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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光学遥感
影像高精度复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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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光学卫星成像系统调制传递函数（ＭＴＦ）的准确量测是高质量影像复原的基础。传统的 ＭＴＦ测量方

法忽略了卫星平台振动、影像噪声等因素的干扰，导致测量结果与真实值存在较大偏差，不利于影像质量的提

升。本文在分析现有 ＭＴＦ测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卡尔曼滤波的高精度 ＭＴＦ测量方法，该方法利用

卡尔曼滤波对实测的线扩展函数（ＬＳＦ）进行迭代处理，获取无干扰的ＬＳＦ，为影像复原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

本文利用国产高分辨率卫星成像数据进行实验，采用边缘能量、对比度、奈奎斯特频率值作为复原前后影像质

量评价的依据，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本文方法获取的 ＭＴＦ进行复原的影像无论是在边缘保持还是噪声抑制

方面都优于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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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产光学卫星成像系统在平台稳定性

控制、光学器件制造等方面与国外卫星存在一定

差距，造成同等分辨率的国产光学卫星获取的影

像清晰度较差，因此，有必要研究高质量的影像复

原算法提高国产卫星影像质量。基于影像质量退

化理论可知，如果成像系统的调制传递函数

（ＭＴＦ）能够精确测量得到，那么真实影像就可以

被高质量恢复，研究高精度的 ＭＴＦ测量是提高

影像复原质量的关键。近年来，卫星在轨运行时

ＭＴＦ的测量方法主要是采用刀刃法或脉冲法直

接从成像数据中提取出来［１２］，由于影像中刀刃靶

标比脉冲靶标更易于被发现，且刀刃靶标对噪声

的敏感度较低，在实际生产中，刀刃法使用更为频

繁［３］，然而，刀刃法仅仅解决了实验室测量数据，

没有考虑大气和探元老化等因素而导致测量结果

不准确的现象，却忽略了真实影像中噪声对刀刃

靶标的影响［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主

要采用数学函数拟合的方式来消除噪声的干扰，

例如，采用三次样条曲线拟合边缘扩展函数

（ＥＳＦ）
［５］；增加刃边的倾斜度来提高采样点个

数［５］；采取整平法将线扩展函数（ＬＳＦ）两侧的波

动直接置零［６］或取平均值。这类方法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干扰成分的影响，但由于只考虑了

函数曲线的平滑度，并没有具体分析函数曲线抖

动产生的具体原因，这样在抑制噪声影响的同时

必然会剔除掉有用信息，引起 ＭＴＦ测量不准确，

从而导致复原影像中噪声的增加。本文从质量改

善的角度出发，在分析传统的 ＭＴＦ测量方法基

础上，针对我国已经发射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数

据的特点，以常用的刀刃法为研究对象，引入高斯

步距拟合和卡尔曼（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７］的方法来提

高 ＭＴＦ的测量精度，从而提高影像复原的质量。

１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 犕犜犉测量

目前，ＭＴＦ测量方法分为以下两类：① 实验

室测量获取；② 遥感影像中计算得到。由于后者

考虑了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其测量结果要优于

实验室测量结果。但是根据 Ｈｅｌｄｅｒ等人的研究

结果发现［４］，ＭＴＦ对影像的信噪比比较敏感，卫

星影像中的噪声成分会引起实际成像系统的线扩

展函数两侧波动，这类波动会给 ＭＴＦ的测量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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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错误的频率信息，因此，必须予以剔除。目前剔

除采取的是ＬＳＦ两侧置零或者取平均值的方式，

这类方法并没有具体分析造成ＬＳＦ波动的原因，

直接采用数学拟合的方式将函数两侧整平，这可

能会引入误差。本文以ＣＢＥＲＳ０２ＢＨＲ相机实

测靶标数据以及人造零噪声靶标影像作为实验样

本，求取ＬＳＦ并对结果进行比对，如图１所示，其

中纵坐标表示相邻采样点灰度差，横坐标表示采

样点个数计数值。

图１　线扩展函数获取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ＬＳＦＦｒｏｍｌａｂ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从实测靶标影像中得到

的ＬＳＦ两侧相较于从实验室靶标影像中获取的

ＬＳＦ两侧存在较大波动，但是同时可以发现，从

实验室靶标影像中获取的ＬＳＦ的两侧也并非完

全平整。因此，采用传统的曲线两侧置平方法，会

在去除噪声信息的同时去除部分纹理信息的影响

导致ＬＳＦ求解失真。由于ＬＳＦ的物理函数模型

是δ函数，因此，理论上的ＬＳＦ可以通过高斯函

数进行拟合［３］，虽然拟合结果和真实值存在偏差，

但是一维卡尔曼滤波可以通过理论值与实测含误

差的值来获得真实的函数分布，借助这个特点，本

文拟通过采取卡尔曼滤波来提高 ＭＴＦ测量的精

度，具体的测量步骤如图２所示。

该方法中，线扩展函数高斯拟合的准确度是

影响 ＭＴＦ精度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采用了高

精度步距拟合来调整高斯拟合的结果，使高斯拟

合的结果达到最优。

１．１　线扩展函数提取

本文线扩展函数提取为实测线扩展函数提

取，提取的基本步骤如下［２］。

１）从成像数据中提取包含８°～２０°倾斜角、

刀刃状边缘的靶标影像。

图２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 ＭＴＦ曲线测量方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Ｔ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

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２）采用费米方程定位边缘点的位置，并采用

最小二乘对提取出的边缘点进行处理获取亚像素

级的边缘位置。

３）以边缘位置为依据，对影像的行／列数据

进行重采样，并将得到的结果合并，从而获取边缘

扩展函数。

４）对边缘扩展函数采取三次样条曲线进行

拟合，对拟合结果求导获得线扩展函数。

１．２　线扩展函数高斯拟合

高斯曲线的表达式为：

狔＝
１

２槡πσ
ｅ－

（狓－μ）
２

２σ
２ （１）

式中，μ为均值（即位置参数）；σ为标准差。

由式（１）可知，高斯曲线拟合关键在于确定高

斯分布的中心位置和高斯分布的离散度。对于受

到噪声成分影响的近似高斯分布曲线，采用上述

公式并运用迭代的方式进行拟合计算，计算量巨

大且精度不高。为了简化计算复杂度，首先需要

对高斯函数进行线性化处理，其处理公式为：

Ｉｎ（狔）＝－
（狓－μ）

２

２σ
２ ＋Ｉｎ（

１

２槡πσ
） （２）

令Ｉｎ（狔）＝犢，狓＝犡，则式（２）可以简化为：

犢 ＝犪犡
２
＋犫犡＋犮 （３）

式（３）即为典型的二次方程，那么，对于高斯分布

的拟合就变成了对二次曲线的拟合，其方程式为：

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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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狀表示样本点的个数；狓犻和狔犻表示第犻个样

本点对应的狓和狔 的坐标。由于解是二次曲线

的拟合结果，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逆变换来获取所

需的高斯曲线的拟合结果，其求解公式为：

μ＝－犫／（２犪）

σ＝ －１／（２犪槡
烅
烄

烆 ）
（５）

　　此处采用步距拟合的方式对高斯曲线拟合结

果进行调整，寻找与实测曲线差异最小的结果，其

拟合结果如图３所示，其中纵坐标表示相邻采样

点灰度的差值ＤＮ，横坐标表示采样点的个数计

数值（像素）。

图３　高精度高斯拟合线扩展函数

Ｆｉｇ．３　Ｈｉｇｈ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ＬＳＦ

１．３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线扩展函数生成

卡尔曼滤波实质上属于最优化自回归数据处

理算法［７］，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某一时刻得到的系

统状态值和实际测量值来拟合出该时刻系统的真

实估计，本文中，高精度高斯拟合结果即为状态分

量，而实测的线扩展函数为实际测量值。卡尔曼

滤波的核心是五个基本式（式（６）～式（８）和式

（１０）～式（１１））。

犡（犽狘犽－１）＝犃犡（犽－１狘犽－１）＋犅犝（犽）

（６）

式中，犡（犽｜犽－１）是利用上一状态预测的结果；

犡（犽－１｜犽－１）是上一状态的最优结果；犝（犽）是

现在状态的控制量，如果没有，可以认定犝（犽）为

０；犃和犅 是预先的估算值，该值的大小决定了迭

代收敛的次数以及收敛所需的时间。

在更新系统模型时，其对应的系统噪声方差

也需要做同步更新，其更新公式为：

犘（犽狘犽－１）＝犃犘（犽－１狘犽－１）犃′＋犙

　（７）

式中，犘（犽｜犽－１）是犡（犽｜犽－１）状态对应的噪声

方差；犘（犽－１｜犽－１）是犡（犽－１｜犽－１）状态对应

的噪声方差；对于一阶曲线ＬＳＦ而言，犃′是犃 导

数；犙是系统过程中包含的噪声方差，为了简化处

理，此处我们考虑的噪声为高斯白噪声，其系统过

程中包含的噪声方差可以认为是０。

在获得现有状态的预测结果后，结合现在状

态下的实测值犣（犽）便可以得到当前状态的最优

化估计值犡（犽｜犽）：

犡（犽狘犽）＝犡（犽狘犽－１）＋Ｇａｉｎ（犽）（犣（犽）－

犎犡（犽狘犽－１）） （８）

式中，犣（犽）表示当前实测的ＬＳＦ值；犎 为状态方

程，结合ＬＳＦ的优化模型，犎 表示为：

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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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 ＝
犢２
犢１
＝
犪犡１

２
＋犫犡１＋犮

犪犡２
２
＋犫犡２＋犮

（９）

式中，犢 表示的是高斯拟合的二次简化方程

（式（３））。

Ｇａｉｎ（犽）为卡尔曼增益：

Ｇａｉｎ（犽）＝犘（犽狘犽－１）犎′／

（犎犘（犽狘犽－１）犎′＋犚） （１０）

式中，直线方程犎′为犎 的导数。在数学计算中，

为了得到数据在函数收敛时的最优估计，需要令

卡尔曼滤波不断的运行下去直至系统收敛，并不

断更新状态犽的噪声方差，使得噪声方差趋于最

小，其方差更新公式为：

犘（犽狘犽）＝ （犐－Ｇａｉｎ（犽）犎）犘（犽狘犽－１）

（１１）

式中，犐为单位矩阵。

可以发现，犘的初始值选取会决定卡尔曼滤

波的收敛速度。由于初始的样本数不够，所以刚

开始获取的滤波结果并不准确，应该予以剔除，即

线扩展函数初始的几个拟合样本点不能参与后续

的 ＭＴＦ曲线生成，否则会引入较大误差。

１．４　犕犜犉曲线和 犕犜犉矩阵生成

在获得线扩展函数后，对线扩展函数做傅立

叶变换，取傅立叶变换结果的模为各频率的值，并

以 第 一 个 值 为 基 准 作 归 一 化 处 理 即 得 到

ＭＴＦ
［５，８９］。利用刀刃影像求得的ＭＴＦ只是一维

的 ＭＴＦ，而影像复原模型需要 ＭＴＦ矩阵，常规

的处理方式是将水平 ＭＴＦ 列向量乘以垂直

ＭＴＦ列向量，即

　　　ＭＴＦ（狌，狏）＝ＭＴＦ狌ＭＴＦ狏 （１２）

式中，ＭＴＦ狌为在水平方向频率狌 处的值；ＭＴＦ狏

为在垂直方向频率狏处的值；ＭＴＦ（狌，狏）为二维

频率坐标为（狌，狏）处的值。

这种方法求得的矩阵在４５°方向的值与水平

或垂直方向差别很大，因此，本文中采用文献［１０］

提出的矩阵构造方法，取水平与垂直方向０．５频

率处值的平均值再衰减９０％作为４５°方向０．５频

率处的值；再根据水平与垂直方向向量之间的比

例关系进行插值，得到二维矩阵。

采用传统的两侧置平方法［４，６］和卡尔曼滤波

方法获取的矩阵值的示意图（单象限区间的截取

图）如图４所示，高度坐标表示归一化后的频率

值，平面坐标表示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采样点

的个数计数值。

对比图４（ａ）和４（ｂ）发现，置平方式会改变靶

标影像中各个频率成分之间的关系，导致求取后

得出的矩阵波动较大，出现了略小于０的值。而

图４　ＭＴＦ矩阵获取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ＭＴＦＣｕｒｖｅ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Ｏｕ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采用卡尔曼滤波的方法获取的矩阵，其变化较为

平缓，符合靶标影像的边缘连续变化的特征。

２　基于维纳滤波的影像复原

基于 ＭＴＦ的影像复原的数学通用模型可以

表示为［１１］：

犚（狌，狏）＝犐（狌，狏）·犘（狌，狏） （１３）

式中，犚（狌，狏）为复原影像的频谱；犐（狌，狏）为原始

影像频谱；犘（狌，狏）为选取的滤波器算子；·表示

卷积运算。考虑到复原效果和复原速度，本文采

用的滤波算子是维纳滤波算子，其具体形式为：

犘（狌，狏）＝
１

ＭＴＦ（狌，狏）
（

ＭＴＦ（狌，狏）２

ＭＴＦ（狌，狏）２＋犽狑
）

（１４）

式中，犽狑是与影像信噪比有关的先验常数（本文取

值０．０２）；ＭＴＦ（狌，狏）为二维 ＭＴＦ矩阵。

３　实验与分析

　　资源一号０２Ｂ卫星ＨＲ相机上天后，其成像系

统在轨运行的ＭＴＦ较实验室测量获取的 ＭＴＦ而

言，有了明显下降，影响影像后续的目标判读等应

用，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试验采用了中国

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的资源１号０２ＢＨＲ成像

数据，并将本文算法获取的 ＭＴＦ矩阵与传统的算

法获取的 ＭＴＦ矩阵分别用于基于 ＭＴＦ补偿

（ＭＴＦＣ）的复原算法中，并对复原结果进行了比较

分析。图５、图６显示了本文的试验结果。

　　水域区域在可见光卫星影像中属于低亮度区

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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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水域影像复原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Ｗａ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图６　城市影像复原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Ｃ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域，探元在该区域的光电响应属于非线性响应，其

响应函数通常不稳定［１２］，因此，这段区域的成像

数据会含有大量的暗噪声，若对 ＭＴＦ中的频率

成分测量不准确，便会导致复原后的影像中噪声

成分被增强。如图５（ｅ）所示，采用传统的 ＭＴＦＣ

影像复原方法后，复原影像中的噪声被明显增强，

而采用本文算法获得的复原影像中噪声成分没有

被放大。

城区在可见光卫星影像中属于中等亮度区

域，探元在该区域的光电响应属于线性响应，影像

中边缘纹理复杂，若对 ＭＴＦ中的频率成分测量

不准确，会导致复原后的影像中边缘信息被错误

增强。如图６（ｅ）所示，采用传统方式复原的影像

中车辆信息的边缘明显没有采用本文方式复原的

影像中车辆信息的边缘丰富，采用传统方式复原

的影像对后续应用尤其是地物判读会产生不利的

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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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为了进一步定量说明，本文引入了表征影像

细节特征的边缘能量、纹理对比度、奈奎斯特频率

值作为评价标准，比较截取影像局部放大图之间

的差异，其中边缘能量、纹理对比度的计算公式如

式（１５）～式（１６）所示，其具体结果参见表１所示。

犳＝∑
犔－１

狀＝０

狀２ ∑
犔－１

犻＝０
∑
犔－１

犼＝０

狆^（犻，犼｛ ｝） （１５）

式中，犳 表示边缘能量；犻和犼 为图像行列号，

犻－犼 ＝狀，狆
＾

（犻，犼）为归一化的灰度共生矩阵元

素。

σ
２
犲 ＝

１

犿·狀∑
犿

狓＝１
∑
狀

狔＝１

犲２（狓，狔） （１６）

式中，σ
２
犲 表示纹理对比度；犿 和狀为图像行列号；

犲２（狓，狔）计算方法为：

犲（狓，狔）＝犈１（犳（狓，狔））＋犈２（犳（狓，狔））（１７）

式中，犳（狓，狔）表示图像中以（狓，狔）为中心的３像

素×３像素大小的灰度矩阵；犈１和犈２的表达式

为：

犈１ ＝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４／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

熿

燀

燄

燅６

犈２ ＝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４／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

熿

燀

燄

燅６

（１８）

表１　影像复原结果定量化比较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原始影像 传统方法 本文方法

水域

区域

边缘能量 ０．４２６５６３ １．３０７８５８ １．４６１３４６

纹理对比度 ６．５７７６９１ ２０．０７７５４ ２０．８１５８３

奈奎斯特频率 ０．０２７６ ０．１２７９６ ０．１５３８４

城市

区域

边缘能量 ６．７５５８１９ ３３．２３５６ ５７．７３３５

纹理对比度 ２２１．６３８８ ５２０．１１１３ ５４０．０６９

奈奎斯特频率 ０．１０３５ ０．１５７４ ０．２１６９

　　根据试验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传统的

ＭＴＦＣ影像复原方法还是采用本文算法，复原后

的影像其边缘能量、纹理对比度、奈奎斯特频率值

较原有影像都有所提升。但是采用本文算法的影

像，其复原后的纹理信息要明显多于采用传统

ＭＴＦＣ影像复原算法复原的影像，这个结果和

图５、图６中的视觉效果一致。分析造成该种现

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的 ＭＴＦＣ影像复原算

法对于点扩散函数的估算存在偏差，导致采用传

统的影像复原算法对影像进行复原后，影像中无

效信息被明显放大。综上所述，本文算法较传统

的 ＭＴＦＣ影像复原方法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

能够更好的保留影像中的有用信息。

４　结　语

本文在研究传统的 ＭＴＦＣ影像复原算法的

基础上，结合国产高分辨率卫星成像数据的特点，

提出了一种基于卡尔曼滤波的高精度影像复原处

理方法。该算法解决了传统的基于靶标影像的

ＭＴＦ测量方法中噪声干扰的问题。通过中国资

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的资源１号０２ＢＨＲ数据的

实验验证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处理后影像质量

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在水域等少纹理区域，本文

算法能更好的抑制水域中的噪声；在城区，复原影

像的细节信息得到明显改善，尤其是车辆的边缘

处。

致谢：本文数据获取得到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同时资源卫星应用中心龙

小祥、钟慧敏在数据验证方面提供了帮助和支持，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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