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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函数理论的单色相机多通道光谱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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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并实现了一套完整的基于基函数理论的单色相机多通道光谱重构系统。该系统对数码响应值进

行了线性校正，提高了光谱重构精度。实验重构光谱的最小均方根误差可以达到０．００６８７，色差最小可达到

０．０２，平均色差只有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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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从数码响应值到光谱反射比的重建

算法研究较多，并已开发出了各种类型、理论基础

各异的重构模型［１］。但是，把重构算法合理地运

用到实验中、并建立一套光谱重构系统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从数码响应值的获取到数据的预处理，再

到光谱重构都需要经过复杂的实验。本文将搭建

单色相机光谱重构系统，把基函数理论的重构光谱

方法运用到实际实验中，实现多通道光谱重构。

１　数据获取及处理

１．１　数据获取

重构系统选用ＡｐｏｇｅｅＡｌｔａＵ９ＣＣＤ单色相

机进行数码数据的采集，通过加装滤色片转轮的

方式获取９个通道的数码响应值；训练样本的光

谱反射率由分光光度计Ｓｐｅｃｔｒｏｌｉｎｏ测量得到。

训练样本的质量也会对实验结果产生重要的影

响［２］，实验采用Ｃｏｌｏｒｃｈｅｃｋｅｒ２４色色卡作为训练

样本和检验样本，这样可以简化验证过程，且不影

响重构模型的准确性。

通过反复实验，找到了最佳源图像拍摄方法

以获取合理的数码响应值，使得图像中色卡的亮

调色块部分ＲＧＢ信号不出现溢出，但深灰色阶调

仍可以区别。使用这种拍摄方法，实验获取了９

个通道的数码响应值。图１是实验使用的滤光片

的透射率曲线图。所使用的９个滤光片的光谱透

射率均匀分布在３８０～７３０ｎｍ可见光波段范围

内。

图１　９片滤光片透射率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ＮｉｎｅＦｉｌｔｅｒｓ

１．２　数据预处理

对于任一颜色通道，相机光电信号与入射到

传感器上的光辐射能量满足线性关系。当入射光

辐射能量改变时，线性相机光电信号也会同比例

变化，而数码响应值与光电信号同样存在线性关

系，所以，通过建立各通道数码响应值与传感器所

受光辐射能量之间的转换方程，便可以实现数码

响应值的线性校正。

同一物体表面在不同光源下颜色反射的光辐

射能量狋不可能一致，必须要在一定光源条件下

进行数码响应值的线性校正，所以，线性校正前必

须获取到拍摄暗室光源的光谱功率分布犛（λ）和物

体表面颜色光谱反射比犚（λ）数据。通过光源光谱

功率分布犛（λ）和物体表面颜色光谱反射比犚（λ）的

乘积得到入射到ＣＣＤ上的光辐射能狋（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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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犻）＝∫犛（λ）犚（犽）ｄ（λ） （１）

　　光辐射能量狋（犻）再与相机各通道的数码响应

值犆（犽，犻）建立线性转换方程犳（狓），可表示为：

狋（犻）＝犳（狓）×犆（犽，犻） （２）

　　为了提高线性转化方程的精度，实验最终利

用５次幂多项式拟合出各个通道的线性转换方

程［３］，实现数码响应值的线性校正：

犆′＝犱１（犆）
５
＋犱２（犆）

４
＋犱３（犆）

３
＋

犱４（犆）
２
＋犱５（犆）＋犲 （３）

式中，犲为噪声。实验拍摄获取的每个通道的数码

响应值在校正后的数码信号犆′将用于重构计算。

２　基函数理论

任何一个光谱数据集都可以表示成几个主要

光谱基向量的线性组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个

线性组合重新表示原光谱数据集。假设一个光谱

反射率数据集犚是一个狀×犿维的向量矩阵（即犿

个样本数，狀个波段下的光谱反射率），则可以表示

为犚＝［犚１１　犚１２…犚犿狀］
Ｔ。因为犚的自由度小于

狀，犚是犽个彼此正交的狀维单位基向量犫犻（１≤犻≤

犽）的线性组合，即光谱反射率可近似表示为：　

犚＝∑
狆

犻＝１

犫犻犪犻 ＝犅犪 （４）

其中，基向量犫犻是所提取的特征向量，用向量组犅

＝［犫１　犫２　犫３…犫犽］表示；犪是对应的转换系数，

可表示为犪＝［犪１　犪２　犪３…犪犽］
Ｔ。

２．１　特征向量提取

在式（４）中，求出基向量犅是至关重要的一

步，通过协方差法［３４］可以求出基向量。

矩阵犚的协方差矩阵犌 可表示为：

犌＝
１

犿
犚犚Ｔ （５）

犌是协方差矩阵，当只需要计算矩阵的特征向量

时，比例因子１／犿 是不需要的，即可对犌作如下

奇异值分解：　

犌＝犝犛犞
Ｔ （６）

其中，犝 是犚犚Ｔ的特征向量，即为犌的特征向量，

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基向量犝＝［狌１　狌２　狌３…

狌狀］；犞是犚
Ｔ犚的特征向量；犛是对角阵，它和矩阵

犚有着相同的维数，对角线上的值是犚犚Ｔ和犚Ｔ犚

特征值的平方根。矩阵犝 的特征向量是按照贡

献率由大到小依次排列的，当矩阵犝 的前犽个特

征向量的贡献率足够大时，光谱反射率就可认为

是前犽个特征向量的线性组合。通过这个计算便

可以选出重构所需要的基向量。

２．２　基函数法的光谱重构

通过建立训练样本犚０，利用式（６）可以计算

出特征向量犅，然后利用式（４）求出特征向量犅对

应的系数矩阵犪０，即

犪０ ＝犅
－１犚０ （７）

犅－１为犅的逆。另外，由于颜色样本的光谱数据

犚与数码响应值犆同样存在一个线性关系，即

犆＝犙犚 （８）

将式（７）代入式（８）中得到：

犪＝ （犙犅）
－１犆 （９）

　　犙和犅 都是可以根据训练样本求出的已知

量，所以，式（９）中的（犙犅）
－１可以看作数码响应值

犆与系数矩阵犪０ 的关系矩阵，它是随着数码响应

值变化而变化的。对于建立的训练样本，存在犪０

＝（犙犅）
－１犆０，那么，对于新的颜色样本，其系数矩

阵可以表示为：

犪＝ （犙犅）
－１犆＝犪０犆

Ｔ
０（犆０犆

Ｔ
０）

－１犆 （１０）

　　犆为新的颜色样本数码响应值。通过式（４）

和式（１０）最终可以重构颜色样本的光谱反射率：

犚＝犅犪 （１１）

　　利用上述公式便可以进行颜色的光谱重构

了。

３　重构精度分析

为了在检验重构精度的同时发现基函数对重

构的影响，实验分别使用不同数量的基函数进行

光谱重构，并分别使用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５］和

色差［６８］对光谱重构精度和颜色的色度匹配精度

进行了评价。

３．１　不同基函数重构精度分析

在９通道光谱重构实验中，分别使用了３、４、

５、６、７、８、９个基向量进行重构，通过比较重构光

谱的ＲＭＳＥ和色差对比不同基函数重构的精度。

图２、３及表１是不同数目基函数重构光谱的

ＲＭＳＥ和色差对比。

表１　不同基向量重构光谱的平均犚犕犛犈、色差值

Ｔａｂ．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ＭＳＥ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ｃｔｏｒ

３个基向量 ４个基向量 ５个基向量 ６个基向量 ７个基向量 ８个基向量 ９个基向量

ＲＭＳＥ ０．０３２０６８ ０．０２３７５４ ０．０１９７０４ ０．０１７００４ ０．０１７００３ ０．０１６００３ ０．０１５０６

ΔΕ ７．３８８９８ ３．０５０５９６５ ２．４３１５８３３ ２．２８９６４３４ ２．２５４３８７８ ２．２５１９３２３ ２．３２４５１２

３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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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基向量光谱重构ＲＭＳＥ值对比

Ｆｉｇ．２　ＲＭ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ｃｔｏｒ

图３　不同基向量光谱重构色差值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ｌ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ｃｔｏｒ

　　通过计算和图表可以看出，重构光谱的

ＲＭＳＥ随着基函数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使用

９个基函数重构时ＲＭＳＥ值最小，仅为０．０１５０６，

比使用３个基向量重构时小一倍多；色度方面，重

构颜色的色差随着基函数数量的增加也有变小的

趋势，使用８个基函数时色差最小，当基函数增加

到９个时，色差却有增长的趋势，但变化不大。

总体而言，重构光谱时，增加基函数数量可以

有效提高重构精度，使用本重构系统选用８个基

函数最为合适，重构光谱的最小 ＲＭＳＥ值仅为

０．００６８，最小色差仅为０．２；平均色差降为２．２５，

重构平均ＲＭＳＥ值为０．０１６。

３．２　重构精度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具体分析重构精度，实验分别对重构的

２４色的光谱进行了细致比较，并通过观察图４中

４个重构颜色 ＲＭＳＥ较大的色块在可见光区域

的光谱反射率曲线发现，４个色块在４５０～５２０

ｎｍ的蓝光和６５０～７００ｎｍ的红光波段光谱曲线

差别较大。蓝光波段重构误差较大的原因应该与

传感器的自身设计缺陷有关，光敏区域的单晶硅

结构削弱了传感器对蓝光的灵敏度［９］。另外，通

过观察实验使用的光源的能量分布曲线（见图５）

发现，光源在６５０～７００ｎｍ的红光区域能量值较

小，这也会影响颜色在这个波段的光谱重构精度。

图４　重构颜色色差较大的４色块的光谱曲线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ｌｏｒｓ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ｒＣｏｌ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图５　光源的可见光波段能量分布曲线

Ｆｉｇ．５　ＬｉｇｈｔＶｉｓｉｂｌｅＢａｎｄｓ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４　结　语

通过光谱重构精度分析可以看出，使用本文

的重构方法进行单色相机多通道光谱重构时，４５０

～５２０ｎｍ的蓝光和６５０～７００ｎｍ的红光波段光

谱稍差，但是重构光谱的ＲＭＳＥ最小仍可以达到

０．００６８７，色差最小可达到０．２，具有较高的重构

精度。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光谱重构系统具有

较高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完全可以运用到实际应

用当中。在以后的研究中，笔者将会探寻合适的

优化方法，进一步提高光谱重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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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与荷兰高校共建地球空间研究中心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２日，武汉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地球空间信息科学联合研究中

心正式成立。根据协议，武汉大学测绘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遥感信息工程学

院、城市设计学院、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将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科学与遥感系、建筑

环境研究所ＧＩＳ技术研究室地理信息政府管理研究中心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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