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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ＢＳｐｌｉｎｅ塔型方向滤波器组，由Ｂ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构造误差金字塔，得到与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金字塔类

似的误差金字塔分解结构，然后再采用方向滤波器组进行滤波，得到ＢＳｐｌｉｎｅ塔型方向滤波器组。仿真表明，

新算法能得到比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更好的融合效果，信息损失少。

关键词：图像融合；Ｂ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误差金字塔；方向滤波器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Ｐ２３７．３

　　遥感图像融合是综合同一场景的多幅同一平

台或不同平台（卫载和机载），同一传感器或不同

传感器，同一时刻或不同时刻，同一分辨率或不同

分辨率的遥感图像，以获得对同一场景更精确、更

全面和更可靠的图像描述。遥感图像融合的算法

有很多，主要有简单加权法、ＨＩＳ变换法、ＰＣＡ变

换法、ＩＣＡ、Ｂｒｏｖｅｒｙ变换法、金字塔和小波变换

法、神经网络、数字形态学、支持向量机、Ｍａｒｋｏｖ

场模型、模糊集、粗糙集理论、Ｂａｙｅｓｉａｎ理论和Ｄ

Ｓ证据理论等。遥感图像融合可分为像素级、特

征级和决策级３类。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１］变换是最新的多尺度几何分析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ＧＡ）工 具。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特别适合于类似图像这样的含有

直线、曲线和边缘等平面奇异性信号的处理，被广

泛应用于图像融合中［２，３］。然而，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

在方向滤波器组之前采用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变换获取多

尺度分解中所包含的高频分量多（也可理解为信

息损失量大［４，５］）。本文提出采用基于ＢＳｐｌｉｎｅ

金字塔和方向滤波器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ｂａｎｋｓ，

ＤＦＢ）构成一种新的变换，新的变换将由ＢＳｐｌｉｎｅ

金字塔构造的误差金字塔和方向滤波器组相结

合，构成 ＢＳｐｌｉｎｅ塔型方向滤波器组（Ｂｓｐｌｉｎ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ｂａｎｋｓ，ＳＰＤＦＢ）。ＳＰ

ＤＦＢ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结构基本一样，不同之处

在于对图像首先采用Ｂ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分解，然后

由此树结构生成类似于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金字塔的分解

结构。

１　犅犛狆犾犻狀犲塔型方向滤波器组

１．１　犅犛狆犾犻狀犲金字塔与误差金字塔

Ｂ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可以表示为：

犵
狀
（犾）（犽）＝ ∑

＋∞

犻＝－∞

犮（犾）（犻）ζ
狀
２
犾（犽－２

犾犻） （１）

犵
狀
（犾＋１）（犽）＝ ∑

＋∞

犻＝－∞

犮̌（犾＋１）（犻）̌ζ
狀
２
犾＋１（犽－２

犾＋１犻） （２）

其他类型的插值Ｂ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 （如正交、双正

交型）都可以由标准Ｂ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变换得到。

序列犮（犾）可以由下式迭代计算：

犮̌（犾＋１）（犻）：＝ 狏犮（犾［ ］） ↓２（犻） （３）

式中，狏为采样器，定义为：

狏（犻）＝
１

２
［（̌狆β

２狀＋１）－１］↑２狆β
２狀＋１狌狀２（犻） （４）

其中，算子狌狀２（犻）定义为：

狌狀２（犻）＝

１

２狀

狀＋１

犻＋（狀＋１）／

烄

烆

烌

烎
２
，狘犻狘≤ （狀＋１）／２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５）

　　由Ｂ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构造的误差金字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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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犵（犾，犾＋１）（犽）：＝β
狀（犮（犾）（犽）－狌

狀
２ 犮（犾＋１） ↑２（犽））

（６）

式中，ε（犾＋１，犻）（犽）＝Δ犵（犾，犾＋１）（犽）＝犵
狀
（犾）（犽）－犵

狀
（犾＋１）

（犽），误差金字塔在结构和物理意义上与Ｌａｐｌａ

ｃｉａｎ金字塔几乎完全相同，误差金字塔与 Ｂ

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的关系就如同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金字塔与

Ｇａｕｓｓ金字塔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误差金字塔

比对应层的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金字塔中所包含的高频分

量要低。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采用误差金字塔

进行编码将比采用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金字塔进行编码损

失的信息少。

１．２　方向滤波器

方向滤波器可以捕获图像中类似直线、曲线、

边缘和纹理等几何特征。文献［１］提出的二维方

向滤波器组在最大抽样条件下可以完全重构，其

对图像进行犾级分解得到二叉树状结构，将频率

域划分为２犾 个楔形（ｗｅｄｇｅｓｈａｐｅ）子带。然而梅

花形滤波器组需要对图像进行调制，为避免对输

入图像进行调制，Ｄｏ提出了一种新的 ＤＦＢ结

构［１］，并且分解树的延拓规则比较简单。通过对

两个结构块直观地构建，简化了ＤＦＢ。如图１所

示，新的ＤＦＢ第一个结构块是使用扇形滤波器的

双信道菱形滤波族，可以将二维频谱分成水平和

垂直两个方向。ＤＦＢ的第二个结构块是剪切算

法，等于将图像采样重新排序。因此，ＤＦＢ的关

键是在二值树结构滤波器族的每一个节点处使用

剪切算法和菱形滤波器族的两个方向分割恰当地

结合，来获得二维频谱分割。本文采用如图１所

示的方向滤波器结构。

图１　ＤＦＢ的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ＦＢ

１．３　融合算法

基于ＳＰＤＦＢ的图像融合算法框架如图２所

示。在进行融合之前，图像已经进行了空间配准

和灰度均衡［６］。融合算法分为以下３个步骤。

１）用ＳＰＤＦＢ将源图像犃 和犅 进行分解。

首先获得图像的Ｂ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分解树，再由

式（７）得到图像分解的低频（粗糙）和高频（细节）

分量［７，８］。低频分量的系数为犆犃、犆犅，高频分量

的系数为：

｛犇犃犾，犾＝１，２，…，狇｝，｛犇
犅
犾，犾＝１，２，…，狇｝（７）

式中，狇是高频分量的层数。

图２　基于ＳＰＤＦＢ的图像融合算法框架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ＳＰＤＦＢ

在采用式（６）得到图像的多尺度表示之后，对

于高频分量，采用ＤＦＢ得到多尺度方向分解带通

分量：

｛犇犃犾，犽犾，犾＝１，２，…，狇｝，｛犇
犅
犾，犽犾
，犾＝１，２，…，狇｝

（８）

式中，犇犾，犽犾是单层的高频分量的多方向分解表示，

犽犾是第犾层的方向分解的子带通道数。

２）分别融合高频（子带）分量和低频分量。

对于高频分量，常用的融合策略有基于像素的融

合策略与基于区域特征的融合策略［９］两种。基于

像素的融合策略仅关注当前融合像素，而区域特

征融合策略则考虑以当前像素为中心的某区域的

特征（如区域能量特征、区域熵、区域清晰度等）。

图像多尺度分解的高频分量包含图像的细节分量

（如边缘和纹理信息等），基于区域特征的融合规

则对噪声没有基于像素的融合规则敏感，具有较

强的抗干扰性能。本文采用基于区域能量作为融

合规则，对于所有的子带高频分量，其融合规则如

下：

犇犉犾，犽犾（犻，犼）＝
犇犃犾，犽犾（犻，犼），犈

犃
犾，犽犾 ≥ （犻，犼）≥犈

犅
犾，犽犾
（犻，犼）

犇犅犾，犽犾（犻，犼），犈
犃
犾，犽犾
（犻，犼）＜犈

犅
犾，犽犾
（犻，犼

烅
烄

烆 ）

（９）

式中，犈犃犾，犽犾和犈
犅
犾，犽犾
分别是图像犃 和犅 在尺度犾和

方向尺度犽犾的区域能量图。即对于图像中的某

点，选取区域能量大系数作为融合后的系数。

对于低频分量，通常采用加权平均［１０］。本文

亦采用这种方法来融合低频分量：

犆犉（犻，犼）＝ （犆
犃（犻，犼）＋犆

犅（犻，犼））／２ （１０）

　　３）进行逆变换得到融合图像。

２　仿真与比较

为验证本文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对遥感

图像进行了仿真实验。源图像犃 和犅 如图３所

示，数据由 ｗｗｗ．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ｏｒｇ网站提供，是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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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多光谱传感器两个通道的遥感图像，大小均

为５１２×５１２，灰度级为２５６。

图３　多光谱源图像犃和犅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Ｉｍａｇｅ犃ａｎｄ犅

图４和图５分别是图像犃的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金字

塔分解结果和误差金字塔分解结果。

图４　第１、２、３层分解的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金字塔

Ｆｉｇ．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Ｐａｒｔｓｏｆ１，２，３ＬｅｖｅｌＵｓｉｎｇ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Ｐｙｒａｍｉｄ

图５　第１、２、３层分解的误差金字塔

Ｆｉｇ．５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Ｐａｒｔｓｏｆ１，２，３Ｌｅｖｅｌ

Ｕｓ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Ｐｙｒａｍｉｄ

从图４和图５可以直观地看出，采用Ｌａｐｌａ

ｃｉａｎ金字塔进行分解所得高频层中所包含的高频

分量比采用ＢＳｐｌｉｎｅ金字塔分解所得对应高频

层所包含的高频细节分量多。

采用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和本文新算法对遥感

图像进行融合的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像融合目前还没有完整统一的评价方法和

指标，通常可分为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本文采

用熵和清晰度作为图像融合评价的指标。

熵的定义为：

图６　融合结果

Ｆｉｇ．６　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犎 ＝－∑
犔

犻＝０

狆（犻）ｌｏｇ２（狆（犻）） （１１）

式中，狆是图像直方图的归一化表示，犔是图像灰

度最大值，通常犔＝２５５。熵反映图像所包含信息

量的多少，熵越大说明图像包含信息越丰富［１１］。

图像犳的大小为犕×犖，犳（犻，犼）是图像在（犻，

犼）处的像素灰度值，其清晰度定义为：

ＩＤ＝
∑
犕－１

犻＝１
∑
犖－１

犼＝１

（犳
（犻，犼）

犻
）２＋（

犳（犻，犼）

犼
）槡
２

（犕－１）（犖－１）

（１２）

ＩＤ越大，图像越清晰，反之，图像越模糊。

表１　 融合评价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

图像 图像清晰度 熵

源图像犃 ４．２１９５ ５．４４４９

源图像犅 ３．８９１９ ５．４５４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４．９６８９ ５．９１８０

本文方法 ５．１５０６ ６．０２８０

　　图６（ａ）是采用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融合的结果，

图６（ｂ）是采用本文所提新算法融合的结果。

表１是采用熵和清晰度对融合图像进行评价的结

果。从表１可以看出，ＢＳｐｌｉｎｅ塔型方向滤波器

组进行融合所得图像的熵为６．０２８０，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变换得到的融合图像的熵为５．９１８０，新算法融合

图像的熵明显高于基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这表明

新方法所得融合图像包含更多的信息。另外一方

面，从清晰度的角度来看，新算法将融合图像的清

晰度从４．９６８９提高到５．１５０６，很明显，新方法

融合所得的图像更清晰。

采用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不仅熵的评价比本文方

法差，而且图像的清晰度远远低于本文的方法，这

两个方面都能说明新算法的信息损失小。首先，熵

反映图像所包含信息的多少，熵越大说明图像包含

信息越丰富，基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的融合图像熵值

比本文方法小是信息量损失最直观的表现；其次，

对图像进行多尺度分解，高频细节分量最能反映图

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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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轮廓区域，高频细节分量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大，

造成表现轮廓区域的信息损失，而图像清晰度是图

像轮廓区域的重要评价指标，轮廓区域越明显，图

像清晰度将越高。因此，综合两个方面的因素可以

看出，新算法在融合性能上要优于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

换，具有更好的融合效果，信息损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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