳＰＩＨＴ压缩算法，可以接受的压缩比不应超过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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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航空／航天遥感领域，遥感影像压缩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 针对航空／航天遥感影

像数据的特点提出了一些更为有效的专门压缩算

法；② 通过研究压缩后的重建影像质量的衰减程

度，探讨现有的压缩方法在遥感领域中的应用潜

力。根据国家《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和《全国

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我国将计划在“十一

五”期间发射高分辨率光学立体测图卫星（资源３

号卫星），用于满足我国１∶５万地形图测绘及１

∶２．５万地形图更新的需求。在卫星预研阶段，

需要卫星用户和卫星研制方共同分析、研究，明确

卫星的主要技术指标，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数

据传输压缩比。压缩比不同带来的影像畸变大小

的不同，直接关系到将来卫星遥感影像数据的应

用能力和应用范围。遥感影像压缩的质量评价不

同于对压缩算法的评价（如算法复杂度、压缩速率

等），它是以应用为驱动，以压缩后的影像为评价

对象，从主观感知、构像质量和几何质量等方面进

行的全面评价［１，２］。

１　主观质量评价

主观质量评价是人们进行遥感影像质量评价

常用的方法，并且是检验客观评价指标是否与人

类视觉一致的惟一标准［３］。在其他方面，如视频

质量评价［４］，主观质量评价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并

且至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常情况下，遥感影

像质量的主观评价借鉴电视领域妨碍尺度的思

想，组织有关测试者（观察者）对图像进行目视解

译。测试者既可以是专家，也可以是普通人员。

专家是经历过遥感影像判读和解译训练的，他们

能够凭自己的观察对遥感影像质量提出严格的判

断，发现普通人员所忽略的影像中的某些细节。

遥感影像压缩的主观质量评价过程是一个视觉认

知（交互）的过程，而认知的主体是人，人的主观感

受往往是模糊的、多层次的。另外，遥感影像压缩

质量受多方面畸变因素的影响，而各因素对影像

质量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为此，要综合考虑诸

多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设计了一种针对遥感

影像压缩质量评价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也可称

为遥感影像压缩质量评价的模糊综合决策方法。

其主要思路如下。

１．１　建立因素集和评价集

考虑遥感影像压缩质量的不同影响因素，即

评价指标，提出因素集：

犝 ＝ 狌１，狌２，…，狌犼，…，狌｛ ｝犿 （１）

式中，狌犼代表第犼个因素，犼＝１，２，…，犿。根据我

国国家标准《数字测绘产品检查验收和质量评定

（ＧＢ／Ｔ１８３１６２００１）》的评定等级———优秀（狏１）、

良好（狏２）、合格（狏３）和不合格（狏４），提出如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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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犞 ＝ ｛狏１，狏２，狏３，狏４｝ （２）

　　因素集和评价集都是有限论域（论域指研究

对象的全体），每一个因素狌犼对每一个评定等级

都有一个隶属程度，即狌犼对狏犻（犻＝１，２，３，４）的符

合程度，记作狉犻犼，狉犻犼∈［０，１］。一个因素对所有评

定等级的隶属度构成一个模糊向量犢′，则第犼个

因素的模糊向量可表示为：

犢′＝ 狉１犼，狉２犼，狉３犼，狉４｛ ｝犼 （３）

所有因素的模糊向量构成一组模糊关系，记为模

糊变化矩阵犚。

１．２　确定因素的权重分配

因为在犿个因素中，每种因素对于影像质量

的影响程度不同，所以必须给每个因素加上适当

的权重，这些权重亦构成一个模糊向量犃：

犃＝ 犪１，犪２，…，犪犼，…，犪｛ ｝犿 （４）

式中，犪犼代表第犼个因素的权重，犼＝１，２，…，犿。

将犚和犃 作模糊变换：

犢＝犃·犚＝＝ ｛狔１，狔２，狔３，狔４｝ （５）

式中，狔犻（犻＝１，２，３，４）代表压缩影像总的质量对

第犻个等级的隶属度。从上述推导可以看出不同

因素对压缩影像质量影响的大小。

因为人眼是多数影像处理环境中的最终接收

者［５］，由人作为遥感影像的测试者对影像质量作

出主观判断，能够反映压缩算法引入失真的可见

程度，因而影像质量的预测准确性较高，是影像质

量评价比较可靠的手段，被称之为“金子般的标

准”［６］。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仅仅依赖主观评价对

遥感影像进行质量评价是远远不够的［７，８］，因此，

主观评价虽然较好地反映了影像的直观质量，但

是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随着各种数

字影像产品的广泛应用和相关服务质量的问题，

客观质量评价已成为一种广泛认可的影像质量评

价方法。

２　客观质量评价

从本质上讲，遥感影像压缩的客观质量评价

包括构像质量评价和几何质量评价。构像质量也

称为判读质量，即图像的可理解性和可识别性。

影像的几何质量表达了遥感影像能够正确反映原

始景物形状和大小的能力，几何质量的优劣决定

了遥感影像可量测的程度。

２．１　构像质量评价

近年来，国内外对遥感影像压缩的构像质量

评价开展了很多研究，并提出了多种评价手段及

相应的评价内容，包括均方误差（ＭＳＥ）、峰值信

噪比（ｐ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ＰＳＮＲ）、影像压

缩综合性评价指标和基于人类视觉系统（ｈｕｍａｎ

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ＶＳ）的评价指标等
［９］。本文通过

定量的手段来判定失真程度的大小，重点考察有

损压缩对遥感影像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清晰程度、

纹理细节等的变化。根据构像质量评价考察方向

和内容的不同，将评价分为三个方面：① 影像特

征分析，分别研究原始影像和重建影像的性质和

特点；② 影像对比分析，采取对比的手段研究原

始影像和重建影像的差别，为了完整地、全面地反

映重建影像的构像质量，根据遥感影像的特性，本

文提出了一种综合性评价指标，并进行了验证；③

应用分析，主要是指遥感影像压缩对影像计算机

自动分类及其他应用的影响。

２．１．１　影像特征分析

为了比较原始影像和重建影像的差别，主要

从灰度值的改变研究数据压缩对于影像特征的影

响。主要分析指标包括灰度平均值和标准方差、

角二阶矩、对比度和信息熵等。其中，角二阶矩、

对比度和信息熵的定义是基于灰度共生矩阵 狆^

（犻，犼）的
［１０］。

２．１．２　影像对比分析

采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原始影像和重建影像

的差别为目标，并对这种差别进行量测［１１］，这属

于影像对比分析的范畴，可以考察数据压缩对重

建影像的影响程度，以及随着压缩比的增大，构像

质量的改变情况。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影像相似

度、逼真度、相关系数和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等。

２．１．３　影像应用分析

从应用的角度出发，研究数据压缩对重建影

像构像质量的影响，主要包括影像分类、影像目标

自动识别、图像特征提取和空间模式发现等［１２］。

２．２　几何质量评价

面向卫星测图应用，遥感影像压缩的几何质

量评价更为重要，国内外在这方面已开展了相关

的研究［１３，１４］。从卫星测图应用的角度出发，遥感

影像压缩的几何质量评价包括影像匹配精度评

价、自动生成ＤＳＭ／ＤＥＭ的精度评价和摄影测量

点定位精度评价等三个方面。

１）影像匹配精度评价

影像匹配精度评价是指通过比较重建影像相

对于原始影像上特征点位置的变化（移位），来衡

量压缩算法对于保持原始影像几何精度的能力。

具体的匹配算法很多，本文利用最小二乘匹配方

法来衡量特征点位的变化。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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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动生成ＤＳＭ／ＤＥＭ的精度评价

通过比较由原始影像（立体像对）与重建影像

（立体像对）自动生成的ＤＳＭ，可以研究压缩算法

对于自动生成ＤＳＭ 的精度影响。原始影像（立

体像对）与重建影像（立体像对）具有相同的外方

位元素，并且采用相同的软件自动生成ＤＳＭ，然

后进行相对误差计算。

３）摄影测量点定位精度评价

摄影测量点定位精度包括平面精度和高程精

度，其精度评价是通过比较检测点与被检测点坐

标，按误差计算公式计算后得到的检测点和被检测

点要求是同名点。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狓方向的定

位精度（中误差）、狔方向的定位精度（中误差）、平

面定位精度（中误差）和高程定位精度（中误差）。

分别对原始影像立体像对和一系列重建影像立体

像对进行立体观察试验，通过人工判识明显地物特

征点，如山顶、道路交叉口、河流的交叉口、田角、

房角、建筑物上的明显标志等，进行量测。该评价

过程可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上完成。

３　影像压缩质量评价原型系统

基于上述内容，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影像

压缩质量评价原型系统。系统的主界面见图１，

主要功能包括影像特征分析、对比分析、影像评价

综合性指标计算、影像匹配精度评价等。

图１　影像压缩质量评价软件界面

Ｆｉｇ．１　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４　试验结果分析

采用改进的ＳＰＩＨＴ压缩算法对不同地形特

征的遥感影像，包括平地、丘陵地、山地和高山地，

分别进行压缩，得到一系列压缩比的重建影像。

采用上述方法，开展主客观评价系列试验。测试

影像及其重建影像分为８组，每组５景影像，一景

为未压缩的原始影像，其余４景为重建影像，分别

是平地、丘陵地、山地和高山地的重建影像，以未

压缩的原始影像为参照。

在主观评价试验中，参加重建影像质量评价的

人员既有遥感判读专家，也有普通人员，共２０名，

所有人员视力或矫正视力良好，观察条件为光线充

足、明视距离２５～３０ｃｍ、相同的计算机显示设备

等。用于显示影像的软件采用Ｃ＋＋语言编写，简单

易用，可同时显示多景影像，具有缩放、平移和标记

等基本功能。主观评价指标包括信息丢失、几何畸

变、清晰度（锐度）、反差。评价级别的选定包括优

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隶属度的确定可以根据

式（２）和式（３）计算。权向量的选取是在综合了有

关专家的意见以及相关经验之后确定的。从主观

评价试验来看，随着压缩比的增加，影像质量逐渐

下降，在压缩比不超过４∶１的情况下，压缩效果

较好，与原始影像差别不大；对于地形复杂、纹理

较多的影像，影像压缩后，失真较为严重。

在客观评价试验中，根据客观质量评价中的内

容，可以得出相关的试验结果。构像质量评价方

面，随着压缩比的增加，影像对比度、信息熵及影像

相似度、相关系数和逼真度等逐渐下降，角二阶矩

增大，说明随着压缩比的增加，重建影像与原始影

像的一致性程度降低，这与主观评价的结论是一致

的。几何精度评价方面，在压缩比较小的情况下

（不超过１０∶１），影像压缩对于匹配精度的影响较

小；当压缩比较大时，随着压缩比的增大，匹配精度

有所下降。结合测绘生产规范，在压缩比为４∶１

的条件下，由重建立体像对自动生成的ＤＳＭ可以

满足１∶５万数字高程模型高程中误差最低的要

求；在压缩比为２∶１的条件下，重建影像立体像对

摄影测量定位点的精度满足规范要求。

综上所述，对于测绘卫星上有损压缩指标的选

取，在保证影像失真不影响判读质量并满足测图精

度要求的情况下，认为如果采用改进的ＳＰＩＨＴ压

缩算法，可以接受的压缩比不应超过４∶１。

５　结　语

遥感影像压缩的质量评价是压缩算法设计者

和影像产品使用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为

了满足遥感影像的应用要求，尤其在卫星发射之

前，往往需要用户和压缩技术研制单位共同协商

并制定压缩指标，如压缩比，压缩影像质量评价是

提出正确指标的理论依据。本文结论已成为我国

资源３号卫星上压缩比设计的重要参考。对于遥

感影像压缩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今后应重点开

展无参照影像（即原始影像不存在或已破坏）的质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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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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