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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气象领域中数据同化思想，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同化的多光谱和全光谱影像融合框架。此框架

可根据后续处理对影像各个属性指标值的依赖程度确定各个属性指标的权重，构造由影像各个评价指标的

加权和组成的目标函数，从而获取合适的影像。实验验证了该框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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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遥感影像分析中，将高空间分辨率的全色

影像与多光谱影像进行融合是遥感影像增强的重

要内容［１，２］。融合后的影像用于目视解译，通常

比源影像有着更好的视觉效果，融合影像用于分

类也可以提高分类精度［３］。融合方法主要有基于

色彩空间变换的方法（如ＩＨＳ变换、Ｌａｂ变换、

ＹＵＶ变换），基于统计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

（ＰＣＡ）、Ｂｒｏｖｅｙ变换）以及基于多尺度分析融合

的方法（如金字塔分解和小波变换［２］等）。虽然这

些方法在空间信息增强和光谱信息保持方面各有

优劣，但其共同之处在于融合规则均需事先给定。

因此，融合的结果无法根据随后的遥感处理的需

要进行自适应调整。

１　数据同化

所谓“同化”，是指把不同的事物变得相近或相

同。就“犃和犅同化”而言，数值预报中数据同化的

意义包含有如下５种：①犃不变，犅变得和犃相近

或相同；②犃基本不变，犅向犃同化；③犃和犅互相

向对方靠拢，变得相似或相同；④犅不变，犃变得和

犅相近或相同；⑤犅基本不变，犃向犅同化
［４］。

数据同化系统，是指在数值模型的动态运行

过程中融入新的观测数据的方法。数据同化的本

质就是将观测数据和数值模拟数据通过某种方法

有效地结合起来，最后得到更加客观的、接近自然

的分析结果［４，５］。

同化可以是一维、二维、三维和四维的。基本

的同化过程如下：① 以模式预报场作为初估场；②

对更新后的场作初值化处理；③ 模式向前预报若

干步，并将新的预报场作为下一次更新的初估场，

然后再返回到①。如此反复，形成了一个循环过

程：插入观测—更新预报场—初值化—模式预报—

插入观测—更新预报场—初值化—模式预报—…。

这种同化方法中每一次循环的开始，都用新来的观

测数据更新预报场。这种更新有两种不同方式：

将观测数据（一个数据或几个数据的加权平均）直

接替代离它最近的模式网格点处的预报值；以预报

场作为初估场，用观测资料作客观分析。第一种方

式叫观测资料的直接插入（或预报值的直接更新），

亦即一维同化；第二种方式叫观测资料间接插入

（或预报值的间接更新），亦即二维同化［４］。

数据同化系统一般由模型算子、观测算子、目

标函数、优化算法等组成，以优化目标函数为目

标［５７］。

２　基于数据同化的全色和多光谱遥

感影像融合

　　本文把文献［８］中的方法作为模型算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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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０］等中的方法作为观测算子，通过所获得的

影像作为新的观测数据，融合影像的各个评价指

标的加权作为目标函数，遗传算法作为优化算法，

其具体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算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算法步骤如下。

１）运行模型算子，即利用文献［８］中的方法

得到预测影像。

２）运行观测算子，即利用文献［９，１０］方法对

原始全色图犘 和多光谱影像犕 进行融合，所得

的影像作为观测影像。

３）构造数据同化的目标函数，根据影像各个

属性指标对影像后续处理的影响程度，构造由影

像的多个评价指标的加权和作为同化的目标函

数。本文分别单独选取了融合影像的标准差、平

均梯度、熵以及最终结果影像与全色影像的结构

相似性作为目标泛函数，其中结构相似性［１１］

ＳＳＩＭ犳狆根据式（１）～式（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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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２犳＋狌
２
狆＋犆１）（σ

２
犳＋σ

２
狆＋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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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狌犳是图像犳的像素平均值；犳犻是图像犳的第

犻像素值；σ犳是图像犳 的标准差；狌狆是图像狆 的像

素平均值；狆犻是图像狆 的第犻像素值；σ狆是图像狆

的标准差；犖 是像素的个数，犆１ 和犆２ 是为避免

狌２犳＋狌
２
狆和σ

２
犳＋σ

２
狆同时接近于０而使式（６）无法计

算而选取的常数，本文参考文献［１１］把犆１ 和犆２

分别设为６．５０２５和５８．５２２５。

４）运行同化算法，得到最终结果影像。利用

遗传算法优化目标泛函数，得到最终结果影像，具

体步骤如下。

① 遗传算法初始化。把步骤３）所构造的目

标函数作为遗传算法的适应度函数，把步骤１）和

步骤２）所得的影像集合作为初始父代种群影像；

迭代过程中每个像素值用一个介于０和２５５之间

的浮点数表示，把每幅图像的所有像素排成一个

二维矩阵作为一个个体；计算每个种子的适应度

函数值；确定遗传算法的终止规则，本文把迭代次

数作为终止规则。

② 交叉操作。对父代种群影像进行随机配

对，随机产生５个小的矩形作为交叉位置，交叉产

生子代影像。

③ 变异操作。从｛１，２，…，犖｝（犖 为图像的

像素的个数）中随机选取一个整数犮，使拟发生扰

动的个体犳的第犮像素值犳犮产生扰动：犳′犮＝犳犮＋

ｒａｎｄ（犳
犝
犮－犳

犇
犮）（ｒａｎｄ为－１到１之间的一个随

机数）。如果犳′犮超出上下边界，则按式（１）进行边

界处理，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图像犳′（犳１，犳２，…，犳′犮，

犳犖）：

犳′犮＝

犳
犝
犮 －（犳

犇
犮 －犳′犮） 犳′犮＜犳

犇
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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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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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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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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烎犮

　

（７）

式中，犳
犇
犮和犳

犝
犮分别表示犳犮可取值的上限和下限，

本文把犳
犇
犮设为ｍａｘ（犳犮－５，０），犳

犝
犮设为 ｍｉｎ（犳犮＋

５，２５５）。对每个子代影像都采取多点变异。

为了避免变异后的影像偏离原始源影像，即避

免变异后的影像所包含的信息不能反映原始影像

所包含的信息，每次变异后，比较影像变异前后与

原始全色影像的结构相似性ＳＳＩＭ犳狆，如变异后的

ＳＳＩＭ犳狆大于变异前的ＳＳＩＭ犳狆，就接受此次变异，否

则就取消此次变异。当犳的某个元素犳狉变成犳′狉从

而犳变成犳′时，通过式（８）～式（１０）、式（６）与式（１）

～式（６）计算ＳＳＩＭ在数学上是等价的，但前者程

序运行速度比后者快几个数量级：

狌犳′ ＝狌犳＋（犳′狉－犳狉）／犖 （８）

σ
２
犳′ ＝σ

２
犳＋（（犳′狉－犳狉）／犖）

２
＋（２（犳′狉－犳狉）（犳狉－

　狌犳）＋（（犳′狉－犳狉）－（犳′狉－犳狉）／犖）
２）／（犖－１）

（９）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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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犳′狆 ＝σ犳狆 ＋（犳′狉－犳狉）（狆狉－狌狆）／（犖－１）　　

（１０）

　　计算子代数据和变异所得影像的适应度函数

值，从父代影像、子代影像和变异影像中根据适应

度函数值选择新的父代影像，进行下一次迭代，直

到满足终止条件，输出结果影像。

３　融合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框架的有效性，采用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３，４，５ 三波段影像（图 ２（ａ））和

ＳＰＯＴ全色影像（图２（ｂ））为融合实验数据，重采

样后，影像大小均为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基于

小波与ＰＣＡ的多重判据融合方法
［８］所得影像如

图２（ｃ）所示，基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方法
［９］所得影

像如图２（ｄ）。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影像各个属

性指标值对影像后续处理的影响程度，构造由影

像的多个评价指标的加权和作为同化的目标函

数，本文以４个极端情况（当选取某个指标为目标

函数时，就把它的权重设为１，同时把其余指标的

权重设为０），即分别以平均梯度、熵、标准差和结

果图像与原全色影像的结构相似性为目标函数，

得到４个影像如图２（ｅ）～图２（ｈ）所示。从视觉

效果上来看，６种方法融合的影像空间分辨率都

有所提高，融合结果比原始影像更清晰，更容易判

读。本文方法所得的４幅影像比文献［８，９］的方

法所得的两幅影像在一定程度上有更高的空间分

辨率、更多的细节特征、视觉更好，这对目视解译、

专题制图以及摄影测量等对地物的细节及其清晰

度要求严格的应用无疑是有利的。

本文采用了熵、平均梯度、方差、结构相似性等

定量指标来评价融合的质量，其中熵反映了信息

量，一般熵越大，影像所含的信息越丰富。平均梯

度能够反映出影像中微小细节反差和纹理特征，一

般说来，该值越大，影像就越显得清晰。标准差是

影像灰度值相对于均值的分散度，值越大则影像的

灰度范围越趋于分散，图像的反差大，影像的信息

量也越大，分辨率越高。结构相似性能够反映出两

幅影像的相似程度，是从亮度、对比度、结构３个子

方面综合考虑的质量客观评价标准［１１］。

定量分析如表１所示，其中ＳＳＩＭ犳犿表示结果

影像与源多光谱影像的结构相似性，其中ＳＳＩＭ犳狆

表示结果影像与源全色影像的结构相似性，两者

的计算公式是一样的，都是利用式（６）计算的。

图２　原始影像和几种不同方法融合结果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Ｆｕ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从表１可看出，当分别以平均梯度、熵、标准

差和与原全色影像的结构相似性为目标函数时，

所得到的对应影像的平均梯度、熵、标准差和与原

全色影像的结构相似性的值都较文献［８，９］的相

应值高。但是，从表１可看出，相比于其他方法，

本文方法的ＳＳＩＭ犳犿值有所下降，这是因为本文的

４种方法给ＳＳＩＭ犳犿的权重都赋了０，这也表明了

本文的方法确实可根据后续处理对影像各个属性

指标值的依赖程度确定各个属性指标的权重值，

从而获取合适的影像。

在实际应用中，一般要综合考虑多个属性对

影像后续处理的协同影响，考虑各个评价指标之

间相互影响的事实，构造合适的目标函数。这也

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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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融合方法的定量分析和比较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融合方法 波段 方差 平均梯度 熵 ＳＳＩＭ犳犿 ＳＳＩＭ犳狆

文献［８］基于

多重判据方法

犚 ６０．９８０２ ２７．９００６ ７．６７５８ ０．３７２２ ０．５５０９

犌 ５１．９７０９ ２３．６０８９ ７．６４７３ ０．４４０９ ０．５１４０

犅 ４３．２０９８ １１．７３０４ ７．１８３０ ０．７６６２ ０．５１７０

文献［９］基于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变换方法

犚 ６０．６７５７ ２６．２７８３ ７．６８８６ ０．４９２９ ０．５５１９

犌 ５５．５３３７ ２６．６８５０ ７．６７０２ ０．４５５４ ０．５５０５

犅 ５７．１４５４ ２５．５３１９ ７．３７３８ ０．４０５６ ０．８１４３

本文以平均

梯度作为目标

函数的方法

犚 ６４．７４１０ ３８．４４９６ ７．７１０７ ０．２８５５ ０．５２６２

犌 ６０．０２１８ ３９．０８２４ ７．７３６９ ０．２３８４ ０．５１６３

犅 ５５．７７７１ ２８．９９９４ ７．３７４５ ０．２９７３ ０．７９８２

本文以熵作为

目标函数的方法

犚 ６０．６５２７ ２６．８２６０ ７．７０３１ ０．４６３９ ０．５５４３

犌 ５９．５３９０ ３８．１４１７ ７．７４４２ ０．２４９１ ０．５１６７

犅 ６４．９５４５ ２０．５５１８ ７．５０５１ ０．４６０９ ０．７９８３

本文以标准差

作为目标函

数的方法

犚 ６７．１７１５ ２４．１７３７ ７．５４８９ ０．４６３４ ０．５７１４

犌 ６０．１５４４ ３８．４５９３ ７．７１４６ ０．２４６９ ０．５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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