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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犛犐犌犕犃中值滤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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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能够有效消除ＩｎＳＡＲＤＥＭ 噪声的自适应中值滤波算法：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

中值滤波。分别采用中值滤波、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和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滤

波算法，对ＩｎＳＡＲＴａｎｄｅｍＤＥＭ和模拟ＤＥＭ进行了滤波处理。结果表明，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

值滤波算法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消除噪声，而且能够更好地保留图像的边界特征。

关键词：ＩｎＳＡＲ；ＤＥＭ；有向窗；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５；ＴＰ７５３

　　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ＩｎＳＡＲ已被广泛地应

用于获取 ＤＥＭ、观测地表形变以及气象研究

等［１～４］。由于受热噪声去相干、基线去相干、体散

射去相干、地表状况和时变去相干、卫星轨道误

差、大气层延迟误差以及数据处理过程噪声等因

素的影响，ＩｎＳＡＲ干涉图不可避免地会含有噪

声［５～７］。干涉图中的噪声进而会降低ＩｎＳＡＲ生

成的ＤＥＭ产品的精度
［８］。虽然多种时域和频域

滤波算法都被用来进行干涉图的滤波［９，１０］，然而

由干涉图生成的ＤＥＭ 中仍会残留部分噪声，因

此，仍有必要采用适当的低通滤波算法（如中值滤

波等）消除ＤＥＭ 产品中的残留噪声。由于中值

滤波在消除一部分噪声的同时，也损失了ＤＥＭ

中的一些细节，而且中值滤波选用大小固定的矩

形窗口作滤波窗口，不能有效地消除成簇噪声，本

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

滤波。该算法选取标准差最小的窗口做滤波窗

口，选取滤波窗口内高程值的中值作为ＳＩＧＭＡ

滤波算法的中心值，狀倍中误差作为滤波算法的

上下限，将该范围内的高程取平均作为滤波结果。

１　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犛犐犌犕犃中

值滤波算法的窗口选择

　　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算法确

定滤波窗口的大小是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的：在

无噪声的情况下，距离越远，高程差异越大，因此，

随着滤波窗口的增大，窗口内高程的标准差也会

增大。如果当滤波窗口增大后，标准差反而减小，

说明该窗口内存在噪声［１１］。然而，这种假设并不

总是合理的，如当ＤＥＭ地形起伏比较平缓时，高

程标准差的变化规律并不一定遵从这一假设。此

外，由于该滤波算法采用矩形滤波窗口，因此不能

有效地保留图像的边界特征。

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算法

是用有向窗口来平滑噪声的。图１显示了１６个

大小为９×９的矩形窗口，窗口中白色像素区域为

有向窗，该区域内的高程值用于计算该区域的中

值和标准差。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有向窗内像素

的数目并不相同，如第一列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窗

口含有２７个像素，第二个和第四个窗口含有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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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像素，第二列和第四列的窗口都有２５个像素，

第三列的窗口则只有２３个像素。分别计算这１６

个有向窗内高程的标准差，将标准差最小的窗口

选为滤波窗口。与矩形窗相比，这种有向窗能更

有效地平滑噪声，因为这种有向窗内的高程值更

均匀，受噪声影响的概率更小。

图１　用于ＩｎＳＡＲ生成ＤＥＭ滤波的１６个有向窗

Ｆｉｇ．１　Ｓｉｘｔｅｅ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ｒ

ＩｎＳＡＲＤＥＭＦｉｌｔｅｒ

２　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犛犐犌犕犃中

值滤波算法

　　ＳＩＧＭＡ滤波是依据高斯分布的ＳＩＧＭＡ因

子［１２］，传统的ＳＩＧＭＡ滤波算法选择滤波窗口内

像素的平均值作为中心值，本文采用滤波窗口的

中值作为中心值。在含有噪声的滤波窗口中，与

均值相比，中值能更好地保留图像的细节，因为中

值受噪声的影响比均值小［１３］。自适应ＳＩＧＭＡ

中值滤波算法可表示为：

狔（狀）＝
１

狀犱∑

狀犱

犻＝１

狓犻 （１）

式中，狀犱 为有向窗中像素的个数；狓犻 是落在中值

的狀倍ＳＩＧＭＡ范围内的高程值；狔（狀）是滤波后

的高程值。中值的狀倍ＳＩＧＭＡ范围的上下限可

以表示为：

珚狓＝ｍｅｄ（狓犻）＋狀·σ

狓＝ｍｅｄ（狓犻）－狀·σ
（２）

式中，珚狓和狓 分别为上限和下限；ｍｅｄ（狓）为有向

窗内高程的中值；狀是ＳＩＧＭＡ的系数；σ是有向

窗内高程的标准差。

３　算例及几种滤波算法的比较

本文采用ＥＲＳ１／２卫星获取的间隔１ｄ的数

据，利用ＥＶＩｎＳＡＲ软件生成了澳大利亚Ａｐｐｉｎ矿

区的ＴａｎｄｅｍＤＥＭ（图２（ａ）），图中可以看到离散的

和成簇的噪声。为了评价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

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算法，本文同时还应用中值滤波

和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算法对该

图像进行了滤波处理。中值滤波采用大小为５×５

的滤波窗口（图２（ｂ））。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

滤波窗口的大小由窗口内高程的标准差决定，其中

规定最小窗口为３×３，最大窗口为１３×１３，ＳＩＧＭＡ

系数取为２（图２（ｃ））。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

ＭＡ滤波的滤波窗口为图１所示的有向窗口，选取

高程标准差最小的窗口为滤波窗口，ＳＩＧＭＡ系数

取为２（图２（ｄ））。表１为滤波后的ＤＥＭ与精度为

３ｍ的１″参考ＤＥＭ的残差均值和均方根误差。

从图２（ｃ）和表１可以看出，由于采用了较大

的滤波窗口，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滤波算

法比另外两种算法的结果更平滑，但同时也损失

了一些细节。比较图２（ｃ）和图２（ｄ）中椭圆内的

区域，图２（ｃ）中仍有亮斑存在，而图２（ｄ）中则不

存在。由此可知，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

滤波算法比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滤波算法

能更有效地消除成簇的噪声。中值滤波和基于有

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滤波结果比较相似，而后

者稍微好于前者。结果不明显的主要因素是由于

Ｔａｎｄｅｍ数据生成的ＤＥＭ精度较高，噪声不是很

严重，所以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滤波算

法的优势不能很明显地体现出来。尽管如此，通

过比较图２（ｂ）和图２（ｄ）中被矩形包围的区域，仍

能看出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滤波要比中

值滤波更为有效。由表１可知，在原始ＤＥＭ 中，

ＩｎＳＡＲ生成的ＤＥＭ 与１″ＤＥＭ 高程之差的均值

为负值（－２８．６８ｍ），这主要是因为原始ＤＥＭ 中

某些像素含有较大噪声，且与１″ＤＥＭ 之差为负

值。滤波后，这些噪声被消除，因此残差均值变为

正值，且随着滤波算法的改进，负值噪声被消除得

愈彻底，正值愈大，直到接近于ＩｎＳＡＲＤＥＭ与１″

ＤＥＭ之间的常数偏差。

表１　残差均值、均方根误差及ＣＰＵ时间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ａｎｄＲ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ＳＡＲ

ＤＥＭａｎｄ１″ＤＥＭ，ａｎｄＣＰＵＴｉｍｅ

ＤＥＭ 残差均值／ｍ ＲＭＳ／ｍ ＣＰＵ时间／ｓ

ＩｎＳＡＲＤＥＭ －２８．６８ ６８．５７ －

中值滤波后的ＤＥＭ ２８．１５ ２５．５０ ５１．０

基于高程的自适应

滤波后的ＤＥＭ
２８．６６ ２５．３６ １０４０

基于有向窗的自适

应滤波后的ＤＥＭ
２８．７０ ２５．２１ ８７７

　　为了检验三种滤波算法在噪声较复杂情况下

的效果，本文采用模拟数据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应用规则函数模拟一个斜坡（高程最大值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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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原始ＩｎＳＡＲＤＥＭ及低通滤波结果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ｎＳＡＲＤＥＭａｎｄＬｏｗ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８９５．２ｍ，最小值２７．５ｍ），然后加了比较大的正

态分布的随机噪声，并加入了较大的粗差（图

３（ａ））。中值滤波和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

滤波参数（滤波窗口的大小、ＳＩＧＭＡ系数等）与

图２中用到的参数相同，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

ＭＡ滤波算法采用的最小滤波窗口为９，最大滤

波窗口为１７，ＳＩＧＭＡ系数为２，结果如图３所示。

未经滤波的模拟 ＤＥＭ 及用三种算法滤波后的

ＤＥＭ残差均值和均方根误差见表２。比较图３

中被矩形和椭圆包围的几个区域及表２中的数据

可知，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结果

优于中值滤波，而基于方向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

值滤波结果优于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

滤波，由于ＤＥＭ中的噪声强度较大，三种滤波算

法的差别体现得比较明显。由表１和表２中三种

算法的计算时间可知，中值滤波算法计算简单，所

用时间最短，基于高程的自适应滤波算法所用的

时间最长。

图３　模拟ＤＥＭ及用三种滤波算法滤波后的ＤＥＭ

Ｆｉｇ．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ＭａｎｄＬｏｗ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表２　残差均值、均方根误差及ＣＰＵ时间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ｉｄｕｅＭｅａｎ，ＲＭＳａｎｄＣＰＵＴｉｍｅ

ＤＥＭ 残差均值／ｍ ＲＭＳ／ｍ ＣＰＵ时间／ｓ

未经滤波的模拟ＤＥＭ １．５８ ２０．７７ －

中值滤波后的ＤＥＭ ０．２６ ４．６３ ２５．８

基于高程的自适应

滤波后的ＤＥＭ
０．５１ ４．２８ ７６２．５

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

滤波后的ＤＥＭ
－０．０４ ３．０１ ４８３．４

４　结　语

由于ＩｎＳＡＲ中去相关因素的影响，干涉图中

总会含有噪声，这会影响生成ＤＥＭ 的精度，并使

最终的ＤＥＭ中也含有噪声，因此，使用低通滤波

消除ＤＥＭ中的噪声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提出了

一种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 中值滤波算

法。该算法使用标准差最小的有向窗作为滤波窗

口，使用该窗口内的中值作为中心值，狀倍中误差

作为滤波上下限，计算该范围内所有高程的平均

值作为滤波结果。从用真实数据和模拟数据对中

值滤波、基于高程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以

及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进行比

较分析可知，对于噪声强度较大且含有大的粗差

的ＤＥＭ，使用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

滤波算法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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