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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形遥测图像自适应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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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脉冲噪声自适应滤除算法 , 该算法基于数理统计和模糊数学思想 ,对局部数据(滤

波窗口)进行均值和方差估计 , 并根据估计结果自动选择检噪门限 , 进而实现噪声检测和平滑。试验结果显

示 ,在脉冲噪声密度小于 5%时 ,该算法的滤波信噪比增益远高于常用滤波算法和其他同类算法;算法对平稳

信号的处理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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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遥测在地图制作 、国土资源调查和地形

辅助导航等民用和国防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随

着科技的进步 ,地形测绘已由传统的人工测绘发

展为目前利用星载和机载传感器自动测绘数字地

图。在传感器遥测地形数据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

地会引入某种程度的脉冲噪声 ,对于高精度传感

器而言 ,脉冲噪声是测图过程的主要误差源 ,必须

加以探测和处理 。

如果把雷达测距数据按扫描行顺序排列 ,则

可视作距离数据图像。因此 ,图像处理的各种方

法都可应用于这类地形区域覆盖型传感器。目前

常见的图像脉冲噪声去噪工具有中值滤波器

(median filter)、粗差探测算子(如 Robert 算子和

Laplacian算子)
[ 1]
、低通滤波器以及各种自适应滤

波器。文献[ 2]利用滤波窗口中间数据的平均来

估计窗口均值 ,并采用软门限探测脉冲噪声 ,实质

是中值和均值混合型滤波器 。文献[ 3] 采用了与

文献[ 2]类似的脉冲噪声探测方法;文献[ 4]则利

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对窗口数据加权平均 ,通过迭

代得到收敛的加权均值 ,进而实现一种不等权的

均值滤波 。

1　脉冲噪声的统计法检测

假定无污染的测绘数据服从某一分布 ,不失

一般性 ,设其服从正态分布。对大量高程数字地

图和激光测距图像信号的直方图统计表明 ,其数

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因此这一假设是合理的。

对于局部图像(滤波窗口)中的信号数据 ,可看作

是在该局部范围内无限密集采样总体的一组取

样 ,因而窗口中的无污染信号数据是局部正态总

体 T 的一组样本 ,且 T ～ N(m , σ2)。

类似地 ,窗口内的脉冲噪声数据可视为局部

噪声总体 T′的一组取样 。为讨论方便 ,假设全局

图像被密度为 Pn且服从(a , b)上均匀分布的脉

冲噪声所污染 ,对于均匀分布 ,局部噪声总体 T′

具有与全局噪声总体同样的分布规律。

这样 ,检噪就成为随机分布总体的两类划分

问题 ,此类问题多应用概率分类法解决 。滤波窗

口内 T 和T′的概率密度函数和概率分类的判决

门限如图 1所示 。从图1中可见 ,总体 T 和 T′的

分布往往是交叠的 ,无污染数据的判决门限界定

为m ±L ,超出此范围的数据被判为脉冲噪声 。

图 1　窗口数据的概率密度和判决门限

Fig.1　Probability Density and Judgment Thresholds

for Data Within the Selecting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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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总体的交叠分布 ,无论判决门限如何选取 ,

总存在两种错误判决的可能:① x ∈ T ,却被误判

为 x ∈ T′,设其概率为 P 1;② x ∈ T′,却被误判为

x ∈ T ,设其概率为 P2 。P1 实质上表征了概率分

类对信号数据的保护能力 ,而 P2 则是对概率分

类检出脉冲噪声能力的度量。其定量描述为:

P1 =∫
m-L

-∞
f(x)d x +∫

∞

m+L
f(x)dx =

　 　2(1-Pn)Υ(-L/ σ)

P2 =∫
m+L

m-L
f′(x)dx =2PnL/(b -a)

(1)

式中 , f(x)=
1-Pn

2πσ
exp -

(x-m)2

2σ2
;f′(x)=

Pn

b-a
;Υ是标准正态概率分布函数 ,由式(1)可得

到 P1 、P2 和 L 的定性关系:在 σ、Pn 、a 、b 不变的

前提下 , L 增大时 , P1 减小 、P2 增大;L 减小时 ,

P1 增大 、P2 减小;无论 L 如何选取 ,都不可能同

时减小 P1 和 P2 。判决门限 L 的选取与总体T 的

方差有很大关系 ,在保持 P1 不变的前提下 , T 的

方差σ越小 , L 值就越小。

相对于整幅图像而言 ,局部总体 T 由于离散

程度σ较小 ,因而在一定的 P1 下使得 L 较小 ,可

获得较小的 P2 。由于图像的总错分概率是所有

局部错分概率的平均 ,因而采用局部概率分类能

获得比全局概率分类更优的检噪效果。

为计算方便 ,固定各窗口的门限比常数 R =

L/ σ,并根据统计推断原则将 R 取为 2σ～ 3σ,这

样可使得约0.26%～ 5%的信号不被当成噪声处

理 ,在噪声平滑算法能提供一定的信号恢复精度

下 ,这一概率值对于信号保护要求已经足够。

对于各滤波窗口中心点 ,用局部概率分类法

进行噪声判断 ,需要估计局部均值 m 和局部方差

σ,本文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实现局部参数估计。

2　基于模糊隶属度函数的局部参数
估计

　　由于窗口内可能混杂了脉冲噪声 ,因此采用

简单平均得到的均值估计有很大误差 ,方差估计

偏大。由式(1)可知 ,这样的估计必然会使 P2 增

大。因此 ,利用模糊数学思想分析窗口数据的可

信度 ,进而进行加权平均参数估计 ,可望获得较为

准确的估计参数和更好的滤波效果 。

文献[ 5]利用模糊隶属度概念 ,对均值滤波器

的权值加以优化 ,提出了一种模糊加权均值滤波

器(FWA)。文中证明了迭代算法的收敛性 ,该算

法的抗脉冲噪声能力与中值滤波器相当而优于均

值滤波器 ,但该算法估计窗口均值尚存在两个问

题:①文献[ 5]没有提出尺度参数 β的具体选取

方法 ,只给出了定性描述和试探值;②作为全局

尺度参数 ,不能反映局部图像间的分布差异 ,因此

可以设想如果对各窗口分别设定适当的尺度参

数 ,将获得更好的局部参数估计。

笔者将FWA算法与数理统计理论联系起来 ,

提出尺度参数 β的局部估计方法 ,进而实现自适

应的局部均值估计。在一个窗口正态总体 T 中 ,

由于某数值的概率密度实质上反映了该数值出现

的可能程度 ,因此与模糊隶属度存在线性关系 ,即

μ(x)=C·f(x),其中 C为常数。即有:

μ(x(k))=
C

2πσ
exp -

(x(k)-m)
2

2σ
2

　　将上式代入FWA算法中发现 ,在计算更新的

w(k)和 m 时 ,系数 C/ 2πσ被约去而不起作用;

考虑到迭代收敛性 ,尺度参数应为常量 ,故方差取

初始估计 。因而尺度参数可直接取为:

β =2σ0
2 , μ(x(k))=exp -

(x(k)-m)
β

(2)

其中局部方差利用以下初始估计式计算:

σ0
2 =

1

n
2∑

n
2

k=1
x
2(k)-

1
n

2∑
n
2

k=1

x(k)
2

(3)

　　过小的 β值会极大地增加迭代次数 ,为了加

速收敛 ,可将式(2)算得的 β放大 1 ～ 5倍 。事实

上 ,由于指数效应的存在 ,适当放大尺度参数对参

数估计影响不大。

经过以上改进的 FWA算法迭代收敛后 ,窗口

内无污染数据的权值将比较接近 ,而脉冲噪声数

据的权值则趋于 0。因而 ,类似于加权均值 ,得到

窗口总体 T 的方差估计式:

σ
2
=∑

n
2

k=1
w(k)·(x(k)-m)

2
(4)

3　检噪算法的总体描述

以上运用模糊数学思想进行局部参数估计 ,

根据估计结果就可利用统计推断原则实现局部门

限判决 ,并进而对检出的噪声点进行平滑处理。

为描述方便起见 ,暂且将这种基于局部模糊

参数估计和概率分类模式识别的算法称为自适应

模糊检噪算法(AFND),AFND算法的完整描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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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定模糊均值估计的迭代收敛阈值 ε和检

噪门限比 R , R 取 2 ～ 3。

2)窗口选取:与 FWA算法第二步相同。

3)计算初始的窗口均值:与 FWA 算法步骤

3)相同 。

4)计算窗口的尺度参数:用式(2)、式(3)计

算。

5)迭代更新窗口的模糊均值 m:同FWA算法

第4步 。迭代终止条件:

IF m -m0 >ε:m0=m ,转到步骤 5);

ELSE:转到步骤6)。

6)窗口方差 σ2 估计:用式(4)计算。

7)噪声侦测和平滑:对窗口中心 xc操作。

检噪门限:L =R·σ;

检噪平滑:IF xc-m >L:xc=m 。

8)转到步骤 2),直至处理完整幅图像;

4　试验结果及讨论

为了检验 AFND算法的性能 ,利用引言中介

绍过的一组激光地形测距仿真图像将 AFND

算法与其他算法进行滤波性能比较 ,并将平均

结果列于表 1。表中噪声均布于信号图像的像素

值范围内 , 性能指标采用滤波信噪比增益

(GSNR),GSNR定义为滤波器输出信噪比与输入

信噪比的比值 ,当噪声总能量远小于信号能量时 ,

GSNR简化为输入噪声功率与输出噪声功率之

比 ,即

GSNR =
∑
M

i=1
∑
N

j=1
[ xI(i , j)-x(i , j)] 2

∑
M

i =1
∑
N

j=1
[ xO(i , j)-x(i , j)]

2

式中 , x 、xI 、xO 分别代表无污染图像 、脉冲噪声污

染图像和滤波输出图像的像点数据 。

为使比较结果更加客观 ,除 AFND和中值滤

波器(Median)外 ,表 1 中其余滤波器参数均经过

优化。二维低通滤波器(Low-Pass)的频率响应接

近理想低通滤波 ,其通频带经过事先分析无污染

图像频谱取得;拉普拉斯检测算子(Laplacian)的

检噪门限由无污染图像的梯度范围确定;模糊加

权均值滤波器(FWA)的尺度参数则通过试探法优

化取为2 500 ～ 5 000。

为了对 AFND的滤波效果有一个直观的了

解 ,图 2为一个激光测距图像在加噪 4%下的滤

波输出 ,使用软件为Matlab5.2。

表 1　各种滤波器在不同噪声密度下的 GSNR 值

Tab.1　Growth of Signal to Noise Rate for Each Filter Under Different Noise Densities

1% 2% 4% 6% 8% 10% 20%

Low-Pass 8.03 8.42 8.67 8.33 8.56 8.48 7.99

Median 16.72 29.24 65.08 73.86 88.62 50.05 48.11

Laplacian 16.98 19.56 42.47 60.44 80.73 99.95 192.09

FWA 167.11 109.13 92.72 87.03 82.04 62.00 23.54

AFND 300.31 209.43 162.22 58.74 51.42 34.33 10.03

　　从表中可以看出 ,AFND算法的GSNR值在脉

冲噪声密度低于 0.05时远高于其余滤波算法 ,而

在噪声密度高于 0.05时滤波性能急剧下降 ,FWA

算法也有类似现象。这是由于局部模糊均值估计

与滤波窗内脉冲噪声点数有关 ,当总噪声密度高

于0.05时 ,对于 3×3窗口而言 ,窗内可能出现多

个噪声点而形成第二个中心 ,使得参数估计误差

偏大;FWA 算法在总噪声密度高于 0.05 时 ,其

GSNR指标高于 AFND算法 ,这是由于 FWA 算法

采用的全局尺度参数大于 AFND算法的局部尺度

参数 ,而大的尺度参数对噪声密度的变化不太敏

感[ 5] 。另外 ,由于测量信号可能存在边缘 ,采用全

局频率门限(如低通滤波)和全局梯度门限(如拉

普拉斯算子)的滤波算法在较高信噪比下均不能

获得好的滤波效果;尽管拉普拉斯梯度检测算子

在低信噪比下有可能获得高的信噪比增益 ,但它

与低通滤波和 FWA算法一样 ,不能自动获取门限

参数;采用局部参数估计的 Median 、FWA和 AFND

算法在低噪声密度下滤波效果均优于以上全局参

数估计的滤波算法 ,而在高噪声密度下其性能则

下降 。

图 2　AFND算法的去噪效果

Fig.2　Sample of Images Denoised

with the AFN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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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adaptive algorithm.The algorithm , which is based on static theory

and fuzzy mathematics , evaluates the average and variance of each local data group (or named filter

window), then uses the results to automatically select thresholds for each window to detect and smooth

impulse noises.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clearly that the growth of SNR using this algorithm is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common algorithms and similar algorithms whenever the density of impulse noise

is below 5%, and the algorithm is more suitable for processing steadily changed signals.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s , our algorithm can automatically select thresholds , protect signals and produce

higher SNR.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a higher SNR can be obtained by using this algorithm

with the impulse noise density belo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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