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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高分辨率光学影像融合质量的实用方法
———以犐犓犗犖犗犛影像为例

王忠武１　刘顺喜１

（１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北京市西城区冠英园西区３７号，１０００３５）

摘　要：以ＩＫＯＮＯＳ影像为例，从常用的五类融合方法的缺点出发，通过分析植被对融合质量的影响，提出了

顾及植被影响的基于变换融合和滤波融合的组合融合模型，并总结出影响融合质量的三个因素，进而有针对

性地设计并集成了改进方法，以提高融合质量。结合真实影像融合实验，比较了不同的改进组合融合方法。

结果表明，相对于常用方法，基于组合模型的融合方法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同时采用改进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植

被分离法、变换融合改进方法和滤波融合改进方法的组合融合方法具有最优的融合效果，是一种能有效提高

ＩＫＯＮＯＳ影像融合质量的实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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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辨率ＩＫＯＮＯＳ光学影像在国土资源调

查监测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便于国土资源的

精细识别，高空间和光谱保持性能的影像融合方

法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现有的五类融合方

法［１］有变换融合（亮度色调饱和度、ＩＨＳ变换融

合等）、统计融合（ＰＡＮＳＨＡＲＰ融合等）、滤波融

合（高通滤波、ＨＰ融合等）、多分辨率分析融合

（小波变换融合等）和组合融合（小波变换与ＩＨＳ

组合融合等），其中，变换融合和滤波融合凭借计

算简单、处理速度快，成为当前较为常用的融合方

法之一［２，３］。但是，由于ＩＫＯＮＯＳ传感器的特殊

性，以上融合方法均难以获得较好的效果［４］。首

先，ＩＫＯＮＯＳ全色和多光谱传感器在近红外光谱

区间分别具有较高和很低的光谱响应值［４］，两者

光谱特性的相似性较低，造成变换融合和统计融

合中由多光谱影像线性拟合低分辨率全色影像十

分困难，进而导致融合效果不理想，主要表现为在

近红外光谱区间反射率较高的植被地物处出现严

重的光谱变形。其次，滤波融合和多分辨率分析

融合中，通常情况下，由于滤波过程的存在，融合

结果显著边缘处的灰度变化会不连续。最后，组

合融合能集成基本方法的优点，是一种较好的方

法，但是如果缺乏合适的组合融合策略，基本方法

的优点无法有效利用，缺点也无法有效克服，那么

这类方法也难以达到较高的融合质量。

根据以上分析，降低植被对变换融合的影响，

减轻显著边缘受滤波融合的影响，并设计具有合

适组合融合策略的组合融合方法，是实现自动、快

速、高质量ＩＫＯＮＯＳ影像实用融合方法的重要技

术途径。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比较，提出了

一种能有效提高ＩＫＯＮＯＳ影像融合质量的实用

方法。

１　提高融合质量的组合融合模型与

方法

１．１　组合融合模型

在ＩＫＯＮＯＳ影像的变换融合和滤波融合中，

植被对融合质量的影响十分特殊［５］。一方面，在

近红外光谱区间，反射率较高的植被能引起变换

融合中多光谱影像构造的低分辨率全色影像与高

分辨率全色影像之间存在较大的灰度差，进而大

幅度降低融合质量。另一方面，植被区域内部通

常情况下不存在显著的灰度跳跃或边缘，这一区

域的融合质量受到滤波融合的影响相对较小。因

此，为降低植被的影响，一种简单的想法是将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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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离出来，充分利用不同融合方法的优势，分

别对植被和非植被采用变换融合和滤波融合，以

有效降低植被对融合质量的影响。具体做法是：

首先采用定量指标判断某一像元是否为植被，然

后对植被采用滤波融合，对非植被采用变换融合，

有针对性地降低植被的影响，从而大幅度提高

ＩＫＯＮＯＳ影像整体的融合质量。在融合理论框

架下［６］，该模型可表示为：

ＨＭＳ犻（犾，犿）＝ＬＭＳ犻（犾，犿）＋

犠犻（ＨＲＰ（犾，犿）－∑
狀

犽＝１

犆犽ＬＭＳ犽（犾，犿）），

　　　（犾，犿）为非植被

犠′犻（ＨＲＰ（犾，犿）－ＨＲＰ
犾（犾，犿）），

　　（犾，犿）

烅

烄

烆 为植被

（１）

其中，（犾，犿）表示第犾行第犿 列位置的像元；犻为

多光谱影像波段号；ＨＭＳ为高分辨率多光谱影

像，即融合结果；ＬＭＳ为低分辨率多光谱影像，即

融合输入多光谱影像；犠犻为变换融合空间细节调

制参数；犠′犻为滤波融合空间细节调制参数；ＨＲＰ

为高分辨率全色影像，即融合输入全色影像；犆犽为

ＬＭＳ构造低分辨率全色影像（ＬＲＰ）的变换系数；

狀为多光谱影像的波段数；ＨＲＰ犾为 ＨＲＰ的低频

分量。

由式（１）可知，融合质量主要由植被分离方

法、变换融合方法和滤波融合方法等三个因素决

定，对以上因素的技术改进能有效降低植被对融

合质量的影响，大幅度提高融合质量。从理论上

来说，三个因素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基于同一个

植被分离结果，融合效果较好的变换融合改进方

法和滤波融合改进方法相对于未改进的融合方法

而言，能得到较好的融合效果。因此，可以将每一

因素的最优改进方法进行集成，最大程度地提高

组合融合质量。为了简便起见，在描述变换融合

和滤波融合的改进方法时，以最简单、最常用的

ＩＨＳ变换融合和 ＨＰ滤波融合为例，进行算法表

达与实验验证，其他融合效果更优的基本方法引

入模型后同样能获得更好的融合质量。

１．２　植被分离方法

现有文献中采用的植被分离方法主要有ＦＩＨＳ

局部变异（ｆａｓｔＩＨＳｆｕ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ＩＨＳＬＶ）融合采用的色调自动阈值法
［７］和归一化

植被指数约束的组合ＦＩＨＳ与 ＨＰ（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ｆａｓｔ

ＩＨＳａｎｄＨＰ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ＣＦＨＮＤＶＩ）融合采用

的ＮＤＶＩ阈值法
［５］。色调自动阈值法用像元的

色调划分植被与非植被区域。

由于ＩＫＯＮＯＳ传感器光谱响应的特点，色调

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较好地分离植被区域，因此，

该方法的实用性受到了极大制约。ＮＤＶＩ阈值法

采用ＮＤＶＩ代替色调用于植被分离，在指定合适

ＮＤＶＩ阈值的情况下，能较好地分离植被区域。

ＮＤＶＩ通常情况下更适合于低分辨率影像，而且

其阈值的设置需要根据实际目视情况手动反复调

整，极大地降低了该方法的自动化水平。本文主

要采用缨帽变换分量构造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和

改进的归一化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

１．２．１　缨帽变换分量构造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

ＩＫＯＮＯＳ影像缨帽变换的作用是采用线性

变换将多光谱影像变换至新的特征空间，拉伸植

被、土壤等地物间的特征，便于地物识别。缨帽变

换后，第一分量为所有ＬＭＳ犻的加权和，与 ＨＲＰ

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第二分量中植被地物相

对于其他地物表现为高亮灰度，非常适合于植被提

取；第三分量较适合于进一步区分植被和土壤。因

此，文献［８］利用缨帽变换分量构造如式（２）所示的

植被指数ＶＩＴＣ（其中，ＴＣ犻为ＬＭＳ犻缨帽变换后的第

犻个分量）。大量的实验证明，当固定阈值为０

时，ＶＩＴＣ能较好地自动分离植被，即当ＶＩＴＣ（犾，犿）

≥０时，像元为植被像元，否则为非植被像元。

ＶＩＴＣ ＝ＴＣ２／２－ＴＣ１／４－ＴＣ３／４

ＴＣ１ ＴＣ２ ＴＣ３ ＴＣ［ ］４
Ｔ
＝

０．３２６ ０．５０９ ０．５６０ ０．５６７

－０．３１１ －０．３５６ －０．３２５ ０．８１９

－０．６１２ －０．３１２ ０．７２２ －０．０８１

－０．６５０ ０．７１９ －０．２４３ －０．

熿

燀

燄

燅０３１

·

ＬＭＳ犅 ＬＭＳ犌 ＬＭＳ犚 ＬＭＳ［ ］Ｎｉｒ
Ｔ （２）

　　缨帽变换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采用这种植

被分离方法将有望解决色调自动阈值法自动分离

植被区域的误分情况，以及 ＮＤＶＩ阈值法手动分

离植被区域的自动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基于缨帽

变换分量构造植被指数的ＦＩＨＳ与 ＨＰ融合的组

合融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ＦＩＨＳａｎｄＨＰ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ａｓｓｌｓ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ＦＨＴＣＴ）也有望成为一种实用性较高的方法。

１．２．２　改进的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

由于ＮＤＶＩ通常更适用于计算中低分辨率

影像的植被指数，且需要人为指定阈值，为了获取

固定阈值的植被指数，Ｔｕ
［９］借助 ＮＤＶＩ的思想，

经过大量的实验发现，利用 ＨＲＰ和ＬＲＰ３构造的

植被指数适用于采用固定阈值０分离植被与非植

被区域。

ＶＩ＝ （ＨＲＰ－ＬＲＰ３）／（ＨＲＰ＋ＬＲＰ３）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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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ＲＰ３ ＝ （ＬＭＳ犚＋ＬＭＳ犌＋ＬＭＳ犅）／３ （３）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植被分离方法也会是一

种实用性较好的方法。因此，基于改进植被指数

的ＦＩＨＳ与ＨＰ融合的组合融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ＦＩＨＳ

ａｎｄＨＰ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ｖｅｇｅ

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ＣＦＨＩＶＩ）也将具有自动化程度高、

植被分离效果好的优势。

１．３　犐犎犛变换改进融合方法

针对传统ＩＨＳ融合方法只采用蓝、绿、红三

个波段的影像计算亮度分量，考虑到ＩＫＯＮＯＳ全

色波段范围延伸至近红外波谱区间，ＦＩＨＳ融合

采用４个波段的平均值作为亮度分量
［１０］，以有效

降低融合图像的光谱变形：

ＬＲＰ４ ＝ （ＬＭＳ犚＋ＬＭＳ犌＋ＬＭＳ犅＋ＬＭＳＮｉｒ）／４

（４）

　　ＩＫＯＮＯＳ全色与多光谱传感器的差别主要

是近红外光谱区间响应的高低，如果在成功分离

植被等在近红外光谱区间具有较高反射率的地物

的基础上，将这一改进方法用于非植被区域的融

合，能够大幅度降低ＬＲＰ４与 ＨＲＰ的灰度差，提

高融合质量。

１．４　犎犘滤波改进融合方法

传统ＨＰ融合方法普遍表现出空间细节增强

过量的现象。ＥＲＤＡＳ９．０版本的ＨＰＦ融合方法

参照原始多光谱影像的光谱特征，采用ＬＭＳ和

细节图像的标准方差自适应确定空间细节信息的

注入比例［１１］，以降低ＨＰ融合方法引起边缘灰度

不连续的现象，更优地保持融合图像的光谱信息。

可表示为：

犠犻＝σ（ＬＭＳ犻）／σ（δ）犕 （５）

其中，δ＝ＨＲＰ－ＨＲＰ
犾；犕 为调节因子常数。将

这一改进方法用于植被区域的融合，能更好地保

持植被区域融合前后的均值、方差等光谱统计特

征，并能够有效提高这一区域融合质量的光谱保

持性能，进而提高融合质量。

２　实验与比较

下面通过真实数据的融合实验，比较ＩＨＳ、

ＨＰ、ＦＩＨＳＬＶ、ＣＦＨＮＤＶＩ、ＣＦＨＴＣＴ、ＣＦＨＩＶＩ

以及结合 ＨＰ滤波改进融合方法的ＣＦＨＮＤＶＩ、

ＣＦＨＴＣＴ、ＣＦＨＩＶＩ（分别表示为 ＣＦＨＮＤＶＩ＿

ＨＲＰ、ＣＦＨＴＣＴ＿ＨＲＰ、ＣＦＨＩＶＩ＿ＨＲＰ）等方法，

以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并根据不同改进方法

在降低植被影像方面的特点，得出最优融合方法。

采用的实验数据为北京市海淀区２００７年７

月的ＩＫＯＮＯＳ的全色和多光谱影像，地物类型主

要有街区建筑、道路、湖泊和植被，选择１２００像

素×１２００像素的全色影像和对应区域的多光谱

影像作为融合实验数据。采用 Ｗａｌｄ
［１２］的策略，

对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进行降采样，使其长度

和宽度分别为原影像的１／４，并作为融合输入影

像，然后对降采样后的影像进行融合，以原始多光

谱影像作为参考影像，对融合结果进行质量评价。

参考影像、融合输入多光谱影像如图１（ａ）、１（ｂ）

所示。图１（ｃ）至１（ｆ）分别为色调自动阈值法、

ＮＤＶＩ阈值法（阈值为０．１）、缨帽变换分量构造

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和改进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

的植被分离结果。对比分离结果和参考影像可以

看出，色调自动阈值法没有考虑传感器光谱响应

的影响，仅将遥感图像作为三波段普通图像，通过

比较犈［（∑ＬＭＳ犽（犾，犿））／狀］和犈［ＨＲＰ
犾（犾，犿）］

的大小，间接判断某一像素是否为植被，导致错误

地将大部分湖泊、部分街区的建筑物等认为是植

被区域。ＮＤＶＩ阈值法、缨帽变换分量构造植被

指数固定阈值法以及改进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从

遥感成像机理出发，通过具有物理意义的ＮＤＶＩ、

缨帽变换分量构造的植被指数和改进植被指数来

判断植被像元，较好地分离了绝大部分植被区域，

获得了较优的分离效果，符合组合融合模型的思

想。相对而言，ＮＤＶＩ阈值法虽然分离了较为完

整的植被区域，但是受到阈值设置的原因，存在遗

漏部分植被区域的现象，如左上、左中矩形所示；

缨帽变换分量构造的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由于使

用了物理意义明确的缨帽变换分量，分离了较为

完整的绝大部分植被区域；改进植被指数固定阈

值法中，受到ＬＭＳ犚、ＬＭＳ犌、ＬＭＳ犅光谱响应平均

的影响，ＬＲＰ３与 ＨＲＰ的光谱差异没有 ＮＤＶＩ中

ＬＭＳＮｉｒ与ＬＭＳ犚的光谱差异显著
［１３］，导致部分植

被被误判，具体表现为分离植被区域比较破碎以

及部分水体被误判为植被。

图２（ａ）至２（ｉ）分别为不同方法的融合结果。

目视比较可知，相对于参考影像，ＦＩＨＳ融合结果

植被处颜色偏暗，原因在于该融合方法对不同多

光谱影像注入了相同量的空间细节。ＨＰ融合结

果在植被处获得了较好的光谱保持效果，但是融

合结果整体呈现灰度变化不连续的效果，原因在

于 ＨＰ融合方法出现了空间细节增强过量的情

况。同样，由于ＦＩＨＳＬＶ融合方法与ＦＩＨＳ融合

方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分离的区域采用了 ＨＰ融

合策略，在ＦＩＨＳＬＶ融合方法无法准确分离植被

区域的情况下，其融合质量也得不到改观，植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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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参考影像、融合输入多光谱影像

以及不同方法的植被分离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ｐｕｔＭＳＩｍａｇ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域的光谱也明显偏暗。以组合融合模型为基础的

其他融合方法（包括ＣＦＨＮＤＶＩ、ＣＦＨＴＣＴ、ＣＦ

ＨＩＶＩ、ＣＦＨＮＤＶＩ＿ＨＰＦ、ＣＦＨＴＣＴ＿ＨＰＦ、ＣＦＨＩ

ＶＩ＿ＨＰＦ）的结果中，不仅植被区域的光谱与参考

影像接近，光谱保持较好，而且在其他区域与

ＦＩＨＳ融合方法基本一致，具有较高的融合质量，

它们之间的差别较小，目视难以区分。

图２　不同融合方法的融合结果

Ｆｉｇ．２　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以下采用ＥＲＧＡＳ、Ｑ４等普遍使用的融合质

量定量评价指标［１４］进行各融合影像的定量质量

评价，评价结果见表１。

１）相对于 ＨＰ、ＩＨＳ、ＦＩＨＳＬＶ 三类融合方

法，基于组合融合策略的ＣＦＨＮＤＶＩ、ＣＦＨＴＣＴ、

ＣＦＨＩＶＩ、ＣＦＨＮＤＶＩ＿ＨＰＦ、ＣＦＨＴＣＴ＿ＨＰＦ、ＣＦ

ＨＩＶＩ＿ＨＰＦ方法的融合结果的ＥＲＧＡＳ均低于

前三类，同时Ｑ４均高于前三类，说明了后六类的

融合质量普遍优于前三类，与目视比较结果相同。

表１　不同融合方法的融合质量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融合方法 ＥＲＧＡＳ Ｑ４ 融合方法 ＥＲＧＡＳ Ｑ４

ＨＰ ９．９５９６ ０．７８５５ ＣＦＨＴＣＴ ８．５７７２ ０．８００４

ＩＨＳ ８．８７７２ ０．７９７５
ＣＦＨＴＣＴ＿

ＨＰＦ
８．１７４８ ０．８０４２

ＦＩＨＳＬＶ ９．０１５０ ０．７９６４ ＣＦＨＩＶＩ ８．４８３９ ０．８０２４

ＣＦＨＮＤＶＩ ８．７０４０ ０．７９９７
ＣＦＨＩＶＩ＿

ＨＰＦ
７．９５２８ ０．８０４８

ＣＦＨＮＤＶＩ＿

ＨＰＦ
８．５０４５ ０．８０１７

　　２）当均采用ＩＨＳ变换改进融合和 ＨＰ滤波

融合的融合模型时，对于分别采用 ＮＤＶＩ阈值法

（阈值为０．１）、缨帽变换分量构造植被指数固定

阈值法和改进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植被分离方法

的ＣＦＨＩＶＩ、ＣＦＨＴＣＴ、ＣＦＨＮＤＶＩ融合方法来

说，融合质量好坏的顺序依次为ＣＦＨＩＶＩ＞ ＣＦ

ＨＴＣＴ＞ＣＦＨＮＤＶＩ。

３）当均采用ＩＨＳ变换改进融合和 ＨＰ滤波

改进融合的融合模型时，对于分别采用 ＮＤＶＩ阈

值法（阈值为０．１）、缨帽变换分量构造植被指数

固定阈值法和改进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植被分离

方法的 ＣＦＨＩＶＩ＿ＨＰＦ、ＣＦＨＴＣＴ＿ＨＰＦ、ＣＦ

ＨＮＤＶＩ＿ＨＰＦ融合方法来说，其融合质量好坏的

顺序同样为 ＣＦＨＩＶＩ＿ＨＰＦ ＞ ＣＦＨＴＣＴ＿ＨＰＦ

＞ＣＦＨＮＤＶＩ＿ＨＰＦ。

４）采用了 ＨＰ滤波改进融合方法的组合融

合质量普遍优于未采用该方法的组合融合质量。

由于不同融合方法仅存在植被分离方法的差

异，因此融合质量提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植被分离

方法的改进。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当前植被分离方法需要手工干预的

缺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并集成了自动改进方法。

对比实验表明，不仅所有的改进方法均能提高融

合质量，而且采用改进植被指数固定阈值法、ＩＨＳ

变换改进融合方法和 ＨＰ滤波改进融合方法的变

换融合和滤波融合的组合融合方法具有最优的融

合质量，同时无需任何人工参与，因而是一种能有

效提高ＩＫＯＮＯＳ影像融合质量的实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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