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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了一些现有滤波特点的基础上，根据干涉条纹图的连续性、圆周期性等主要特征，提出了一种

基于梯度加权的圆周期均值滤波。将该方法用于由ＥＲＳ１原始数据生成的干涉条纹，结果证明，该方法不仅

很好地抑制了噪声，而且具有良好的干涉条纹保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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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达发射电磁波经过地物反射后天线所接收

到信号的振幅信息反映地物的后向散射特性，而

其相位信息反映了传感器与地面点的距离信息，

干涉合成孔径雷达（ＩｎＳＡＲ）就是利用两个雷达传

感器所接收到回波信号的相位差信息来提取地表

的三维信息。为了计算出同一目标所对应的两个

回波信号之间的相位差，首先必须对两景ＩｎＳＡＲ

数据进行精确配准，只有当其精度达到子像素级

时，才能得到高质量的干涉条纹图。

如果干涉条纹图没有噪声干扰，通过提取相

位的偏导数，进行简单的路径积分就可以反演出

各点的真实相位。但是由于干涉相位图受到噪声

的影响，干涉条纹可能并不明显，甚至会完全淹

没在噪声之中［１］，这样就使得在上述积分过程中

产生局部误差，并向全局传播，导致解缠结果不一

致。为了降低由噪声引起的残余点数量，提高干

涉条纹的质量，以保证相位解缠结果的正确性，获

得真实的数字高度模型，对干涉相位图作合理的

滤波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分析了圆周期均值滤波方法的优缺点，

结合其优点并针对其缺陷和干涉条纹的特点，提

出了一种新的滤波方法———基于梯度的圆周期均

值滤波法，并详细阐述了该方法的指导思想和具

体算法。最后给出了将新旧方法用于由ＥＲＳ１

原始数据产生的干涉条纹图，并对结果作了对比

分析。

１　圆周期滤波原理

１．１　干涉图的特点

两幅单视复数（ｓｉｎｇｌｅｌｏｏｋ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ＬＣ）数

据经配准后，每一点的观测数据为狌１＝｜狌１｜犲犼
１，

狌２＝｜狌２｜犲
犼２，由每点的两组数据可以计算出：

狌ｉｎｔ＝狌·狌

２ ＝狘狌１狘ｅ

犼ψ１·狘狌２狘ｅ
－犼ψ２

＝狘狌１狘狘狌２狘ｅ
－犼（ψ２－ψ１

） （１）

ψ＝狑（ψ１－ψ２）＝ａｒｃｔａｎ［Ｉｍ（狌ｉｎｔ）／Ｒｅ（狌ｉｎｔ）］

（２）

其中，表示共轭复数，Ｒｅ（）、Ｉｍ（）分别表示狌ｉｎｔ

的实部和虚部，将狌ｉｎｔ的相位数据ψ单独显示出来

就形成干涉图。

干涉条纹图和其他图像一样，相位值具有很好

的连续性，但是噪声破坏了这种连续性，所有滤波

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这种连续性。ＩｎＳＡＲ数据中

的噪声主要来源是：两次飞行期间地面特性的变

化；成像时系统参数的误差；成像数据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噪声。这些干涉条纹自身在信号形式上的

特殊性，使得它不能采用一般的滤波方法来降低

噪声；干涉图另一个特点就是相位值具有圆周期

性，式（２）中ａｒｃｔａｎ的取值范围是（－π，π），所以

干涉图中相位值只是其主值，图像上呈现出一级

级的条纹。因此滤波器不仅要恢复干涉图的连续

性，还要保护其圆周期性，这是对干涉图进行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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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针对干涉图滤波的算法，主要可以归

纳为两种：一是首先假设出模型，然后在该模型下

研究噪声干扰在统计上的规律，如Ｓｐａｇｎｏｌｉｎｉ
［２］

通过估计干涉相位图的局部频率来计算干涉相位

图的相位梯度，实现干涉相位图的重构滤波；另

外一种就是通过具体分析干涉条纹图的特点，以

实验数据为准则，针对数据的特点选择特殊的解

决方法。目前从滤波的效果来看，后一种算法的

降噪效果要好。其中最常用的滤波方法是多视均

值滤波，但是通常它不能滤除图像上的所有噪声，

而且还会损失干涉图的周期性；后来ＪｏｎｇＳｅｎ

Ｌｅｅ将Ｌｅｅ滤波改进，使之适用于干涉图，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滤波过分依赖于噪声分布

模型，滤波窗口相位的均方差为负数时，所得的结

果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由于这种滤波引入了复

杂的相位解缠，同时还要检测干涉条纹的边缘，使

得实际操作变得更加复杂。

１．２　圆周期滤波

相位噪声的概率密度函数以２π为周期
［３，４］，

并且必须以２π作为间隔基准。如果以均值为中

心进行内插，概率密度函数将具有对称性，而且方

差与间隔基准无关。这些特性对于低通滤波很有

利，因为如果基准窗口在滤波过程中固定不变，那

么低通滤波将不会改变概率分布函数的对称中心

的位置。因此，相位滤波的关键问题在于确定局

部噪声的位置。但是干涉图是随机的，其条纹的

方向和密度与地形的复杂程度有直接的联系，这

给滤波处理又增加了难度。

中值滤波器是非线性滤波器，具有较强的边

缘保持特性，特别是对于相干成像的ＳＡＲ图像，

斑点噪声比较多，用中值滤波可以取得良好的效

果。结合中值滤波的优点以及相位噪声的分布特

点，在圆周期均值滤波的基础上［５］，Ｌａｎａｒｉ提出了

圆周期中值滤波法［６］，首先统计窗口元素所有像

元的主矢量，并以它作为参考点，然后计算出各矢

量与主矢量的相位差，使滤波窗口内的各点以该

窗口的主矢量为对称轴并形成对称分布，这样就

使得滤波具有保持干涉图的圆周期特性。其具体

设计如下。

假设μ（犻，犼）为干涉条纹图中各点的相位值，

其中（犻，犼）分别表示图像的行列位置，犻＝１，２，…

犕；犼＝１，２，…，犖。犕狆 表示一个以狆（犻，犼）为中

心，大小为（２犿＋１）×（２狀＋１）的滤波窗口，^μ犻，犼表

示圆周期中值滤波的输出值，其计算公式为：

μ^犻，犼 ＝犕犇犻１，犼１（ａｒｃｔａｎ［μ犻１，犼１·犕狆

］）＋ａｒｃｔａｎ（犕狆）

（３）

其中，

犕狆 ＝∑
２犿＋１

犻＝０
∑
２狀＋１

犼＝０

狌犻，犼 （４）

犕犇犻犼（）表示对以样点（犻，犼）为中心的窗口中各元

素取中值；μ犻１，犼１为所取窗口中样点（犻＋犻１，犼＋犼１）

的值；犕狆为犕狆 窗口中各相位矢量之和，称为样

点（犻，犼）的主矢量；表示共轭复数；ａｒｃｔａｎ［μ犻１，犼１

·犕狆

］为窗口中（犻１，犼１）所对应的相位矢量与主

矢量的角度差。算法通过求取随窗口而变化的主

矢量，并利用主矢量作为参考点，将窗口中的相位

变为对称分布来达到滤除噪声的目的。

圆周期中值滤波在保持干涉图的圆周期特性

上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相对于圆周期均值滤波

而言，对干涉条纹的连续性具有很好的保持效果；

与中值滤波一样，其结果不依赖于噪声的分布，因

此对于不同的干扰情况都有较好的适应能力。但

是由于没有考虑信号的统计规律，所以其处理结

果不是最优估计，而是远离最优的。而且滤波的

效果与多视滤波一样也取决于滤波窗口犔的大

小，在噪声较大的区域为了提高滤波的效果，有时

不得不扩大滤波的窗口。

２　梯度加权的圆周期中值滤波

针对圆周期中值滤波的缺点，为了提高滤波

的自适应性，使在干扰较大的区域利用较小的窗

口也能取得较好的平滑效果，本文提出了利用干

涉图信号梯度加权的圆周期中值滤波法来去除噪

声。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地表的起伏相对于图像

上的采样点而言应该变化量很小，所以相邻点之

间相位值应该具有较好的连续性。但是噪声破坏

了这种连续性，会与周围的像素产生较大的梯度，

因此可以利用信号的梯度来判断干涉图中的突变

点。

相位的梯度信息很重要，它是评价干涉图好坏

的指标之一，而且还可以用来指导解缠时的路径积

分。图像按照梯度信息进行自适应平滑，不会使边

缘模糊，所以可以很好地保持干涉图的条纹。

基于梯度加权的圆周期中值滤波算法如下。

１）计算整幅影像的实部和虚部的梯度值，并

求出最大值犌ｍａｘ和最小值犌ｍｉｎ，对于离散的二维干

涉图，用相位的一阶差分的绝对值来表示其梯

度［７］：

犌犻（犻，犼）＝
狘犳（犻＋１，犼）－犳（犻－１，犼）狘

２

犌犼（犻，犼）＝
狘犳（犻，犼＋１）－犳（犻，犼－１）狘

烍

烌

烎２

（５）

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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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计算滤波窗口的权系数：

狑（犻，犼）＝ｅｘｐ －
犌２犻（犻，犼）＋犌

２
犼（犻，犼）

２犜｛ ｝２
（６）

犜＝犌ｍｉｎ＋犽（犌ｍａｘ－犌ｍｉｎ） （７）

其中，犜为平滑尺度；犽为系数。犌ｍａｘ、犌ｍｉｎ分别表示

整幅图像的最大梯度和最小梯度值。当犌犻（犻，犼）＋

犌犼（犻，犼）＞２犜时，说明当前点位于条纹的边缘处，权

系数减小，可以将权系数置为零，这时对边缘点不

作平滑处理；当犌犻（犻，犼）＋犌犼（犻，犼）＜２犜时，说明当

前点不在条纹的边缘处，权系数增大，抑制噪声的

能力也就强［７］。利用上式分别计算出实部和虚部

的权系数组成权矢量犠犻，犼（狑Ｒｅ，狑Ｉｍ）。

３）对干涉数据进行滤波处理：

μ^犻，犼 ＝犕犇犻犼（ａｒｃｔａｎμ′犿，狀·犕′狆

］）＋ａｒｃｔａｎ（犕′狆）

（８）

μ′犿，狀＝ （μＲｅ×狑Ｒｅ，μＩｍ×狑Ｉｍ） （９）

犕′狆 ＝
∑
犔

犿＝０
∑
犔

狀＝０
μ′Ｒｅ
犿，狀

·狑Ｒｅ
犿，狀

∑
犔

犿＝０
∑
犔

狀＝０

狑Ｒｅ
犿，狀

，
∑
犔

犿＝０
∑
犔

狀＝０
μ′Ｉｍ
犿，狀

·狑Ｉｍ
犿，狀

∑
犔

犿＝０
∑
犔

狀＝０

狑Ｉｍ
犿，

烄

烆

烌

烎狀

（１０）

　　在复数域中，实部和虚部均有可能出现黑白相

间的条纹，这些边缘往往是高程变化较大的地方，

所以在进行滤波处理时，同样需要保持好这些边

缘，但是此时实部和虚部的数值取值范围是（－∞，

＋∞），所以采用式（１０），分别对实部和虚部进行加

权计算。此外对于一些突变点，要将它归入在数值

上相差很小的邻近的区域中去。这些突变点一般

是边缘点，应该尽量将它置于边缘处，这样更有利

于条纹边缘的增强。

梯度加权的圆周期中值滤波不仅继承了圆周

期滤波的优点，而且还克服了其可调性差以及当

窗口过大时，边缘太模糊的缺点。使用相同的窗

口大小，对干扰程度不同的区域也能取得很好的

效果。

３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所用的数据是ＥＲＳ１获取的德国波恩

和科恩地区的两景影像，配准后经过方位向与距

离向之比为１０∶２的压缩后的复型数据的强度如

图１所示，图１大小为１４２２像元×１２４８像元。

图２为没有经过任何滤波处理的干涉条纹图左上

角放大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比较明显的干涉条

纹，但是图中存在着很明显的斑点噪声。由于

ＳＡＲ成像时会发生叠掩、透视收缩，在后坡还会

形成雷达阴影，在山谷处受到的干扰情况更严重，

这必然会影响到后面的解缠。

图１　配准后ＳＬＣ

数据的强度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ＳＬＣ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图２　没有经过任何滤

波处理的条纹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图３是经过３×３圆周期中值滤波处理后的

结果，与图２相比较可以发现，原本图上零散分布

的噪声基本上去除了，图上的条纹也并没有因为

滤波而模糊。尽管圆周期中值滤波平滑效果明

显，但在山谷等噪声较大的地方仍然有很明显的

干扰，而且条纹的边缘也并不是很明显，有很多毛

刺难以去除。

图４是利用上述所提及的梯度加权的圆周期

中值滤波处理后的结果，滤波的窗口大小没有改

变，根据犽＝１０，可以清晰地看到，不仅图上的斑

点噪声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且干涉的条纹明显

比图３要清晰，条纹边缘的毛刺也得到了比较有

效的抑止，特别是山谷区域的噪声去除更明显。

从图３、图４方框所示的区域范围内可看出，原本

条纹比较密集，但是由于噪声在图像中非常紊乱，

经过滤波后也出现了很清晰的条纹，而且结果比

未经加权的图像从视觉效果而言要好得多。这充

分说明了基于梯度加权的圆周期中值滤波具有很

强的自适应性。

滤波效果的评价还要考虑到对相位解缠的影

图３　圆周期中值

滤波结果图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Ｆｉｌｔｅ

ｒ ｅｄｂｙ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Ｍｅｄｉ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图４　梯度加权圆周

期中值滤波结果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Ｆｉｌｔ

ｅｒｅｄｂ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Ｗｅｉｇ

ｈｔｅｄＭｅｄｉ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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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残余点是相位解缠算法的重要指标，进行滤

波处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残余点的数目来

提高相位解缠的效率和精度，所以利用影响枝切

法来解缠的两个重要指标———残余点数和枝切点

数来评价滤波的效果。从表１的数据可以看出本

文方法的有效性与优越性。

表１　滤波对相位解缠影响比较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ｉｄｕ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残余点数／个 枝切点数／个

没有经过滤波 ７５０１６ １３０７１２

圆周期中值滤波 ８７６４ １０３１６２

梯度加权的圆周期滤波 ３８１２ ５１４５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干涉条纹图特点，分析了现有的圆

周期中值滤波的优缺点，并针对其缺点提出了基

于梯度的圆周期中值滤波法，真实数据的处理结

果表明了该算法具有很明显的自适应性，不仅能

够有效地抑制干涉条纹图中的噪声，而且可以很

好地保护干涉条纹的边缘，特别是在信噪比较低

的区域具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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