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５。

项目来源：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Ｊ０１２６９）；海岛（礁）测绘技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基金资助项目

（２０１０Ｂ０９）；福州大学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９ＸＹ９）。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２）１１１３１６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利用直方图匹配和低通滤波改进的犛犞犚融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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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ＳＶＲ融合算法光谱失真的现象，提出了一种基于低通滤波和直方图匹配的改进ＳＶＲ算法，即

ＳＶＲＦＭ算法。以ＩＫＯＮＯＳ影像为实验数据，从光谱保真度和高频信息融入度两个方面将ＳＶＲＦＭ与小波变

换、ＳＶＲ、Ｐａｎｓｈａｒｐ、Ｅｈｌｅｒｓ和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等算法的融合结果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对比。结果表明，ＳＶＲＦＭ

算法的融合影像光谱信息失真小，高频信息融入度高。

关键词：影像融合；ＳＶＲＦＭ；光谱保真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遥感影像融合就是将低分辨率多光谱影像和

高分辨率全色影像采用一定的算法将各影像的优

点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提高多光谱影像空间分

辨率的技术。好的影像融合算法能减少或抑制被

感知对象（或环境）解译中可能存在的多义性、不

完全性、不确定性和误差，增强影像判读的解译能

力，从而提高地面地物的辨识能力［１］。

如何在融入高频信息的同时减小光谱失真是

目前遥感影像融合的一个难点。目前，常用的融

合算法有ＩＨＳ变换法
［２］、Ｂｒｏｖｅｙ变换法

［３］、主成

分分析法 （ＰＣＡ）
［４］、ＳＦＩＭ 算法［５］、小波变换

法［６］、ＳＶＲ（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ｔｉｏ）算法
［７］、Ｐａｎ

ｓｈａｒｐ算法
［８］、Ｅｈｌｅｒｓ算法

［９］和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算

法［１０］等，其中，ＩＨＳ算法、Ｂｒｏｖｅｙ算法融合后的影

像光谱失真较大［１１，１２］；ＳＦＩＭ 算法的光谱保真度

较好，但其高频信息融入度较差［１３］；小波变

换［１４，１５］的光谱保真度和高频信息融入度受所用

小波基和小波分解层数的影响较大；Ｐａｎｓｈａｒｐ算

法的光谱保真度好，高频融入度高，但融合影像的

光谱保真度受参与模拟的多光谱影像的影响显

著；ＳＶＲ算法的光谱保真和高频信息融入度均较

好［７］，且易于实现，但将其应用于高分辨率影像的

融合时，光谱失真较明显；Ｅｈｌｅｒｓ算法具有较好的

光谱保真度和高频融入度［９］；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算法

变换后产生的各分量间的信息量没有明显的区

别，其融合后影像的光谱保真度较好，融合前后同

一地物光谱的波形没有变化，但存在部分不同地

物的光谱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问题［１６］。根据以

上分析，本文以ＳＶＲ算法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既

有较高的光谱保真度，又有较高的高频融入度的

高分辨率影像的融合算法———ＳＶＲＦＭ（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ｔｉｏｂａｓｅｏｎｌｏｗ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ｔｏ

ｇｒａｍ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算法。

１　ＳＶＲＦＭ融合算法

ＳＶＲ算法为Ｚｈａｎｇ改进 Ｍｕｎｅｃｈｉｋａ的算法

得到的［７，１７］。该算法首先求出低分辨率多光谱波

段和高分辨率全色波段之间关系的回归系数，然

后利用回归系数将低分辨率多光谱影像的有关波

段模拟为全色影像，最后将原全色影像和模拟的

全色影像作比值运算，并与各多光谱波段相乘来

完成多波段影像的融合。但由于ＳＶＲ算法在应

用于高分辨率影像时，容易造成光谱失真，因此，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对ＳＶＲ算法进行了改进，提

出了ＳＶＲＦＭ 算法。该算法通过低通滤波和直

方图匹配来改进ＳＶＲ融合算法，使其同样也能应

用于高分辨率影像的融合。与ＳＶＲ算法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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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ＳＶＲＦＭ算法不是直接用原始多光谱影像与

全色影像进行拟合求出它们之间的回归系数φ，

而是通过计算低通滤波后的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

像各波段之间的回归系数，利用低通滤波后的多

光谱影像模拟全色影像的低频部分，然后采用比

值算法生成融合影像；融合过程中进一步通过直

方图匹配来减少光谱损失，其基本公式为：

犉′（犻）＝ Ｍｕｌｌｏｗ（犻）
珚犘
犘ＬＳ

（１）

犘ＬＳ＝∑φ（犻）Ｍｕｌｌｏｗ（犻） （２）

犉（犻）＝犉′（犻）ｈｍ （３）

式中，犉′（犻）为该算法第犻波段经初始融合后的

ＤＮ值；珚犘是高分辨率全色波段与各多光谱波段

进行直方图匹配后求得的均值影像的 ＤＮ 值；

Ｍｕｌｌｏｗ（犻）是经低通滤波后多光谱影像第犻波段的

ＤＮ值；犘ＬＳ是由低通滤波后的多光谱波段模拟而

成的全色低频影像的ＤＮ值；φ（犻）为珚犘 经低通滤

波后生成的影像珚犘ｌｏｗ与低通滤波后多光谱波段

Ｍｕｌｌｏｗ（犻）之间的回归系数；犉（犻）为犉′（犻）与原多

光谱影像对应波段直方图匹配后所形成的融合影

像的第犻波段的 ＤＮ 值。该算法的具体步骤如

下：

１）数据准备。将低分辨率多光谱影像重采

样为和高分辨率全色影像相同的分辨率。

２）直方图匹配。将高分辨率全色影像Ｐａｎ

分别与重采样后的多光谱影像的各波段 Ｍｕｌ（犻）

进行直方图匹配，获得全色影像与各多光谱波段

直方图匹配后的影像，记为犘犻；直方图匹配采用

ＧＭＬ方法
［１７］，其公式为：

∑
犐（）犳

犽＝０

狆狊狊（ ）犽 －∑
犳

犼＝０

狆狌 狌（ ）犼 ，犳＝０，１，…，犔－１

（４）

式中，狆狊 狊（ ）犽 、狆狌 狌（ ）犼 分别表示影像中 ＤＮ值为

狊犽、狌犼的概率；犔为灰度级。

３）计算均值影像。将经直方图匹配后的各

高分辨率全色影像犘犻求均值，作为直方图匹配后

的全色均值影像珚犘（简称为全色均值影像），珚犘＝

１

狀∑
狀

犻＝１

犘犻（狀为多光谱影像参与直方图匹配的波

段个数）。

４）低通滤波。对全色均值影像珚犘 和多光谱

影像 Ｍｕｌ（犻）分别进行低通滤波，生成各自的低频

影像珚犘ｌｏｗ和 Ｍｕｌｌｏｗ（犻）。

５）求回归系数。利用最小二乘拟合算法计

算珚犘ｌｏｗ与 Ｍｕｌｌｏｗ（犻）之间的回归系数φ（）犻 。

６）融合。先利用式（２）生成模拟全色低频影

像犘ＬＳ，然后利用式（１）生成融合影像犉′（犻）。

７）直方图匹配。利用式（３）将影像犉′（犻）和

原多光谱影像 Ｍｕｌ（犻）各对应波段进行直方图匹

配，生成最后的融合影像犉（犻）。

２　遥感影像融合结果评价

遥感影像融合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不同分辨率

遥感影像在空间分辨率和光谱信息方面的互补，

因此对于遥感影像融合效果的评价，应综合考虑

高频信息的融入度和光谱信息的保真度。

２．１　光谱保真度

融合影像与原多光谱影像相比，其光谱变化

主要是由全色高分辨率影像中的低频信息引入造

成的，因此融合影像相对于原多光谱影像会存在

不同程度的光谱差异。对此，本文采用相对整体

维数综合误差（ｅｒｒｅｕ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ａｄｉｍｅｎｓｉ

ｏｎｎｅｌｌｅｄｅｓｙｎｔｈèｓｅ，ＥＲＧＡＳ）
［１８］来评价融合影像

各波段与多光谱影像各对应波段间的差异程度。

ＥＲＧＡＳ作为一种光谱质量评价指标，它顾及了

全色影像与多光谱影像的分辨率对光谱质量的影

响，其评价结果与参与计算的影像波段数无关。

ＥＲＧＡＳ是在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的基础上，进一

步通过将各波段的ＲＭＳＥ与均值作比值，来综合

考察融合影像和多光谱影像之间的光谱差异，其

值越小，表明光谱保真度越好，理想值为０。其计

算公式为：

ＥＲＧＡＳ＝１００
犺
犾

１

狀犮∑

狀犮

犻＝１

ＲＭＳＥ２（）犻

μ
２（）槡 犻

（５）

式中，犺为高分辨率全色影像的分辨率；犾为多光

谱影像的分辨率；狀犮为融合影像的总波段数；μ（犻）

为融合影像的各波段ＤＮ值的均值；ＲＭＳＥ（犻）为

融合影像与多光谱影像对应各波段的均方根误

差；犻表示波段。

２．２　高频信息融入度

融合影像高分辨率空间细节信息的融入度可

以通过求融合影像和高分辨率全色影像的相关系

数来判断。由于影像的空间细节信息主要保留在

影像的高频部分，因此为了去除影像低频部分对

计算相关系数的干扰，首先要对融合影像和高分

辨率全色影像作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高通滤波，然后计算

滤波后两影像之间的相关系数［１９］。相关系数越

大，表示融合影像的高频信息融入度越高，其理想

值为１。相关系数（ＣＣ）的定义为：

ＣＣ犻 ＝

７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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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犕

狉＝１
∑
犖

犮＝１

犉′犻 狉，（ ）犮 －珚犉′［ ］犻 犘′ 狉，（ ）犮 －珚［ ］犘′

∑
犕

狉＝１
∑
犖

犮＝１

犉′犻 狉，（ ）犮 －珚犉′［ ］犻
２
×∑

犕

狉＝１
∑
犖

犮＝１

犘′ 狉，（ ）犮 －珚［ ］犘′槡
２

（６）

式中，犉′和犘′分别为经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滤波后的融合

影像和全色影像；珚犉′和珚犘′为滤波后影像的均值。

３　结果与讨论

本文以２００３年福州市的ＩＫＯＮＯＳ全色波段

和４个多光谱波段（１１ｂｉｔ）的数据作为实验数据，

并选取了两个实验区进行融合实验，其中一个主要

由建筑物组成，另一个由植被、水体、建筑物和道路

等组成，植被中乔、灌、草各种类型都有。融合实验

除ＳＶＲＦＭ算法外，还选用了ＳＶＲ以及目前常用

的小波变换、集成于ＰＣＩ软件中的Ｐａｎｓｈａｒｐ融合

模块、ＥＲＤＡＳ软件中的Ｅｈｌｅｒｓ模块和ＥＮＶＩ软件

中的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模块来进行，并从目视判读、定

量指标两个方面对融合后的影像进行评价。目前

小波变换的方法很多，本文选用小波基为ｄｂｌ３的

小波进行融合实验；利用Ｐａｎｓｈａｒｐ融合模块时，以

ＩＫＯＮＯＳ的４个多光谱波段作为参考影像。

通过目视判读可以看出，所有融合算法（封三

彩图３、彩图４）的空间分辨率均比原多光谱影像

有较大程度的提高，有效地增强了影像的空间细

节信息量。融合影像中道路、建筑物的纹理清楚，

边缘轮廓清晰可见。但在光谱保真度方面，ＳＶＲ

算法、Ｅｈｌｅｒｓ算法和小波算法融合影像的色调偏

暗，光谱有一定损失，而 ＳＶＲＦＭ、Ｐａｎｓｈａｒｐ和

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算法的色调与原多光谱影像基本

一致，其光谱保真度较好。

为了更好地对融合结果进行评价，根据式

（５）、式（６）求出各种算法融合影像的ＥＲＧＡＳ和

ＣＣ的均值，从光谱保真度和高频信息融入度两

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见表１）。

表１　融合影像定量分析表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ｒＵｓｅｄ

Ｆｕｓ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算法
实验１区 实验２区

ＥＲＧＡＳ ＣＣ ＥＲＧＡＳ ＣＣ

原始多光谱影像 ／ ０．０９１ ／ ０．０５６

小波 ４．０４５ ０．９９９ ４．１７６ ０．９９９

ＳＶＲ ４．１７５ ０．９３０ ４．０９６ ０．８９２

Ｅｈｌｅｒｓ ４．０２８ ０．９３３ ４．０１１ ０．８７１

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 ３．７９８ ０．９４２ ３．６２８ ０．８８６

Ｐａｎｓｈａｒｐ ３．６６０ ０．９５０ ３．５９１ ０．９０５

ＳＶＲＦＭ ３．６４２ ０．９７２ ３．３５８ ０．９４０

　　由表１可知，在光谱保真度方面，ＳＶＲＦＭ 的

ＥＲＧＡＳ值在两个研究区中都是最小，说明该算

法具有较好的光谱保真度。Ｐａｎｓｈａｒｐ算法要求

使用与全色影像波谱范围相同的多光谱影像作为

参考影像来进行回归系数的计算，因此也能较好

地减少光谱失真，而且具有较小的值。在高频信

息融入度方面，ＳＶＲＦＭ 算法的相关系数ＣＣ在

两个实验区中都超过了０．９，在所有算法中位居

第二，说明ＳＶＲＦＭ 也具有较好的高频信息融入

度。在６种算法中，小波算法的高频融入度最高，

Ｅｈｌｅｒｓ算法和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算法的高频融入度

较差。在实验区２中，Ｅｈｌｅｒｓ算法融合影像的块

状效应明显。总的看来，６种融合算法得到的融

合影像的高频信息均有明显提高，但在光谱信息

保真度上表现不尽相同。ＳＶＲＦＭ 算法在光谱保

真度和高频信息融入度两方面均具有突出的表

现，是一种兼顾光谱保真度和高频信息融入度的

算法。

原ＳＶＲ算法直接利用多光谱影像来模拟全

色影像，使得在进行比值运算时全色影像Ｐａｎ犎的

部分高频信息被抵消，造成融合影像的高频融入

度降低；而全色影像的部分低频信息在比值运算

中又未被完全抵消，造成融合影像的光谱失真明

显。而本文的ＳＶＲＦＭ 算法通过将全色均值影

像珚犘进行低通滤波，去除高频信息，然后再将其

与低通滤波后的多光谱影像 Ｍｕｌｌｏｗ（犻）进行拟合，

求回归系数。这样通过式（２）生成的模拟全色低

频影像犘ＬＳ就不含有高频信息，在下一步的融合

中不会抵消全色均值影像中的高频信息。由于用

低通滤波后的多光谱影像 Ｍｕｌｌｏｗ（犻）和同样经低

通滤波后的全色均值影像珚犘ｌｏｗ进行拟合，其生成

的模拟全色低频影像犘ＬＳ与全色均值影像珚犘的低

频信息基本一致。因此，两者在进行比值运算时，

可以更有效地去除全色均值影像珚犘 中的低频信

息。而采用低通滤波后的多光谱影像 Ｍｕｌｌｏｗ（犻）

作为式（１）的乘积因子，又减小了原多光谱影像高

频信息对全色均值影像珚犘 的高频信息干扰；利用

式（３）进一步将所生成的融合影像犉′（犻）与原始

多光谱影像进行直方图匹配，使得最后的融合影

像犉（犻）具有很高的光谱保真度。

ＳＶＲＦＭ融合影像的高频融入度和光谱保真

度还受低通滤波窗口大小的影响，窗口尺寸越大，

光谱失真越大；窗口尺寸越小，光谱保真度越好。

通常情况下，高频融入度在窗口尺寸为１１像素×

１１像素时达到最大值；当窗口尺寸小于该尺寸

时，随窗口尺寸的增大，其高频融入度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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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该尺寸时，随窗口尺寸的增大，高频融入度逐

渐降低。实验表明，采用３×３的低通均值滤波窗

口，可以使融合影像兼有较好的光谱保真度和高

频信息融入度。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 ＳＶＲＦＭ 算法较好地解决了

ＳＶＲ算法在高分辨影像融合时的光谱失真问题，

同时提高了高频信息融入度。影像融合通过信息

的互补，提高了多光谱影像的空间细节信息量，对

影像起到了增强的作用。融合影像的高频信息融

入度与光谱保真度是一对矛盾，新算法通过对

ＳＶＲ算法进行改进，使得融合结果具有较好的光

谱保真度和高频信息融入度，比较好地达到了两

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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