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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的卫星影像恢复模型。借助一张局部参考影像，该模型首先利

用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挖掘出参考影像与退化影像的数学函数关系，然后利用该函数关系对退化影像进行

恢复重建，进而达到利用局部参考影像对全局退化影像进行改善和恢复的目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

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影像恢复；退化影像；参考影像；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遥感卫星获取图像的过程中有很多因素会导

致图像质量下降。因此，有必要对退化的卫星遥

感影像进行恢复，改善给定图像的质量，以达到恢

复或重建原有图像的目的。目前，对退化遥感影

像进行恢复的方法主要有以下３种：① 已知图像

的退化知识或退化模型，对退化图像进行退化的

逆运算，得出尽可能接近原图像的估计图像［１３］；

② 利用遗传算法进行图像恢复
［４５］；③ 利用光学

成像物理模型或噪声模型进行影像的恢复［６７］。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卫星遥感影像恢复的模

型。选定一幅参考影像，对参考影像和退化影像

作配准融合等初步处理，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能

够从数据集中发现事物间的函数关系［８，９］，根据

得到的函数关系模型，对退化的卫星遥感影像进

行恢复。

１　卫星遥感图像退化与恢复的思想

原始影像犳（狓，狔）经过退化因素 犎 的影响，

再与噪声狀（狓，狔）叠加，形成退化后的图像犵（狓，

狔）；再经过恢复过程犚，得到恢复的图像犳′（狓，

狔）。遥感图像的退化与恢复模型如图１所示。

原图像犳（狓，狔）与退化图像犵（狓，狔）的关系

为：

图１　图像退化与恢复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ｍａｇ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犵（狓，狔）＝犎［犳（狓，狔）］＋狀（狓，狔） （１）

退化图像犵（狓，狔）与恢复的影像犳′（狓，狔）的关系

为：

犳′（狓，狔）＝犚［犵（狓，狔）］ （２）

图像恢复的恢复过程即为求ε最小时的犳′（狓，狔），

其中ε＝ 犳′（狓，狔）－犳（狓，狔）。

２　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

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ＧＥＰ），是借鉴生物遗传的基因表达

规律提出的知识发现新技术［９］。ＧＥＰ算法一个

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函数挖掘。

２．１　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的基因及编码方法

在ＧＥＰ中，基因（ｇｅｎｅ）由头部（ｈｅａｄ）和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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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ｉｌ）两部分组成。头部是由终结符和函数符号

组成，而尾部则只能是由终结符组成。其中，头部

的长度犺根据求解问题的需要选定，而尾部的长

度狋是犺和狀的函数，其关系为：

狋＝犺×（狀－１）＋１ （３）

式中，狀表示在函数符号集中所需变量数量最多

的函数的参数个数（如对于加法，狀为２）。

对于一个三元的数学函数表达式犳（犪，犫，犮）

＝ 犪＋槡 犫＋犮／犪，其对应的基因个体及其表达式树

如图２所示。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正是通过不同

的操作算子对基因个体进行选择和变异，得到不

同的数学函数，进而发现最优的函数模型。

图２　函数式的ＧＥＰ基因及其表达式树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ＧＥＰＧｅｎｅ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ｏｆ

ＡＭａｔ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２　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的操作算子

选择算子根据适应度函数和赌盘原理来选择

哪些个体被复制到下一代。一般来说，个体适应

度越大的个体被复制到下一代的概率也越大。对

于种群规模为狀的基因群体，犙 ＝ ｛犪１，犪２，…，

犪狀｝，设个体犪犻的适应度函数值为犳（犪犻），则该个

体被选择的概率狆犻为：

狆犻＝
犳（犪犻）

∑
狀

犼＝１

犳（犪犼）

（４）

　　重组算子是对两个染色体进行交叉，从而形

成两个新的个体。根据重组点的位置不同，重组

算子可以分为单点重组、两点重组和基因重

组［１０］。两个基因个体单点重组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两个基因个体单点重组

Ｆｉｇ．３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ｏｆＴｗｏＧｅｎｅｓ

变异算子是对单个染色体的基因进行变异，

可以发生在染色体的任何位置。

２．３　基因表达式程序设计的适应度评价函数

文献［９］提出了两种适应度评价函数：① 基

于绝对误差的适应度评价函数；② 基于相对误差

的适应度评价函数。

基于绝对误差的适应度评价函数为：

犳犻＝∑

犮狋

犻＝１

（犕－ 犆（犻，犼）－犜（犼） ．） （５）

基于相对误差的适应度评价函数为：

犳犻＝∑

犮狋

犻＝１

（犕－
犆（犻，犼）－犜（犼）

犜（犼）
×１００） （６）

式中，犕 是一个常数，表示种群的选择范围，在这

个范围内种群开始进化；犆（犻，犼）表示根据第犻个染

色体对应的函数表达式使用第犼个样本中的变量

数据求得的函数值；犜（犼）表示第犼个样本表示该

目标函数的真实值；犮狋表示样本的数目。当犆（犻，犼）

与犜（犼）相等时，适应度函数的值最大，表示挖掘的

函数表达式与目标函数完全符合。

３　基于犌犈犘的卫星遥感影像恢复

３．１　退化影像犃和参考影像犅 的预处理

本文方法利用诗恢复的退化影像犃 与参考

影像犅 两张遥感影像。由于退化影像犃 和参考

影像犅 由不同的传感器获得，两幅影像之间存在

平面位置、方位、比例及分辨率等方面的差异，因

此，有必要对这两幅影像进行预处理。本文算法

中的预处理主要有分辨率同一化、配准及融合等

操作。一般情况下，参考影像犅 作为恢复的依

据，所以其影像质量和分辨率均高于退化影像犃。

本文以退化影像犃的分辨率为基准，使两幅影像

的分辨率一致或相近，然后根据影像犃和犅 之间

的重叠区域，对两幅图像进行配准及融合处理。

３．２　挖掘退化影像和参考影像之间的函数关系

在重叠区域这一部分区域，参考影像犅要比

退化影像犃 受到噪声的干扰少，参考影像犅可以

近似地看作影像犃 退化前的原始影像，即参考影

像犅由于某些因素（空中的云雾、沙尘等）退化到

影像犃。因此，参考影像犅与退化影像犃 之间存

在如图１所示的退化模型。本文就是在该重叠区

域，找到参考影像与退化影像的函数依赖关系，然

后利用该函数依赖关系，推导出退化影像在退化

前的像素值，进而提高影像的质量。

对于影像犃和犅 之间的函数依赖关系，其函

数变元越能体现退化因子（如云量、系统噪声等），

其函数模型也就越精确。本文这里仅给出一个简

单的函数模型：

犵（狓，狔）＝犎（狓，狔，犳（狓，狔））＋犆 （７）

式中，狓、狔表示重叠区域对应像元的坐标；犳（狓，

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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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和犵（狓，狔）分别表示退化影像犃和参考影像犅

在（狓，狔）处的像元值；犎 表示犃 和犅 的函数依赖

关系；犆表示常数项。

３．３　对退化影像进行恢复重建

将退化影像犃 所有区域的像元值及其坐标

带入到式（７）中，可以计算出退化影像犃 对应原

始影像的像元值，从而实现对退化影像的恢复与

重建。

４　实验及分析

为了测试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及实用性，本文

选取了退化影像、参考影像和检查影像３幅影像。

其中，退化影像选用退化后的福卫卫星影像，其大

小为２００像素×２５０像素。参考影像与检查影像

分别对应于退化影像的左上角和右下角，如图４

所示。

图４　参考影像与检查影像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Ｉｍａｇｅ

１）利用参考影像对退化影像进行恢复重建。

其中，选取的样本区域为退化影像中第１行第１

列处开始的５像素×５像素的影像单元。

退化影像对应的像素值为：

３４ ２９ ２３ ２２ ３１

４９ ３９ １８ ２２ ２８

４８ ３７ ２７ ３４ ２３

５１ ３９ ３７ ３３ ３７

熿

燀

燄

燅４７ ４３ ４３ ４０ ４２

参考影像对应的像素值为：

４４ ４７ ３５ ３６ ５１

７３ ６３ ２２ ３３ ４４

７３ ６２ ４１ ５９ ３４

７７ ６７ ６３ ５９ ６３

熿

燀

燄

燅６８ ７１ ７１ ６９ ７１

　　ＧＥＰ算法用于影像恢复全过程时，其初始函

数符号集设置为｛＋，－，×，／，ｅｘｐ，ｓｑｒｔ，ｓｉｎ，ｃｏｓ，

ｔａｎ｝，这些函数均为ＶＣ＋＋６．０标准库中的数学函

数，适应度函数选择式（６），种群大小为５０，基因表

达式的头部长度为７，迭代次数为１０００代。利用文

中的算法，所耗用的运行时间为１１ｓ。挖掘出来的

退化影像与参考影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犎（狓，狔，狕）＝ｃｏｓ（ｃｏｓ（１．５３６３０２＋狓））＋

５．７６５９１／（ｃｏｓ（狔）－狔）＋

　　ｃｏｓ（ｅｘｐ（ｓｑｒｔ（ｆａｂｓ（ｓｉｎ（狕）））－ｃｏｓ（狓）））－

　　ｓｑｒｔ（狕／０．３２２７３３）＋２狕－０．９０１４０３

式中，狓、狔表示行和列；狕表示退化影像中（狓，狔）

处的像素值。

然后，利用挖掘出来的函数，以退化影像为输

入，恢复影像为输出，即可以得到恢复后的影像，

恢复后的影像如图５所示。在其对应区域，本文

计算了恢复后影像相对于参考影像的相对误差。

恢复后影像对应的像素值为：

４５ ４６ ３６ ３５ ５１

７２ ６４ ２６ ３４ ４４

７２ ６２ ４４ ５７ ３７

７６ ６５ ６１ ５５ ６１

熿

燀

燄

燅７０ ７１ ７２ ６７ ７１

相对误差为（％）为：

２．２７ －２．１３ ２．８６ －２．７８ ０．００

－１．３７ １．５９ １８．２ ３．０３ ０．００

－１．３７ ０．００ ７．３２ －３．３９ ８．８２

－１．３０ －２．９９ －３．１７ －６．７８ －３．１７

２．９４ ０．００ １．４１ －２．９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００

　　２）利用检查影像对恢复后的影像进行检查。

其中，选取的检查区域为退化影像中第１７０行第

２０１列处开始的５像素×５像素的影像单元。在

其对应区域，本文计算了恢复后影像相对于检查

影像的相对误差。

退化影像对应的像素值为：

３３ ２５ ５０ ３６ １９

３７ ２０ ３０ ５５ ５２

４７ ６３ ６８ ５４ ６３

６２ ５３ ５３ ５５ ４８

熿

燀

燄

燅６０ ５３ ５１ ５１ ５３

检查影像对应的像素值为：

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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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３ ８６ ６３ ２６

４９ ２８ ４９ １０３ ９３

６８ １１４ １２５ １０２ １１６

９７ ９２ ９２ １０１ ８７

熿

燀

燄

燅９６ ９６ ９２ ９５ ９５

恢复后影像对应的像素值为：

４２ ３８ ８５５９ ２９

５０ ３０ ４９９６ ９０

６８１０９１２０９４１１０

９６ ８９ ９０９４ ８１

熿

燀

燄

燅９４ ９１ ８８８８ ９２

相对误差（％）为：

１０．５ １８．２ －１．１６ －６．３４ １１．５

２．０４ ７．１４ ０．００ －６．８０ －３．２３

０．００ －４．３９ －４．００ －７．８４ －５．１７

－１．０３ －３．２５ －２．１７ －６．９３ －６．９０

－２．０８ －５．２１ －４．３５ －７．３７ －３．

熿

燀

燄

燅１６

　　将检查范围扩大到整个影像，其方差、统计均

值、平均梯度、熵这些指标如表１所示，其绝对误

差直方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绝对误差直方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

表１　退化影像和恢复影像的定量分析指标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ｅｄＩｍａｇｅ

影像名称 方差 统计均值 平均梯度 熵

退化影像 ２６．１８３７ ４８．３３８０ １０．３６１２ ６．３７２６

恢复影像 ４８．９２４５ ８３．０５３２ １９．０２２８ ７．１７９１

　　３）退化后的影像及恢复影像输出效果。其

恢复后的影像如图６所示。

４）结果分析。通过退化影像、参考影像（检

查影像）与恢复影像对应区域像素值的比较、相对

误差及恢复前后影像的输出效果，可以看出，本文

的算法能够达到以下目的：利用小范围样本区域

的参考影像对大范围区域的退化影像进行恢复重

建，进而来提高退化影像的辐射。

图６　退化影像及其恢复后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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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应用小波变换确定琉球俯冲带深部特征　　　　　　　　　　　宁津生，等

 高速公路场景中车用自组织网络节点平均度的快速计算方法 李清泉，等

 基于本体的土地利用数据综合研究 刘耀林，等

 基于绘制检出的矢量数据栅格化方法研究 李青元，等

 利用２００８年ＶＬＢＩ观测数据进行ＥＯＰ参数的解算与分析 魏二虎，等

 基于查找表的 ＭＯＤＩＳ逐像元大气校正方法研究 徐永明，等

 基于ＬｉＤＡＲ数据和航空影像的水体自动提取 张永军，等

 基于动态分段的道路网示意性地图模型综合 董卫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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