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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使融合影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原始多光谱影像的光谱特征，同时又能尽可能地提高融合影像

的空间分辨率，引入了模拟人眼视觉机理的高斯尺度空间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斯影像立方体的空间投影

融合方法。该算法在避免光谱扭曲的同时，又能提高融合影像的空间分辨率。采用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遥感影像进行

的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在光谱偏差指数、相关系数、ＵＩＱＩ、ＥＲＧＡＳ、运行时间、主观视觉感受等指标上较传

统方法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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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遥感影像融合算法如ＩＨＳ变换、ＰＣＡ

变换在进行遥感影像融合时，能够获得具有较高

空间质量的融合影像，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ＩＨＳ变换算法简单，能获得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但

只能适用于３个波段，对于多波段影像显得无能

为力，而且由于全色影像与亮度影像之间的差异

导致色度改变，会产生严重的光谱失真［１］。ＰＣＡ

变换能够对任意多波段影像进行融合，但是会使

融合影像失去原有的物理特性，而且融合效果取

决于替换的两个主分量之间的相关性［２］。为减少

ＩＨＳ变换的光谱扭曲，文献［３］提出了一种ＧＩＨ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ＩＨＳ）方法；胡晓东等在文献［４］中提

出了基于局部差异加权的融合方法；文献［５］中加

入了近红外波段的影像，提出了两种与文献［３］中

类似的改进算法；文献［６］提出了一种权衡参数的

改进方法；文献［７］用形态滤波来构建影像金字

塔，对遥感影像进行融合实验，并与基于高斯滤波

的拉普拉斯金字塔和对比度金字塔的融合结果进

行了比较。但这些方法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融合影像的光谱扭曲问题。

近年来，多尺度理论在影像处理领域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尺度空间”概念是著名的影像金

字塔概念的新补充，最先在 Ｋｅｌｌｙ的影像处理中

被采用［８］，后来又以各种形式进行扩展。

１　高斯尺度空间

文献［９］较规范地定义了尺度空间的概念，就

是要在不同的层次上描述原影像，每一层均有一

个尺度参数代表该层尺度的特征。文献［１０］证明

了尺度空间可以由高斯核函数与影像卷积实现，

而且高斯函数是惟一表示尺度空间的核函数。二

维的高斯函数为：

犌（狓，狔；σ）＝
１

２πσ
２ｅ
－
狓
２
＋狔
２

２σ
２ （１）

　　它具有如下的性质：如果有两个高斯核

犌１（·；狑１，σ１）和犌２（·；狑２，σ２）与影像犐（狓，狔）

进行连续卷积，其中狑１和狑２分别为两个高斯核

的卷积窗口宽度，σ１和σ２分别是两个高斯核的方

差，如下：

犳（狓，狔）＝犌１（·；狑１，σ１）犌２（·；狑２，σ２）犐（狓，狔）

（２）

则此卷积结果等效于一个高斯核犌（·；狑，σ）与

影像犐（狓，狔）的卷积，其中卷积窗口狑和方差σ满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足如下的关系式：

狑＝ 狑２１＋狑槡
２
２

σ＝ σ
２
１＋σ槡

烅
烄

烆 ２
２

（３）

　　一幅影像生成的高斯尺度空间犔（狓，狔；σ）可

以定义为一个高斯核函数与影像的卷积：

犔（狓，狔；σ）＝犌（狓，狔；σ）犐（狓，狔） （４）

式中，犐（狓，狔）为原始影像；（狓，狔）为影像中像素的

坐标；σ为尺度空间因子。

高斯尺度空间的建立过程为：将尺度空间分

为若干段（ｏｃｔａｖｅ），设某段最底层的尺度参数为

σ，则所有从σ到２σ的高斯卷积影像构成一个段。

设此段有狊层，层之间的倍增关系为犽＝２１
／狊，每一

层影像都是由高斯核与原始影像卷积产生的，即

犐（狓，狔）狆 ＝犌（狓，狔；犽
狆σ）犐（狓，狔）

狆＝１，２，…，狊，且犽
狊
＝２ （５）

　　已知相邻层的尺度倍增关系为犽，则第狆层

的绝对尺度为犽狆σ。根据高斯函数的性质，则有：

犽狆＋１σ＝ σ
２
狆＋（犽

狆σ）槡
２
σ狆 ＝犽

狆 犽２－槡 １σ　

（６）

　　因此，对于设定参数的尺度因子σ和分层数

狊，就可以得到一个段以及该段的每一层影像。

２　构建高斯影像立方体

按尺度空间理论，上层的影像都是用不同尺

度的高斯核与原影像卷积而成，因此随着尺度的

增加，建立高层影像的开销将会大大增加。与经

典高斯尺度空间理论不同的是，在本文中，层与层

之间的尺度因子倍增关系仍然为犽＝２１
／狊，每一层

的影像不是由表征该层的尺度因子构成的高斯核

与原始影像进行卷积得到，而是由高斯核与下一

层影像进行卷积而成，即

犐（狓，狔）狆＋１ ＝犌（狓，狔；犽
狆＋１σ）犐（狓，狔）狆

狆＝１，２，…，狊，且犽
狊
＝２ （７）

则最顶层影像为：

犐（狓，狔）狊 ＝犌（狓，狔；２σ）犌（狓，狔；犽
狊－１
σ）

…犌（狓，狔；σ）犐（狓，狔） （８）

　　称尺度因子从σ到２σ的一系列高斯卷积影

像构成一个高斯影像立方体（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ｉｍａｇｅ

ｃｕｂｅ，ＧＩＣ），该影像立方体的最底层为原始输入

影像，每层影像的大小保持不变。随着尺度因子

以倍增关系犽＝２１
／狊递增时，影像逐渐变得模糊，

细节信息逐层被抹去，利于细节信息的多尺度表

达。本文根据这个特性提取影像的细节信息，并

用于影像融合。

３　空间投影融合方法

应用高斯影像立方体进行影像融合的方法包

括以下两个步骤。

１）空间细节特征提取。在高斯影像立方体

中，第狆层影像可以描述为：对于某一个尺度因

子σ狆，有：

犐狆 ＝犌（狓，狔；σ狆）犐狆－１ （９）

其中σ狆为高斯尺度空间中该层的尺度因子，则可

以定义此层影像的空间细节特征为：

犺狆 ＝犐狆－１－犐狆 （１０）

　　若初始设定的高斯尺度空间为狊层，那么生

成的狊层的高斯影像立方体，其全色影像的空间

细节特征定义为：

犺ｐａｎ＝∑
狊

犻＝１

犺犻＝∑
狊

犻＝１

（犐犻－１－犐犻） （１１）

其中犐犻为高斯影像立方体中的第犻层影像，当犻＝

１时，犐犻－１为原始的输入影像，也就是第０层影像。

除了提取全色影像的空间细节信息外，还需要

提取多光谱影像的空间细节信息。设多光谱的三

个波段分别为犚、犌、犅，可以定义其亮度影像为：

Ａｖｅ＝ （犚＋犌＋犅）／３ （１２）

　　同理，此亮度影像的空间细节特征定义为：

犺Ａｖｅ＝∑
狊

犻＝１

犺犻＇＝∑
狊

犻＝１

（犐′犻－１－犐′犻） （１３）

　　２）空间投影。空间投影采取特征加权融合

的方式进行，如下式所示：

ＦＲ＝ （２－犮）犚＋犮（犺ｐａｎ－犺Ａｖｅ）

ＦＧ＝ （２－犮）犌＋犮（犺ｐａｎ－犺Ａｖｅ）

ＦＢ＝ （２－犮）犅＋犮（犺ｐａｎ－犺Ａｖｅ

烅

烄

烆 ）

（１４）

其中Ｆｕ＝（ＦＲ，ＦＧ，ＦＢ）即为融合后的多光谱影

像，犮为光谱保护因子，默认情况下犮＝１；若犮＞１，

则在融合影像中全色影像的空间细节所占比重比

较大，否则多光谱影像的光谱特征所占比重比较

大。

仔细分析上面空间特征提取算法，可以得到

一些有用的结论，由此可以产生如下３种情况下

的空间投影融合算法：

① 空间投影算法（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Ｐ）。

直接按照式（１１）和式（１３）计算空间特征，所得结

果直接用于式（１４）进行空间投影运算，此为最原

始的算法。

② 快速空间投影算法（ｆａｓ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ｏｊｅｃ

ｔｉｏｎ，ＦＳＰ）。在生成高斯影像立方体之前，需要先

建立高斯尺度空间，此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高斯

８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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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其高斯核的方差按照下式从σ变化到２σ：

σ狆 ＝犽
狆σ （１５）

　　在整个卷积过程中，高斯核的窗口狑 大小保

持不变。根据高斯函数的性质，第狆层影像的生

成过程可以写成下面的公式：

犐狆 ＝犌（狓，狔；σ狆）犐狆－１ ＝犌（狓，狔；σ狆）

　犌（狓，狔；σ狆－１）犐狆－２

＝犌（狓，狔；σ狆）犌（狓，狔；σ狆－１）…犌（狓，狔；σ）犐

＝犌（狓，狔；槡狆狑， ∑
狆－１

犻＝０

犻槡
２
σ）犐

（１６）

即第狆次的卷积过程，可以等效于一个窗口宽度

为槡狆狑，方差为 ∑
狆－１

犻＝０
犻槡
２
σ的高斯核与影像进行卷

积。

而在空间特征提取过程中，有下面的关系：

犺＝ （犐－犐１）＋（犐１－犐２）＋…

＋（犐狊－１－犐狊）＝犐－犐狊 （１７）

而由式（１６）可知：

犐狊 ＝犌（狓，狔；槡狊狑， ∑
狊－１

犻＝０

犻槡
２
σ）犐 （１８）

于是，就有：

犺＝犐－犐狊 ＝犐－犌（狓，狔；槡狊狑， ∑
狊－１

犻＝０

犻槡
２
σ）犐

（１９）

则可以得到ｐａｎ和Ａｖｅ的空间特征如下：

犺ｐａｎ＝犐－犐狊＝犐－犌（狓，狔；槡狊狑， ∑
狊－１

犻＝０

犻槡
２
σ）犐

犺Ａｖｅ＝犐′－犐′狊＝犐′－犌（狓，狔；槡狊狑， ∑
狊－１

犻＝０

犻槡
２
σ）

烅

烄

烆 犐′

（２０）

　　从式（２０）可以看出，此时在提取空间特征时，

并不需要生成高斯影像立方体，直接根据设定的

高斯核窗口宽度和方差即可完成计算。但是可以

发现，此时的窗口宽度为原来的槡狊倍，卷积窗口的

增大也就意味着计算量也会成倍增加。虽然免去

了中间每层影像的卷积过程和高斯影像立方体的

存储空间，但其运算效率比ＳＰ算法并没有太大

的提高。

③ 简化快速空间投影算法（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ｆａｓ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ＳＰ）。从式（２０）可以看出，

快速算法中，用一个窗口为槡狊狑、方差为 ∑
狊－１

犻＝０
犻槡
２
σ的

新的高斯核卷积去等效高斯影像立方体的特征提

取过程，由于卷积窗口增大而导致效率提高不明

显。作为简化算法，在不影响融合效果的前提下，

可以将新的高斯核的窗口仍然设置为狑，方差设

置为 ∑
狊－１

犻＝０
犻槡
２
σ。由此，新的特征提取算法可以写

为：

犺ｐａｎ＝犐－犐狊 ＝犐－犌（狓，狔；狑， ∑
狊－１

犻＝０

犻槡
２
σ）犐

犺Ａｖｅ＝犐′－犐′狊＝犐′－犌（狓，狔；狑， ∑
狊－１

犻＝０

犻槡
２
σ）

烅

烄

烆 犐′

（２１）

４　实验结果及其分析

４．１　不同融合方法的实验

为比较各种融合方法的融合效果，实验中还

实现了其他几种方法：标准ＩＨＳ融合法、ＰＣＡ融

合法、Ｃｈｏｉ在文献［６］中提出的方法。

为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本文分

别以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全色影像（分辨率为０．６１ｍ）和

多光谱影像（分辨率为２．４４ｍ）来进行实验。多

光谱影像采用犚、犌、犅 三波段合成的真彩色影

像，实验影像大小为６００像素×６００像素。实验

前对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进行严格的配准，配

准精度控制在０．５个像素以内。如图１所示，

图１（ａ）为原始的全色影像，图１（ｂ）为多光谱影

像，图１（ｃ）～１（ｈ）为上述方法的融合结果。

４．２　不同融合方法的质量评价

首先，本文采用了ＥＲＧＡＳ、ＶＩＱＩ、偏差指数、

相关系数、运行时间等５个客观质量评价指标对

各融合方法进行了综合比较。

由于融合影像包含了全色影像的空间细节信

息和多光谱影像的光谱信息，但是空间细节信息

会对光谱相关系数的计算造成干扰，光谱信息会

对空间相关系数的计算造成干扰，为减少甚至消

除这些干扰，本文提出在计算这两个相关系数时

需要作一定的预处理。计算空间相关系数时，先

将融合结果谱影像按式（１２）计算其亮度影像，按

式（２２）计算细节特征影像，再计算犆狆和犆犃的相

关系数作为空间相关系数：

犆狆 ＝ｐａｎ－犌（·；σ）ｐａｎ

犆犃 ＝Ａｖｅ－犌（·；σ）
｛ Ａｖｅ

（２２）

　　在计算光谱相关系数时，按式（２３）计算融合

影像与原始多光谱影像每个波段的光谱特征，再

计算犆ｆｕｓｉｏｎ
－
犻和犆ｍｕｌｔｉ

－
犻的相关系数作为光谱相关

系数，其中，Ｆｕｓｉｏｎ犻和 Ｍｕｌｔｉ犻分别表示融合结果

影像与原始多光谱影像的第犻波段。

９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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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影像融合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犆ｆｕｓ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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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采用的评价指标的计算值如表１。

另外，从视觉上看，本文方法所得到的融合影

像在亮度上与原始多光谱影像非常接近，明暗适

度，色彩鲜艳，边缘清晰，对比度好，层次感强，具

有很好的视觉感受。在影像细节方面，本文方法

所得的融合影像与原始全色影像非常相似，比如

房屋边缘、树丛的结构、道路的边缘及道路上的车

辆，都能很清晰地呈现。虽然其他方法在细节呈

现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但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色

彩偏差和偏色，不太符合人眼的视觉感受。

表１　犙狌犻犮犽犅犻狉犱全色影像与多光谱影像不同融合方法性能评价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ｏＱｕｃｉｋＢｉｒｄＰａｎａｎｄＭＳＩｍａｇｅ

ＩＨＳ ＰＣＡ Ｃｈｏｉ＿ＩＨＳ ＳＰ ＦＳＰ ＳＦＳＰ

ＥＲＧＡＳ ３．０４８９０４ ３．０４８０２６ ２．７３９８６９ ２．２２４９０４ ２．２４９８８ ２．２４８６３５

Ｒ ０．６８９９０２ ０．６８２８５７ ０．８１２８１５ ０．８８９５５２ ０．８７１２６ ０．８７３６１２

ＵＩＱＩ 犌 ０．６７２３６９ ０．６７６４４５ ０．８０１４６５ ０．８８０４９６ ０．８６１８２６ ０．８６４４９３

犅 ０．６５８５７８ ０．６５３３２９ ０．７９２８４６ ０．８７４７４２ ０．８５４４２１ ０．８５７４４４

犚 ０．４６１９１４ ０．４６６７６５ ０．３４８８１１ ０．１３６７１２ ０．１３８５３２ ０．１３６１３

偏差指数 犌 ０．４４３５０９ ０．４４０４５３ ０．３３２２７ ０．１２９４７５ ０．１３１６６１ ０．１２９４２１

犅 ０．４３２１７３ ０．４２８１０６ ０．３２３７５６ ０．１２８１９２ ０．１３０８９９ ０．１２８６３

ｐａｎ ０．９９９５９７ ０．９９９７５１ ０．９９２３８３ ０．９４８１７７ ０．９７４４０３ ０．９７３３３７

相关系数
犚 ０．８５５４９４ ０．８５５１１１ ０．９１２９４７ ０．９６０２０１ ０．９５０４３２ ０．９５３６４

犌 ０．８３７３５ ０．８４３６８３ ０．９０２９６５ ０．９５６６２２ ０．９４６００３ ０．９４９５５８

犅 ０．８２３２７２ ０．８０７４６９ ０．８９６２２６ ０．９５４８７８ ０．９４３３６５ ０．９４７１４６

运行时间／ｓ ９．１２７６０９ ２５．３７４３８３ １．３１９５５０ ２．３２８３５１ １．０８０３９０ ０．７４３７１３

　　对比表１中的各性能评价指标可以得到以下

结论：本文提出的空间投影方法在各评价指标上

的值只有细微的差别，ＥＲＧＡＳ和偏差指数均小

于其他方法，ＵＩＱＩ指标的值大于其他方法。虽

然在空间相关系数上稍差于传统方法，但光谱相

关系数远高于其他方法，这是由于在空间细节特

征提取中也照顾到了光谱特征，以损失一部分的

空间细节特征来换取更多的光谱信息，因此，在空

间细节特征保持和光谱特征保持方面较其他同类

方法仍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从运行时间看，ＳＰ算法、ＦＳＰ算法和ＳＦＳＰ

算法的时间消耗依次递减，说明本文对算法效率

的优化效果是明显的，同时与其他算法相比，其体

现出来的效率优势也是很明显的。

将本文的方法用于ＱｕｉｄｋＢｉｒｄ全色和多光谱

影像的融合实验，其融合结果在视觉效果、光谱偏

差指数、相关系数、ＵＩＱＩ、ＥＲＧＡＳ、运行时间等方面

较传统的方法有很明显的改善。下一步的研究工

０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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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括寻找更好的特征提取及投影方法，进一步提

高融合后影像的空间分辨率与光谱保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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