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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车型识别去噪和边缘检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反对称小波的检测方法。首先采

用尺度间相关性和尺度内相位法进行有效去噪，然后检测变换模极大值，并进行有效区分保留真正边缘模极

大值，最后进行相关恢复处理得到比较清晰的车型边缘。结果表明，该方法提高了车型边缘检测的准确性和

车型识别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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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型智能识别是智能交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典型的车型

识别过程是由图像采集、预处理、边缘检测、特征

提取、模式识别等步骤组成。研究表明，车型识别

过程各步骤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必须把

它们配合好才能提高系统的总体识别效果。本文

基于反对称小波分析的边缘检测方法正是基于这

种思想而提出来的。

车型识别系统抓拍图像的时间控制由红外检

测电路完成。图像处理与识别可分为如下几个环

节：① 图像灰度化；② 用小波分析方法去噪并进

行边缘检测；③ 与背景边缘进行一种特殊相减运

算得到车型的边缘；④ 对其图像进行二值化和特

征提取，得到特征向量，以便于车型识别；⑤ 采用

一个三层ＢＰ神经网络进行车型识别的学习、训

练和判别。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基于对称小波的

车型图像去噪和边缘检测方法进行探讨。

１　车型图像去噪与边缘检测

实际图像信号存在噪声，同边缘一样都属于

高频信号，很难用频带作边缘取舍，与噪声的显著

区别是两者的能量不同。边缘有较大的能量和范

围，通过平滑滤波，图像边缘表现模糊化。因此，

为了得到清晰的边缘，不能采用一般的平滑滤波

去噪方法。

小波变换作为一种变换域信号处理方法，有

许多很好的特性。图像经过小波变换后，噪声在

不同尺度上都有分量表现，但能量在高频部分较

集中并且是较均匀分布的，局部突变信号在各个

尺度上都有突出表现。

１．１　小波去噪原理分析

１．１．１　常用小波去噪声方法

小波分析去除噪声通常有模极大值去噪法、

相关去噪法和阈值去噪法三种方法，表１是三种

方法的定性比较。

表１　三种去噪方法的定性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ａｎ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

ｏｆ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模极大值去噪方法 相关去噪方法 阈值去噪方法

计算量 大 较大 小

稳定性 稳定 较稳定 依赖于信噪比

去噪效果 较好 好 好

适用范围 低信噪比信号 较高信噪比信号 高信噪比信号

１．１．２　反对称小波的尺度间相关性去噪

正交小波变换的极大值点在各个尺度层上有

移位表现，这是由于正交小波的不对称造成的［１］，

不利于尺度间相关性去噪。若小波函数是对称的

或反对称的，信号突变位置与各尺度层上的小波

变换模极大值就会符号一致且位置整齐对应。本

文采用的反对称小波使得相关性变得较为真实，

这样就可有效地去掉部分白噪声［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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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称小波尺度间相关性去噪方法描述如

下。由于白噪声的小波分解在较细尺度层上是均

匀稠密的且是相关性很差的表现，能量较小，因

此，根据上述分析，图像信号用反对称小波作多尺

度层小波分解后可以作如下处理。

１）将相邻两个尺度层上的小波变换对应相

乘，就能进一步增强信号在突变点处的表现并压

低噪声的表现。

２）将相乘结果设定一个较小门限，把门限以上

的突出表现全部归一化形成一种空间屏蔽滤波器。

３）将屏蔽滤波器与较细层小波变换再相乘

得到一新的结果，该结果可作为较细尺度层上的

新的小波变换。

同理可得出其他各层的新的小波变换。由此

得到的恢复信号在消噪以及在保留突变信号的表

现方面都是较理想的。

１．１．３　同一尺度内部的相位法去噪

如果车型图像信噪比ＳＮＲ较低（特别是在恶

劣的环境地区），那么在小尺度的小波变换域内，

图像的真实信息往往被噪声淹没［３～４］，因此，基于

幅值特性的去噪方法对此不再敏感。这里采用一

种在尺度内部的小波相位法进一步去除噪声。

设犠
１犱

２
犼犳（狓，狔）和犠

２犱

２
犼犳（狓，狔）分 别 为 图 像

犳（狓，狔）经二维小波分解后，在尺度犼上得到的水

平分量和垂直分量，犃２犼犳（狓，狔）为图像在尺度犼

上的小波变换相位。由于图像边缘具有一定连续

性，因此经小波分解后每一位置的幅值和相位都

与其周围一个邻域的平均值有很大的相关性。基

于这一思想，对任一位置（狓，狔），可给定一个正整

数犕犼，并令

珨犠
１犱

２
犼犳（狓，狔）＝ ∑

犕
犼

犽＝－犕
犼

∑

犕
犼

犾＝－犕
犼

犠
１犱

２
犼犳（狓＋犽，狔＋犾），（１）

珨犠
２犱

２
犼犳（狓，狔）＝ ∑

犕
犼

犽＝－犕
犼

∑

犕
犼

犾＝－犕
犼

犠
２犱

２
犼犳（狓＋犽，狔＋犾），（２）

式中，犕犼 为窗宽。于是，点（狓，狔）处的平均相位

定义为：

珡犃２犼犳（狓，狔）＝ａｒｃｔａｎ
珨犠
２犱

２
犼犳（狓，狔）

珨犠
１犱

２
犼犳（狓，狔）

（３）

若（狓，狔）是真正的图像边缘点，则该点相位与平

均相位的差异不会很大；否则，予以剔除。

１．１．４　本文去噪性能比较分析

本文先对噪声图像信号采用尺度间相关性法

（记为法１）去噪，然后进一步采用尺度内相位法

（记为法２）去噪声。表２是对抗噪性能处理效果

的实验数据比较分析。

分析表２可知，在犛犖犚较高时，法１效果比

表２　抗噪性能比较分析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加噪信号ＳＮＲ 法１重构信号ＳＮＲ 法２重构信号ＳＮＲ 本文重构信号ＳＮＲ

情况１ １３．４８０９１２ １８．４７６４３２ １７．５３８２３４ １８．７８２３７２

情况２ １０．６８７４３３ １７．８２７４８３ １７．０２２７６７ １８．２５４０８６

情况３ ７．３２８２４０ １６．３４３７０７ １６．６９５４３９ １７．４５７０９４

情况４ ４．５３２８９７ １２．４５８７２１ １５．０４５６３１ １６．７７３１６３

较好；在ＳＮＲ相对比较低时，则法２效果就显得

优越。而本文方法综合了它们的优点，在４种情

况下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１．２　车型图像边缘检测

图像边缘往往是由若干条曲线段组成的，沿

着此边缘段的表现往往是光滑的，垂直于此边缘

段的信号表现出奇异性。采用检索小波系数的模

极大值点或检索小波变换系数的过零点，基本上

可以检测出信号的突变或边缘的位置和性质，但

是仅在一个尺度上判断信号的突变点的准确位置

是不够的，应在多个尺度上作综合观察和判断。

一般来说，按过零点检测不如按极值点检测。

因为过零点易受噪声干扰，而且有时候过零点所

反映的不是奇异点而是过渡的拐点［５］，因此，选用

反对称小波。就上述问题，针对反对称小波函数，

给出一种有效的检测小波变换模极大值方法如

下。

１）首先对图像进行消噪预处理，这里采用前

面给出的相关性消噪方法。

２）采用某个较小的门限值 ，保留门限值以

上的那些极值，从而去掉伪极值。这是由于某些

模极大值（伪极值）不对应信号的突变点，而是对

应着过渡点。

３）去掉细尺度上变换出现而在粗尺度上没

有相应局部表现的小的极值。因为突变点对应的

变换局部极大波形在各个尺度上都有表现。

１．３　小波函数选取和具体检测步骤

１．３．１　小波函数的选取

本文选取的小波函数只是其中一种，还可利

用其他对称或反对称小波的一维张量积形式作小

波分解，或者说应用对称或反对称的低、高通滤波

器实现分解算法。小波函数选取应考虑的问题参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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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文献［６］。

取二元平滑函数θ（狓，狔）＝
１

２πσ
２ｅ

－
狓
２
＋狔
２

２σ
２ ，记

θ狊（狓，狔）＝
１

狊２
θ
狓
狊
，狔（ ）狊

ψ
（１）
狊 （狓，狔）＝

１

狊２ψ
（１） 狓
狊
，狔（ ）狊 ＝狊

θ狊（狓，狔）

狓
（４）

ψ
（２）
狊 （狓，狔）＝

１

狊２ψ
（２） 狓
狊
，狔（ ）狊 ＝狊

θ狊（狓，狔）

狔
（５）

则ψ
（１）
狊 （狓，狔）、ψ

（２）
狊 （狓，狔）是二维容许小波，且是反

对称的。那么犳ψ
（１）
狊 （狓，狔）、犳



ψ
（２）
狊 （狓，狔）为二维

卷积型小波变换，将其记为向量形式：

犠
（１）
犳 （狊，狓，狔）

犠
（２）
犳 （狊，狓，狔

［ ］）＝狊
［犳θ狊（狓，狔）］

狓

［犳θ狊（狓，狔）］



熿

燀

燄

燅狔

＝

狊·ｇｒａｄ［犳θ狊（狓，狔）］ （６）

　　为了便于计算机处理，取狊＝２犼，可得犳（狓，狔）

的二进小波变换：

犠
（１）
犳 （狊，狓，狔）

犠
（２）
犳 （狊，狓，狔

［ ］）＝２犼ｇｒａｄ［犳θ２犼（狓，狔）］（７）
　　由梯度的定义知，若｜ｇｒａｄ［犳θ狊（狓，狔）］｜在

某点（狓０，狔０）达到极大值，则犳

θ狊（狓，狔）在此点具

有最大方向导数，即犳（狓，狔）在此点有突变，这样

（狓０，狔０）就是图像的边缘点。

１．３．２　算法具体步骤

图像犳（狓，狔）边缘检测算法如下。

１）对于犼＝１，２，…，犑，计算２犼ｇｒａｄ［犳θ２犼（狓，

狔）］，犑为最大尺度；

２）将两个相邻尺度上的上述变换结果（每层

包括垂直和水平两个高通分量）进行相乘，即犼层

与犼－１层相乘得到新的各层处理结果，从而增强

信号在突变点处的表现并压低噪声；

３）设定一个较小门限，将门限以上的突出表

现部分保留，从而有效去除一部分噪声；

４）将步骤３）的突出表现全部归一化，形成每

层的一种空间屏蔽滤波器；

５）将空间屏蔽滤波器与对应层的变换即步

骤１）中结果再相乘，这样就得到了新的小波变

换；

６）对每一层采用尺度内部相位去噪，具体到

犼层：① 计算图像变换的小波相位犃２犼犳（狓，狔）；

② 选择一个窗宽犕犼；③ 计算平均相位珡犃２犼犳（狓，

狔）；④ 如果珡犃２犼犳（狓，狔）与犃２犼犳（狓，狔）相差值大于

一个阈值θ犼，则认为该点（狓，狔）的边缘信息是由

噪声引起的，予以删除。处理完成后，将得到的数

据记为新的犳

θ２犼（狓，狔）；

７）对每一层进行如下操作：① 求｜ｇｒａｄ［犳

θ２犼（狓，狔）］｜；② 求得｜ｇｒａｄ［犳

θ２犼（狓，狔）］｜的极值

点；③ 采用某个较小的门限值 ，保留门限值以上

的那些极值，从而去掉伪极值；

８）去掉细尺度上变换出现而在粗尺度上没

有相应局部表现的小的极值；

９）进行恢复运算，得到边缘图像。

１．３．３　尺度、窗宽以及门限的选取方法

尺度间相关去噪，理论上讲，可以选取的最大

尺度为犑＝ｌｏｇ２犖 ，但最大分解尺度应该与原始

信号的信噪比ＳＮＲ有关。若ＳＮＲ较大，即主要

以信号为主，则犑取得稍微小一点即可把噪声分

离出去；若ＳＮＲ较小，即主要以噪声为主，则犑

只有取大时才能抑制噪声。因此认为，所选尺度

犑应视ＳＮＲ的大小而定。在车型识别应用中，尺

度一般取５或６。门限的选取方法通常取犃＝

ｍａｘ［犠２
犼犳（狓，狔）］／犑，如果ＳＮＲ比较大，则噪声

功率小，可以将其适当降低；相反可适当提高。

对相位法去噪，当尺度较大时，窗宽应稍微加

大；尺度较小时，窗宽可以取得很小，这样可以避

免出现候选传播点过多的现象。另外，若ＳＮＲ比

较小，则窗宽要缩小，以免把噪声的极值点误认为

是传播点。在车型识别中常取２或３。每层阈值

θ犼常选珡犃２
犼犳（狓，狔）的１／３或１／４，也可根据实际

调整。

２　图像边缘检测处理结果

对原始图像（如图１（ａ）所示）灰度化，运用本

文基于反对称的小波方法处理后，再与背景图像

边缘进行特殊相减得到清晰的车型边缘图像（如

图１（ｂ）所示）；同时还对其他一些传统的图像边

缘检测方法进行了比较（如图１（ｃ）～１（ｆ）所

示），可以看出，采用本文的反对称小波处理方法

效果更加明显。

３　结　语

提出的反对称小波用于车型图像去噪和边缘

检测的方法，由此得到的图像边缘比采用传统方

法效果更加明显，与理论分析也比较吻合，使得车

型识别所提取的特征参数更为准确，从而进一步

提高了车型的识别率。今后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可归纳为：① 将小波分析的部分算法用硬件设计

并固化，以便更好地满足实时性要求；② 按照小

波函数的选取原则，研究设计更好的小波函数；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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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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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某些阈值选取方法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以期对车型边缘实现更清晰准确的检测，使车型

识别水平达到更高的层次。

参　考　文　献

１　ＣｈａｎｇＳＧ，ＹｕＢ，ＶｅｔｔｅｒｌｉＭ．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ｅｘ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ｏｒＩｍａｇｅ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ＩＰ．，２０００，９（９）：１５２２～

１５３１

２　ＣｈａｎｇＳ Ｇ，ＹｕＢ，ＶｅｔｔｅｒｌｉＭ．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ｏｒＩｍａｇｅ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ＩＰ．，２０００，９（９）：１５３２～１５４６

３　许　雷，郑莜祥，朱　勇．一种基于小波相位滤波及视

觉非线性医学图像自适应增强新方法．电子学报，

１９９９，２７（９）：１２１～１２３

４　ＯｌｓｅｎＥＴ，ＬｉｎＢ．Ａ ＷａｖｅｌｅｔＰｈａｓｅＦｉｌｔｅｒｆｏｒ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ＰＩＥ，１９９５，２４９１：８２９～８３９

５　李水根，吴纪桃．分形与小波．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６　徐长发，李国宽．实用小波方法（第二版）．武汉：华中

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袁志勇，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数字图像处

理与模式识别、智能信息系统。代表成果：篮球记录台微机控制

系统等。

Ｅｍａｉｌ：ｙｚｙｐｃｃ＠ｓｉｎａ．ｃｏｍ

犞犲犺犻犮犾犲犚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犅犪狊犲犱狅狀犃狀狋犻狊狔犿犿犲狋狉犻犮犪犾犠犪狏犲犾犲狋

犢犝犃犖犣犺犻狔狅狀犵
１，２
　犣犎犃犌狌犻犳犲狀犵

２
　犆犎犈犖犕犻犪狀狔狌狀

１
　犣犎犃犖犌犚犲狀犺狅狀犵

２

（１　Ｄｅｐ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０３７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ｔ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ｔｅｐｓａｒ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ｌｅｔ；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ＹＵＡＮＺｈｉｙｏ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Ｅｍａｉｌ：ｙｚｙｐｃｃ＠ｓｉｎａ．ｃｏｍ

（责任编辑：　宏光）

３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