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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ＩＫＯＮＯＳ图像融合中自动拟合低分辨率全色图像的方法。首先使用支持向量机将全色

图像的像元自动分为高、低频信息像元；然后采用改进的Ｂｕｃｋｅｔ技术选择一定数量、均匀分布的低频信息像

元点作为观测值；最后通过线性回归方法求得拟合系数，并构造低分辨率全色图像。两组ＩＫＯＮＯＳ全色与多

光谱图像的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自动选择均匀分布的像元点，并求得拟合系数，基于拟合低分辨率全色

图像的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法的质量也优于传统的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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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光学遥感传感器空间分辨率（本文中均

简称为分辨率）的提高，遥感图像融合算法由提高

融合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朝着降低其光谱变形的方

向转变，融合质量评价也以保持光谱信息的程度

为主要衡量标准［１］。由融合理论框架可知，低分

辨率全色图像的构造以及空间细节信息的加入方

式是影响融合质量的主要因素［２］。在低分辨率全

色图像的构造方法中，考虑全色图像与多光谱图

像光谱响应函数的关系，由多光谱图像拟合低分

辨率全色图像的方法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

重视［３，４］。著名遥感图像处理软件ＥＲＤＡＳ在９．１

版本中推出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ＩＨＳ融合模块也属于该

类方法之一。然而对于拟合参数，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ＩＨＳ

融合方法仅给出了经验性的数值，其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在于：基于归一化光谱响应函数计算

拟合参数的方法［５］，由于传感器的实际成像过程

受到许多因素（如传感器工作环境、地物多样性

等）的影响，与实验室的理想环境存在差异，因此

该方法不具有普遍性［６］。本文从实际处理的遥感

图像出发，基于支持向量机和改进的Ｂｕｃｋｅｔ技

术，提出了一种鲁棒的选择均匀分布的像元观测

值以求取拟合参数的方法，同时将拟合的低分辨

率全色图像用于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法中。并

与传统的 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法进行了比较，

以验证本文方法的优越性。

１　算法流程

算法的主要流程如图１所示，其中 ＨＲＰ表

示高分辨率全色图像，即融合输入全色图像

（Ｐａｎ）；ＬＭＳ为低分辨率多光谱图像，为融合输入

多光谱图像（ＭＳ）重采样至 ＨＲＰ尺寸的结果图

像；ＬＲＰ为低分辨率全色图像；ＨＭＳ为高分辨率

多光谱图像，即融合结果。

１．１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高、低频信息像元分离法

在航天遥感光学传感器中，全色与多光谱传

感器的感光波长范围有较大部分的重叠区域，许

多融合方法如ＩＨＳ融合、ＰＣＡ 融合、Ｂｒｏｖｅｙ融

合、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光谱增强方法及其改进的融合

方法等［７，８］，都假设低分辨率全色图像与多光谱

图像存在多元一次线性回归关系。由于无法获得

真实的低分辨率全色图像，而且不同分辨率的全

色图像的差别主要在于高频信息（边缘、噪声等），

低频信息仍保持一致［９］，故可将高分辨率全色图

像（即输入的全色图像）中代表低频信息的像元作

为观测值，建立与重采样后多光谱图像间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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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进而求解拟合系数。

高通滤波方法通过外部手动指定截至频率能

提取图像中的高频信息，但是不合适的截至频率

会导致高频信息的提取过量或丢失，因此需要研

究自适应的自动分离全色图像中的高、低频信息

的方法。

图１　本文方法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本文提出采用支持向量机的方法，其步骤如

下：

１）对全色图像进行高通滤波。从理论上来

说，最合适的滤波器应依据传感器的调制传递函

数进行设计，然而其真实值很难获得。本文采用

拉普拉斯高通滤波器最大限度地提取各方向的高

频信息，核窗口大小为（２狉＋１）（２狉＋１），狉为多

光谱与全色图像的分辨率之比。

２）将高通滤波结果分成互不重叠的狆×狇块

子图像，并分别获取各块子图像中的最大、最小

值，将多光谱与全色图像中对应位置上的灰度值

［Ｍｓ１，…，Ｍｓ犾，Ｐａｎ］（犾为多光谱图像波段数）作

为支持向量机训练数据ｔｒａｉｎＤａｔａ的属性（特征）

值，分别赋予类别标签ｇｒｏｕｐ为＋１与－１，记为：

ｔｒａｉｎＤａｔａ＝

［ｍｘ１ 　ｍｎ１ 　…ｍｘ（狆狇）　ｍｎ（狆狇）］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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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ｍｘ、ｍｎ分别表示子块图像的最大值、最小

值对应的属性值。

３）将多光谱与全色图像的所有像元的灰度

值作为待分类数据ｔｅｓｔＤａｔａ的属性，格式与

ｔｒａｉｎＤａｔａ相同。

４）采用支持向量机训练ｔｒａｉｎＤａｔａ，得到高、

低频信息像元分离的最优分类器参数，并对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进行分类，获得全色图像中高、低频信息

像元的分离结果。

ＬＩＢＳＶＭ工具箱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支持向

量机工具箱之一［１０］。首先对ｔｒａｉｎＤａｔａ、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进行规范化；然后选择核函数，对于本文的拟合问

题，ｔｒａｉｎＤａｔａ、ｔｅｓｔＤａｔａ的属性个数为犾＋１，远小

于ｔｒａｉｎＤａｔａ的样本个数，径向基核函数（ｒａｄ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ＢＦ）能对于此类问题具有较好

的分类精度［８］，故本文将其作为核函数。当遥感

图像中存在大面积的水体或者其他同质区域时，

考虑到一些子块图像内的局部最大值往往不是全

局高频信息，因此需要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剔除

伪高频点，获得ＲＢＦ核函数中最优的核参数狉与

惩罚函数犆，以提高分离高、低频信息像元的正确

率。

１．２　基于改进的犅狌犮犽犲狋技术的像元点选择方法

支持向量机对ｔｅｓｔＤａｔａ的分类结果中，类别

号“＋１”对应于低频信息像元，其灰度值可作为求

取拟合参数的观测值。然而，遥感图像往往很大，

全部低频像元都用于求解系数不仅造成运算时间

过长，而且过多的观测值会增加大量的线性相关

观测方程，使求解拟合系数时法方程阵不稳定。

此外，为了保证图像中各区域都具有较好的拟合

效果，应使选中的观测值像元均匀分布于整幅图

像。

Ｂｕｃｋｅｔ技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选点方法，它

能从大量满足条件的点中均匀地选择出指定数量

的点，即在一定大小的邻域内仅存在一个点。设

满足条件的点的总数量为狀，需要从中选出犿 个

点，该方法将图像分成狑×狑（狑×狑＞犿）的子

块，随机选择犿 个子块，并在每个子块中随机选

点。考虑到各子块往往包含不同数量的点，为了

使狀个点有同等几率被选中，一种改进的Ｂｕｃｋｅｔ

方法被提出［１１］。如图２所示，假设有犾个子块，将

［０，１］分为犾个部分，每个部分的长度为犾犻／∑犻犾犻，

其中犾犻 为第犻个子块中的点数。在选点的过程

中，随机产生一个［０，１］之间的数，根据该随机数

在犾个部分中的位置确定该次选中子块的序号，

然后从该子块中随机选择一个点，并将该点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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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足条件的点，以便以后的选点过程中不会选

中同一点，然后重复犿 次，直到所有的点全部选

出。

图２　改进的Ｂｕｃｋｅｔ选点技术

Ｆｉｇ．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Ｐｉｘｅｌ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ＲｏｂｕｓｔＢｕｃｋｅ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１．３　低分辨率全色图像拟合与图像融合

低分辨率全色图像与多光谱图像满足无常数

的多元一次线性回归模型，即

ＬＲＰ＝∑
犾

犽＝１

犆犽ＬＭＳ犽 （２）

其中，犆犽 为回归系数，即拟合参数，通常采用最小

二乘法求解。通过从ＰＡＮ去掉ＬＲＰ提取空间细

节信息，并注入重采样后的多光谱图像中进行图

像融合。融合过程可以表示为：

ＨＭＳ＝ＬＭＳ＋犠（ＰＡＮ－ＬＲＰ） （３）

其中，犠 表示空间细节信息注入的权。

传统的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法能较好地保

持图像的光谱信息，在融合理论框架中，其表达式

为［６，９］：

ＨＭＳ犻 ＝ＬＭＳ犻＋狑犻（ＨＲＰ－ＬＲＰ）

狑犻＝ρ（ＬＭＳ犻，ＬＲＰ）
σ（ＬＭＳ犻）

σ（ＬＲＰ）
（４）

其中，ＬＲＰ 由 ＬＭＳ 经过简单平均的方法得

到［１２］；ρ（ＬＭＳ犻，ＬＲＰ）表示ＬＭＳ犻 与ＬＲＰ的相关

系数；σ（）表示图像的标准差。将式（２）代入

式（４），即为本文中采用的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

法，其中，犽＝１，…，４。

２　实验与分析

选择两组ＩＫＯＮＯＳ全色与多光谱图像作为

实验数据。第一组图像位于天津市蓟县，第二组

图像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图像大小均为１２００像

素×１２００像素，灰度等级为１１ｂｉｔ，分辨率分别

为１ｍ和４ｍ。为了获得融合质量评价的参考图

像，本文采用 Ｗａｌｄ
［１１］方法将全色图像和多光谱

图像的长度和宽度分别降采样为原图像的１／４，对

采样后的图像进行融合，并将原始多光谱图像作

为标准参考图像，进行融合结果的定性和定量质

量评价。原始多光谱图像与降采样后的全色图像

如插页Ⅰ彩图１所示。

首先对两组实验数据的全色图像进行高通滤

波，核窗口大小为９×９，高通滤波结果如插页Ⅰ

彩图２（ａ）、２（ｃ）所示；然后将图像分为１５×１５块

子图像，按照式（１）得到ｔｒａｉｎＤａｔａ和ｔｅｓｔＤａｔａ，训

练数据分为５组进行交叉验证，获得的惩罚系数

犆、核参数狉 和交叉验证率分别为８．０、２．０、

９０．６６６７％和５１２．０、０．５、８８．６６６７％；最后使用

支持向量机对全色图像进行高、低频信息像元的

分离，结果如插页Ⅰ彩图２（ｂ）、２（ｄ）所示，蓝色表

示高频信息像元，红色表示低频信息像元。比较

插页Ⅰ彩图２（ａ）至２（ｄ）可知，支持向量机分离的

蓝色像元基本代表了全色图像的高频信息，分离

效果较好，可以看出支持向量机在分离高、低频信

息方面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两组实验数据

中交叉验证率均未达到１００％，说明本文前文分

析的正确性。在两组实验图像中，插页Ⅰ彩图２

（ｂ）、２（ｄ）中的黑色矩形区域分别对应山体阴影

和大面积的湖泊，导致子块的局部最大值并非全

局的高频信息，交叉验证的方法能有效剔除这些

子块的伪高频点，提高分离效果。第一组实验图

像中，伪高频点相对较少，故交叉验证率相对较

高；第二组实验图像中，伪高频点相对较多，故交

叉验证率相对较低。至此，已获得全色图像的低

频像元。

为了选取一定数量（本文中为２０００个）均匀

分布的低频像元作为观测值，需要采用改进的

Ｂｕｃｋｅｔ技术。插页Ⅰ彩图３（ａ）、３（ｃ）分别为两组

图像中选中的像元，可见，两个结果都选择了分布

均匀的低频信息点，且图中红色矩形标识的区域

中，点的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说明低频信息像

元集中的区域选中的观测值较多，在观测值像元

均匀分布的同时，有效地兼顾了图像中不同区域

低频点的分布情况。

按式（２）建立多光谱图像与低分辨率全色图

像间的线性回归方程，采用线性回归法求解回归

系数（如表１所示），进而拟合低分辨率全色图像，

如插页Ⅰ彩图３（ｂ）、３（ｄ）所示。比较拟合结果图

像与相应的全色图像，第一组实验图像中，梯田、

居民地等地物灰度值较高，裸露岩石、山体阴影等

表现较暗；第二组实验图像中，街区房屋、道路、其

他水泥地等地物灰度值较高，植被次之，水体最

暗。总体来说，各主要地物类型的灰度在原始全

色图像和拟合的低分辨率全色图像上基本一致，

证明了拟合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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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图像的拟合系数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ｗｏ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Ｎｏ． 拟合系数

１ ０．１５，０．２７，０．０８，０．３７

２ ０．０５，０．３９，０．０５，０．４２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拟合低分辨率全色图像的

优越性，将基于拟合低分辨率全色图像的Ｇｒａｍ

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法（简称 ＧＳ＿Ｎｅｗ）与传统的

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法（简称ＧＳ）进行比较。插

页Ⅰ彩图４为两种方法的融合结果。目视比较融

合结果与原始多光谱图像，在插页彩Ⅰ图４（ａ）、４

（ｂ）中，ＧＳ＿Ｎｅｗ与原始多光谱图像颜色基本一

致，而ＧＳ明显偏红，在红色矩形标识的区域尤其

显著。由于ＧＳ与ＧＳ＿Ｎｅｗ方法的惟一差别在于

采用了不同的低分辨率全色图像，具体表现为：在

ＧＳ＿Ｎｅｗ和ＧＳ中构造低分辨率全色图像时，低

分辨率多光谱图像的四个波段的加权系数之和分

别为０．１５＋０．２７＋０．０８＋０．３７＝０．８８和０．２５＋

０．２５＋０．２５＋０．２５＝１；两种融合方法的空间细节

注入方法完全一致。因此与ＧＳ＿Ｎｅｗ相比，由于

ＧＳ融合方法构造低分辨率全色图像时，加权（拟

合）系数不当，引起空间细节提取及其注入参数的

变化，最终导致ＧＳ中出现过多的红色成分。在

插页Ⅰ彩图４（ｃ）、４（ｄ）中，两种方法的差别不太

明显，通过简单的主观目视很难区分，需借助客观

评价方法。

目前的融合质量定量评价还处于研究阶段，

单一的定量评价指标很难适用于所有图像。因

此，本文选择ＳＡＭ
［１４］、ＥＲＧＡＳ

［１５］、Ｑ４
［１２］三种质

量评价指标用于定量地评价融合图像的质量。

定量质量评价的结果如表２所示。对于第一

组图像，两种方法的 Ｑ４基本保持一致，而 ＧＳ＿

Ｎｅｗ的ＳＡＭ、ＥＲＧＡＳ都小于ＧＳ，说明前者的融

合质量明显优于后者。对于第二组图像，虽然ＧＳ

的ＳＡＭ 比 ＧＳ＿Ｎｅｗ略小，然而前者的ＥＲＧＡＳ

比后者大，而且Ｑ４也小于后者，出现这种情况的

原因是ＳＡＭ无法表现出图像的各波段亮度变化

一致的光谱变形，而ＥＲＧＡＳ和 Ｑ４定量评价指

标则能很好地补充说明该类变化。综合以上三个

指标可以说明，在第二组实验图像中，ＧＳ＿Ｎｅｗ的

融合质量也优于ＧＳ方法。从总体上来说，基于

本文方法拟合的低分辨率全色图像的 Ｇｒａｍ

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法的融合质量均优于传统的

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融合方法，由此证明了本文方法的

优越性。

表２　融合图像的质量评价

Ｔａｂ．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

Ｂｏｔｈ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Ｎｏ． ＳＡＭ ＥＲＧＡＳ Ｑ４

１
ＧＳ １．２６３ １．２２０ ０．８９３

ＧＳ＿Ｎｅｗ １．２５５ １．２１０ ０．８９３

２
ＧＳ ７．４８９ ８．１９８ ０．８０３

ＧＳ＿Ｎｅｗ ７．５４１ ８．０２４ ０．８０６

３　结　语

本文使用支持向量机和Ｂｕｃｋｅｔ技术提出了

一种自动拟合低分辨率全色图像的方法。实验证

明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在融合理论框架下的融

合方法中，低分辨率全色图像独立于空间细节信

息的注入方式，故本文方法可以用于统一融合框

架中的其他融合方法。为了形成通用的遥感图像

融合方法，后续的研究方向包括图像分块大小对

融合结果的影响分析、细节注入方式的自动确定、

不同数据源图像的实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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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ｍｅｔｈｏｄｄｏ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Ｂｕｃｋｅ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ｎｃｈｒｏ

ｍａ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ｗｕ，Ｐｈ．Ｄ，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ｌ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ｒｉｐｅｗｚｗ０５１４＠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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