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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薄云影响下的遥感影像匀光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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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解决遥感影像的薄云遮挡，是获取高质量的光学遥感影像的一个技术问题。针对单幅光学遥感

影像内部所产生的色彩不均匀现象，分析了薄云影响下的遥感影像成像机理及影像特点，提出了基于 ＨＳＶ

变换和小波域增强的薄云影像匀光算法。用两颗不同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进行了实验和分析，并与两种传统

匀光算法进行比较，证明该算法能有效去除光学遥感影像中薄云的影响，并改善影像质量，匀光效果优于传统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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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光学遥感影像的获取过程中，由于外部光

照条件（如云雾、大面积阴影等）的影响，导致一幅

影像的不同区域在色彩、亮度等方面存在不同程

度的差异。薄云遮挡导致的不均匀光照现象，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续影像产品生产。如何消除

薄云对遥感影像的影响，是提高光学遥感影像应

用能力和应用精度的途径。为了消除不均匀光照

的影响，需要对影像进行色彩平衡等匀光处理［１］。

近年来，随着对遥感影像质量要求的提高，众

多学者提出了多种影像匀光算法，如基于马斯克

（ＭＡＳＫ）匀光原理的算法
［２］。文献［３］提出了改

进的马斯克匀光算法，对输出影像进行拉伸处理，

增大了影像的整体反差。文献［４］利用小波变换

进行低通滤波滤除不均匀背景影像，提出了基于

小波变换改进的马斯克匀光算法（ＷＴＭＡＳＫ）。

文献［５］提出了通过定标点拟合校正曲面的色彩

校正方法。文献［６］针对马斯克匀光处理后影像

反差不均匀的现象，提出了反差一致性改进的马

斯克匀光算法。薄云影响下的光学遥感影像同样

存在不均匀光照问题，本文在分析薄云覆盖的遥

感影像成像机理的基础上，针对薄云影像特点，借

鉴小波变换改进的马斯克匀光算法中对影像的背

景处理方法，提出了基于 ＨＳＶ彩色空间变换和

小波域增强的遥感影像匀光算法。

１　薄云覆盖的遥感影像成像模型

当云层较薄时，传感器上所接收的图像实际

上是由太阳光经云层反射部分以及太阳光穿透云

层经地物反射后再次穿透云层这两部分组成。遥

感影像的成像模型为［７］：

犛（狓，狔）＝犪犔狉（狓，狔）狋
２（狓，狔）＋

犪犔（１－狋（狓，狔）） （１）

式中，犛（狓，狔）为传感器接收到的影像；狉（狓，狔）为

地物反射率；狋（狓，狔）为云层透射率；犔为太阳光强

度；犪为太阳光在大气传输过程中的衰减系数。

分析上述模型可知，云覆盖对遥感影像成像

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 云层对成像光线

的透射衰减，使目标地物的对比度降低，云层较厚

时甚至无法使地物在像片中成像。② 云层对非

成像光线的反射以及散射，在影像上形成云层本

身的图像，使云层覆盖区域的影像白色分量增加，

亮度增加，饱和度降低。③ 云层对成像光线的散

射，导致目标地物模糊，对比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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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３个方面的影响最终导致目标影像云层覆

盖区域亮度增加，饱和度和对比度降低。本文针

对薄云覆盖影像的这些特性，提出了降低云层区

域亮度，提高饱和度，增强影像对比度的匀光

算法。

２　薄云影响下的影像匀光原理

２．１　改进的犎犛犞彩色空间变换

当影像在ＲＧＢ彩色空间显示时，云层覆盖区

域在犚、犌、犅等３个波段没有明显的特征。为了

充分利用云层覆盖区域亮度高、饱和度低等性质，

薄云影像的匀光处理采用ＨＳＶ彩色空间。

本文采用的ＨＳＶ彩色空间是一个圆锥型空

间模型，由ＲＧＢ彩色空间到 ＨＳＶ彩色空间的转

换公式如下［８］：

犎 ＝
θ，犅≤犌

３６０°－θ，犅＞｛ 犌

犛＝
ｍａｘ－ｍｉｎ

ｍａｘ

犞 ＝

烅

烄

烆 ｍａｘ

（２）

式中，θ＝ａｒｃｃｏｓ｛

１

２
［（犚－犌）＋（犚－犅）］

（犚－犌）２＋（犚－犌）（犌－犅槡 ）
｝，

ｍａｘ＝ｍａｘ［犚，犌，犅］，ｍｉｎ＝ｍｉｎ［犚，犌，犅］。

当云层较薄时，忽略米氏散射对地物色调的

影响，本文认为影像中地物的色调未发生偏移。

故本文在保持影像中地物色调不变的前提下提出

了改进的色调犎 分量不参与运算的ＨＳＶ彩色空

间到ＲＧＢ彩色空间的反变换公式。参数犎 不参

与反变换运算，可以减少算法的运行时间，提高处

理效率。

当影像中某像素的颜色值为犘（犚，犌，犅），其

在ＨＳＶ彩色空间的颜色值由犘（犎，犛，犞）经处理

后变为犘′（犎，犛′，犞′），则处理后的像素在 ＲＧＢ

彩色空间的颜色值犘′（犚′，犌′，犅′）可由下式得出：

当犚＝ｍａｘ时，犚′＝
犞′
犞
犚，

犌′＝
犞′
犞
［犌－

（犚－犌）（犛′－犛）

犛
］，

犅′＝
犞′
犞
［犅－

（犚－犅）（犛′－犛）

犛
］

当犌＝ｍａｘ时，犚′＝
犞′
犞
［犚－

（犌－犚）（犛′－犛）

犛
］，

犌′＝
犞′
犞
犌，犅′＝

犞′
犞
［犅－

（犌－犅）（犛′－犛）

犛
］

当犅＝ｍａｘ时，犚′＝
犞′
犞
［犚－

（犅－犚）（犛′－犛）

犛
］，

犌′＝
犞′
犞
［犌－

（犅－犌）（犛′－犛）

犛
］，犅′＝

犞′
犞
犅

（３）

２．２　小波域增强的匀光算法

基于马斯克原理的匀光算法采用高斯低通滤

波获取背景影像，利用傅立叶变换将影像从空间

域转换到频率域进行处理。傅立叶变换无法兼顾

空间域和时间域的特点，使其在应用中存在局限

性。小波分析具有多分辨分析的特点，而且在空

间域和频率域均具有表征信号局部特征的能力，

在数字图像处理的很多领域弥补了傅立叶变换的

不足［９］。

影像在小波域中的近似系数包含了影像的背

景信息（低频信息），而不同层次的细节系数包含

了影像在不同尺度下的细节信息（高频信息）。对

于薄云覆盖的遥感影像而言，薄云的影响体现在

影像的背景信息中，而地物等目标属于影像的细

节信息。小波分析具有多尺度、多分辨分析的特

点，能够有效地分离影像的低频和高频信息。本

文结合薄云覆盖影像的特性，对影像在 ＨＳＶ空

间中的亮度犞 分量、饱和度犛分量进行不同方式

的小波域增强，从而达到去除薄云影响的匀光效

果。

如§１所述，云层覆盖的影响最终导致遥感

影像云层覆盖区域亮度增加、饱和度降低、对比度

降低。对经过小波变换后的影像，本文算法采取

了高频分量增强、次高频分量保持、低频分量平滑

的处理方法。由于遥感影像中云层覆盖的影响处

在影像的低频部分，并表现为饱和度偏低、亮度偏

高的特点，本文算法针对饱和度犛分量和亮度犞

分量给出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饱和度犛分量经小波变换后的近似系数

犆犛（犿，狀），进行如下处理：

犆′犛（犿，狀）＝
ｍｅａｎ［犆犛］，犆犛（犿，狀）＜ｍｅａｎ［犆犛］

犆犛（犿，狀），犆犛（犿，狀）≥ｍｅａｎ［犆犛
｛ ］

（４）

式中，犆′犛（犿，狀）为处理后的近似系数；ｍｅａｎ［犆犛］

为近似系数的均值。

对亮度犞 分量经小波变换后的近似系数

犆犞（犿，狀）进行如下处理：

犆′犞（犿，狀）＝
犆犞（犿，狀），犆犞（犿，狀）＜ｍｅａｎ［犆犞］

ｍｅａｎ［犆犞］，犆犞（犿，狀）≥ｍｅａｎ［犆犞
｛ ］

（５）

式中，犆′犞（犿，狀）为处理后的近似系数；ｍｅａｎ［犆犞］

为近似系数的均值。

综上所述，基于 ＨＳＶ变换和小波域增强的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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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匀光算法的流程图如图１所示。其中小

波域增强的算法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图１　本文匀光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Ｄｏｄｇ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２　小波域增强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ｏｍａ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实验及视觉效果评价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两幅典型

的薄云覆盖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实验。

实验１　影像为武汉地区２０１０年的ＧｅｏＥｙｅ

１影像，其大小为１０２４像素×１０２４像素，如

图３（ａ）。观察影像可知，上侧区域受薄云影响较

为明显。取小波函数为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８小波基，将

影像的亮度犞 分量和饱和度犛 分量进行７层小

波分解，并对１～４层高频子带的细节系数进行线

性增强。以匀光后影像达到最佳清晰度为目标，

取增强系数犽＝１．５，匀光后的效果如图３（ｄ）。为

了直观地体现算法的效果，本文采用了文献［３］提

出的对比度拉伸改进的马斯克匀光算法和文献

［４］提出的小波变换改进的马斯克匀光算法进行

比较，实验结果分别为图３（ｂ）和图３（ｃ）。

图３　实验１影像匀光结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Ｄｏｄｇ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

实验２　影像为武汉地区２００６年的 Ｑｕｉｃｋ

Ｂｉｒｄ影像，其大小为１０２４像素×１０２４像素，如

图４（ａ）。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８小波分解后，对１～５层高

频子带的细节系数进行线性增强，增强系数犽＝

１．８，匀光后的效果如图４（ｄ）。文献［３４］算法的

实验结果分别如图４（ｂ）和图４（ｃ）。

图４　实验２影像匀光结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Ｄｏｄｇ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

对比两组实验中的匀光前、后影像可以看出，

原始影像经过本文匀光算法处理后，实验１影像

上侧区域和实验２影像右上区域受到的云层影响

已经消除，并且两幅结果影像的整体光照均匀，色

彩更加饱满，地物目标更加清晰，很大程度地改善

了影像的目视效果。而在实验１中，其他两种算

法匀光处理后的影像颜色较为暗淡，影像下方的

大面积裸地和影像中的绿地、水体色调偏灰。这

些地物失去了其原有的颜色，这是由于两种算法

采用了对原始影像进行背景相减的处理方式，损

失了裸地、绿地和水体作为背景的颜色特征。在

实验２中，对比度拉伸改进的马斯克匀光算法结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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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影像整体颜色偏白，小波变换改进的马斯克匀

光算法结果影像整体颜色偏灰。本文算法在对裸

地、绿地、水体等大面积地物以及房屋等细节地物

的处理方面，其颜色特征均有较好的保留，相比其

他两种算法，本文算法对细节地物的清晰度增强

效果更好。

３．２　定量对比分析

为了客观地分析算法的匀光效果，本文从均

值、标准差、信息熵、平均梯度和色调偏差指数［１０］

这５个指标对３种匀光算法进行了定量评价。

１）均值

均值表示图像中所有像素的平均亮度。

犔ｍｅａｎ＝
１

犕×犖∑
犕

狓＝１
∑
犖

狔＝１

犳（狓，狔） （６）

式中，犕、犖 分别为影像的行、列数，犳（狓，狔）为影

像第狓行、狔列的灰度值（下同）。

２）标准差

标准差反映了图像的细节信息，标准差越大，

细节越突出。

Δｓｔｄ＝
１

犕×犖∑
犕

狓＝１
∑
犖

狔＝１

［犳（狓，狔）－犔ｍｅａｎ］槡
２（７）

　　３）信息熵

信息熵反映了图像的信息含量，信息熵越大，

信息与丰富。一幅灰度范围在０～２５５的图像，它

的信息熵为：

犎 ＝－∑
２５５

犻＝０

犘犻×ｌｏｇ２犘犻 （８）

式中，犘犻为像素灰度级犻出现的概率。

４）平均梯度

平均梯度能够反映出图像的细微反差，平均

梯度越大，图像清晰程度越高。

犕ｇｒａｄ＝
１

（犕－１）（犖－１）∑
犕－１

狓＝１
∑
犖－１

狔＝１

［犳（狓＋１，狔）－犳（狓，狔）］
２
＋［犳（狓，狔＋１）－犳（狓，狔）］

２

槡 ２

（９）

　　５）色调偏差指数

色调偏差指数（Ｈｕ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反映了

匀光处理后影像对比原始影像的色调变化程度，

色调偏差指数越小，影像处理后的色调变化越小。

ＨＤＩ＝
１

犕×犖∑
犕

狓＝１
∑
犖

狔＝１

犎犗狉犻（狓，狔）－犎犚犲（狓，狔）

犎犗狉犻（狓，狔）

（１０）

式中，犎犗狉犻（狓，狔）和 犎犚犲（狓，狔）分别表示原始影像

和处理后影像第狓行、狔列的色调值。

表１和表２分别对两组实验数据的３种匀光

算法结果进行了比较。从两表中的统计结果可以

看出，本文算法匀光后影像的平均亮度有所降低，

这正是去除了薄云对影像影响的结果。

表１　实验１评价参数比较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

评价

参数
通道

原始

影像

对比度拉伸改

进的马斯克

匀光算法

小波变换改进

的马斯克匀

光算法

本文

算法

犚 １２３．９６ １２２．８４ １２３．９６ １１６．７０

均值 犌 １１１．７１ １０６．８４ １１１．００ １０３．００

犅 １０８．８３ １０３．０６ １０８．００ １００．８６

犚 ２７．５８ ２９．３８ ２２．５６ ２９．７０

标准差 犌 ２６．９６ ３０．３３ ２３．２５ ２９．７４

犅 ３０．９７ ３４．７５ ２６．６５ ３４．５２

犚 ６．７３ ６．３６ ６．３９ ６．８０

信息熵 犌 ６．６７ ６．３９ ６．４１ ６．７８

犅 ６．９０ ６．６３ ６．６５ ７．００

犚 ６．７１ ８．７７ ６．７２ ９．８６

平均梯度 犌 ６．７３ ８．８０ ６．７３ ９．７０

犅 ６．９６ ９．１０ ６．９７ ９．９７

色调偏

差指数
－ － ０．４６ ０．５２ ０．０１

表２　实验２评价参数比较

Ｔａｂ．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

评价

参数
通道

原始

影像

对比度拉伸改

进的马斯克

匀光算法

小波变换改进

的马斯克匀

光算法

本文

算法

犚 １６１．９７ １８３．１２ １６０．９８ １４６．６６

均值 犌 １５２．００ １６７．１５ １５０．９９ １３７．０１

犅 １４０．９２ １４９．０３ １３９．９９ １２６．１９

犚 ４３．１９ ３６．５６ ２６．１８ ４２．７０

标准差 犌 ３８．１０ ３８．４９ ２６．７０ ４０．７７

犅 ３９．１６ ４５．４４ ３０．９１ ４５．６４

犚 ７．３８ ６．３４ ６．７２ ７．４０

信息熵 犌 ７．２５ ６．４７ ６．７４ ７．３６

犅 ７．３１ ６．７３ ６．９６ ７．５０

犚 ６．６８ １０．４８ ６．６８ １１．６４

平均梯度 犌 ６．７２ １０．７６ ６．７３ １１．４８

犅 ７．１７ １１．５２ ７．１７ １１．７４

色调偏

差指数
－ －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０１

　　从信息熵的方面比较，本文算法结果熵值有

所提高，而其他两种算法熵值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这是由于其背景相减的方法导致背景颜色信息损

失造成的，而本文的小波域增强方法有助于丰富

影像的信息度，更有利于目视解译。

　　从标准差和平均梯度的角度分析，实验１中对

比度拉伸改进的马斯克匀光算法结果影像的标准

差在犌、犅两个通道略高于本文算法，实验２中本

文算法结果影像的标准差在犚、犌、犅三个通道均高

于其他两种算法。两组实验中，通过本文算法匀光

后的影像平均梯度均最大，这说明本文算法结果影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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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细节反差最大，影像的清晰程度也最高。

如§２．１所述，本文认为薄云覆盖影像的地

物色调较之地物真实色调未发生变化，并以此为

前提提出了色调不变的匀光算法。通过对色调偏

差指数进行比较可知，本文算法在对影像的色调

保持上优势明显，能有效地恢复薄云覆盖下地物

的真实色彩。

４　结　语

本文分析了薄云影响下的遥感影像不均匀光

照现象的成因及特点，并有针对性地结合 ＨＳＶ

彩色空间变换和小波分析理论，设计并实现了薄

云影响下遥感影像匀光的相应算法。通过两幅不

同卫星的影像实验，证明该算法能有效地去除薄

云对光学遥感影像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了影像的整体质量，其匀光效果优于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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