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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ＣＩＥ犔犪犫颜色空间和傅立叶变换的优点，提出了基于傅立叶变换和ＣＩＥ犔犪犫变换的多源遥感影像

融合方法———ＦＦＴＬＡＢ。实验表明，该方法优于目前的ＧＳ、ＰＣＳ、Ｐａｎｓｈａｒｐ等融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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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融合是将高分辨率全色影像的空间细节

信息与低分辨率多光谱影像的彩色信息相结合以

产生高分辨率多光谱影像的技术。目前，大多数

商业卫星如ＩＫＮＯＳ、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ＳＰＯＴ、ＩＲＳ等都

提供高分辨率的全色和低分辨率的多光谱影像，

但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对高分辨率多光谱遥感影

像的需求。因此，高分辨率多光谱遥感影像的获

取技术成为当前遥感应用研究的热点。影像融合

是当前解决获取高分辨率多光谱遥感影像这一难

题的有效途径。在传统的影像融合方法中，ＩＨＳ

变换和ＰＣＡ方法在遥感应用中最为常用
［１２］，虽

然提高了多光谱影像的空间分辨率，但是也不同

程度地扭曲了原有的光谱特性。最新的融合方法

有Ｐａｎｓｈａｒｐ、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

（ＧＳ）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ＩＨＳ，这３种方法融合效果比较

好，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光谱扭曲。基于小波的

融合方法是当前的研究热点，能较好地保留影像

的光谱特性，但是存在方块效应，较多的空间信息

在融合过程中丢失［３］。

１　犉犉犜犔犃犅融合方法

１．１　犆犐犈犔犪犫颜色空间

ＣＩＥ犔犪犫颜色空间是国际照明协会（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ｌ’Ｅｃｌａｉｒａｇｅ，ＣＩＥ）于１９７６

年定义的颜色空间。ＣＩＥ制定了犔、犪和犫值

来测量色值（下文省略星号）。使用该系统后，

任意一种颜色都可在其图表上找到一个相对应的

位置［４］。ＣＩＥ犔犪犫颜色空间以数字化方式来描述

人的视觉感应，比ＲＧＢ模式和ＣＭＹＫ模式的色

彩空间大［５］，能完整地表示整个人类可见色谱，自

然界中任何一种色都可以在Ｌａｂ空间中表达出

来，具有线性的感知性以及独立于硬件设备的优

点［８］。

１．２　傅立叶变换与影像的频谱滤波

傅立叶变换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基础。傅

立叶变换（ＦＦＴ）通过在时空域和频率域来回变换

图像，对图像的信息特征进行提取和分析，简化了

计算工作量，广泛应用于图像变换、图像编码与压

缩、图像分割、图像重建等。

影像的频谱滤波就是把原始图像的二维函数

分解为不同频率的信号，其高频的信号携带了图

像的空间细节信息，低频的信号包含了图像的粗

糙背景信息，对这些不同频率的信号进行处理就

可以实现相应的图像增强的目的。如让低频信号

加强，可以让图像细节对比加强，达到锐化的效

果；去掉低频信号就可以把细节部分剔除，仅仅得

到大致背景轮廓的图像［１１］。

１．３　犉犉犜犔犃犅的影像融合

ＦＦＴＬＡＢ方法的思想主要是仅从高分辨率

的全色影像中获取影像的空间细节信息，把全色

影像的空间细节信息注入到多光谱影像中，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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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光谱影像的细节信息，同时保留多光谱影像的

概貌背景信息，从而一方面提高融合影像的分辨

率，另一方面保持多光谱的光谱信息，在空间细节

和光谱信息之间保持平衡。在融合前先对全色和

多光谱数据进行大气校正，把影像的ＤＮ值转为

辐射值。融合的流程见图１。

图１　ＦＦＴＬＡＢ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ＦＴＬＡＢ

在ＦＦＴＬＡＢ方法中，如何获取影像的低频

和高频部分是该方法的难点。因为影像的采样频

率与影像的采样间隔成反比，而通过离散傅立叶

变换把影像转换到频率域表示时，采样频率即为

傅立叶变换后的最大频率。影像的最大频率与影

像的采样间隔成反比。因此，根据高分辨率的全

色影像与低分辨率的多光谱影像的分辨率之比就

可以确定在频率域范围内对影像进行高通和低通

滤波的截断频率。利用傅立叶变换从频率域对影

像进行分解，考虑了影像成像的物理基础，使经过

傅立叶变换得到的影像的概貌和细节更具有物理

意义。

２　实验与评价

本文采用ＩＫＯＮＯＳ的１ｍ全色影像和４ｍ

多光谱影像为融合数据，其中多光谱影像为１、２、

３波段合成的彩色影像。融合方法采用标准的

ＰＣＩ软件中的 Ｐａｎｓｈａｒｐ方法、ＥＮＶＩ软件中的

ＧＳ方法、Ｅｒｄａｓ软件中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ＩＨＳ方法以

及本文提出的 ＦＦＴＬＡＢ方法，融合的结果如

图２。

图２　不同方法的ＩＫＯＮＯＳ影像融合结果

Ｆｉｇ．２　ＩＫＯＮＯＳ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从目视的效果上来看，４种融合后的影像

的空间分辨率都提高了，但各种方法的融合结果

的颜色畸变则差别很大。在图２中，４种方法的

融合结果的目视效果都比较好，基本上保持了全

色影像的空间分辨率，融合影像的细节清晰、色调

自然。但在光谱上，ＦＦＴＬＡＢ的融合结果最接

近原始的多光谱影像，其次是Ｐａｎｓｈａｒｐ方法，ＧＳ

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ＨＩＳ方法融合的结果与多光谱影像

的差异比较大，特别是图中的建筑物的颜色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白色调变成了蓝色调。

图３为原始多光谱影像和各种融合方法的融合结

果的红绿蓝三个波段在第２２０行的水平剖面曲线

图，该行穿过了图中的主要建筑物。比较图３水

平剖面曲线图，各种融合方法的融合结果的光谱

扭曲程度与目视的效果一致。

２）本研究采用平均值、信息熵、相关系数对

每一个融合结果进行定量评估。平均值和相关系

数度量光谱信息的畸变程度。相关系数越大，则

影像的光谱畸变越小；平均值越接近原始多光谱

影像，则光谱畸变越小。信息熵反映影像信息量

大小，其值越大，影像所包含的信息亦即空间信息

越丰富。此外还采用了文献［１３］提出的一种通用

的图像质量指标ＵＩＱＩ来评价。设犡＝｛狓犻｜犻＝１，

２，…，犖｝，犢＝｛狔犻｜犻＝１，２，…，犖｝分别为原始的

多光谱影像和融合的结果，则ＵＩＱＩ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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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水平剖面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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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犙值的范围为［－１，１］，对所有的犻，犻＝１，

２，…，犖，当狔犻＝狓犻时获得最好的值１，当狔犻＝２珚狓

－狓犻时犙 的值为－１。犙值越大，表明融合影像

的质量越好。由式（２）可知，ＵＩＱＩ综合了两幅影

像的相关系数、亮度和对比度的扭曲程度，即考虑

了两幅影像的相关性、低频光谱扭曲和高频光谱

扭曲，其指标大小主要由融合结果与参考图像的

相关性决定，在相同的相关系数下，反映了融合图

像空间信息增强的高低，是一种综合指标，反映一

个影像的整体质量［１４］。

表１是平均值、信息熵、相关系数和 ＵＩＱＩ指

标的计算结果。ＵＩＱＩ的指标值按式（３）计算获得。

从平均值看，光谱信息的畸变程度从小到大的顺序

是ＦＦＴＬＡＢ方法、Ｐａｎｓｈａｒｐ方法、ＧＳ方法和Ｍｏｄ

ｉｆｉｅｄＩＨＳ方法；从相关系数来比较，光谱信息的畸

变程度从小到大的顺序是ＦＦＴＬＡＢ方法、Ｐａｎ

ｓｈａｒｐ方法、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ＩＨＳ方法和ＧＳ方法。从信息

熵来看，对ＲＧＢ３个波段的信息熵求加权和进行

综合比较，融合结果的信息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依次是Ｐａｎｓｈａｒｐ方法、ＦＦＴＬＡＢ方法、ＧＳ方法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ＩＨＳ方法。从ＵＩＱＩ指标来看融合的影像

的整体质量，ＦＦＴＬＡＢ的方法总是最优的，并且远

优于其他三种方法，Ｐａｎｓｈａｒｐ方法次之，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ＨＩＳ方法第三，ＧＳ方法最差。

从目视效果和定量评估指标两方面综合评

估，ＦＦＴＬＡＢ 方法优于其他三种方法。由于

ＦＦＴＬＡＢ方法采用了ＣＩＥ犔犪犫颜色空间，在融合

过程中没有丢失原有的多光谱影像的彩色分量犪

和犫，故融合的结果没有改变原始多光谱的色调。

而在对多光谱数据在ＣＩＥ犔犪犫颜色空间中的犔 分

量进行低通滤波时能保持大部分的光谱信息，融

合过程中只是加入了部分来自高分辨率影像的高

频信息，犔分量的值的改变只是对颜色的亮度稍

微有所影响，对光谱信息影响不大。因此，ＦＦＴ

ＬＡＢ方法的融合结果一方面能提高多光谱影像

的空间分辨率；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来

多光谱影像的光谱信息。ＦＦＴＬＡＢ在空间分辨

率和光谱信息之间获得了更好的平衡。

表１　 四种不同融合方法的定量分析何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Ｄｅ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指标 波段 原始多光谱影像
融合结果影像

ＦＦＴＬＡＢ Ｐａｎｓｈａｒｐ Ｇ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ＩＨＳ

犚 ９３．９９９７４０ ９３．３３３１７４ ８６．７８６４２４ ８０．０８３９２１ ７７．９８７２３７

平均值 犌 １０１．２８７３７３ １００．６３０００８ ９３．１３４８８９ ８７．３７８４９５ ８４．７２２４９９

犅 ８８．６０４４４８ ８７．９０６０３８ ８０．１３１７９７ ７５．９６９５５０ ７０．７６９０２３

犚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３９１７ ０．６２５２４２ ０．５２３１７６ ０．６２５５６９

相关系数 犌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４８２４ ０．６３２６２８ ０．５２５４２６ ０．５８８５２６

犅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３８３０ ０．５５０９９７ ０．５３８８４９ ０．６０９６０２

犚 ４．９９８７１０ ５．１００３２０ ５．２０６８００ ５．１０３５２０ ５．０１８５８０

信息熵 犌 ５．００２２７０ ５．０８８７３０ ５．２０９３３０ ５．０９５５９０ ５．０５３０６０

犅 ５．０５８３９０ ５．１１０９４０ ５．１４０４９０ ４．９８３２１０ ４．８５９５１０

犚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３９０１ ０．６１８７１０ ０．５１３０３８ ０．６１４４０２

ＵＩＱＩ 犌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４７８６ ０．６２６８１８ ０．５１７２２０ ０．５７９２７４

犅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３７５０ ０．６３５８３２ ０．５３０２４７ ０．５７６９９２

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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