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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抽样小波的遥感影像薄云检测与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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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全色波段遥感影像提出了一种基于无抽样小波变换的薄云去除算法。对实际的卫星影像和航空

影像所进行的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是十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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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

　　目前，针对单幅全色波段影像的薄云去除方

法采用的还是直方图匹配法［１３］和图像滤波

法［４６］。直方图匹配方法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薄

云区域和清晰区域的直方图相同或相近的假设之

上的，且进行直方图匹配后，薄云区域处理后的结

果与清晰区域之间会有较为明显的边界过渡问

题。图像滤波法从 Ｍｉｃｈｅｌｌ的云形成模型出发，

认为图像中由云所引起的噪声提高了图像的低频

信息，削弱了图像的高频信息，因此可以通过构建

一个适当的滤波器来将薄云从图像中滤除。但是

已有的几种图像滤波方法都是假设整幅图像都被

薄云所覆盖，且云区域的厚度分布是相同的，这与

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所以这样的处理结果虽

然能够对薄云区域进行一定的去除，但是对无云

覆盖的清晰区域也会造成影响。

本文针对单幅高分辨率全色波段的遥感影

像，提出了一种基于无抽样小波变换（ｕｎｄｅｃｉｍａｔ

ｅｄ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ＵＷＴ）
［７９］的薄云自动检测

及去除方法。由于该算法是针对全色波段影像提

出的，因此在检测云覆盖区域时，无法采取常用的

多光谱检测手段，而只能利用图像本身的信息。

同时，本文的工作是建立在下面三个假设的前提

条件之上的：① 图像中有云覆盖区域的亮度值要

比图像清晰区域的亮度值大，而且图像中云覆盖

区域的清晰度比无云区域差；② 云与地表地物相

比，主要集中在图像的低频区域，而地物主要集中

在图像的高频区域；③ 图像中薄云的分布是有一

定厚度变化的，它是一个从最厚处到清晰区域的

逐渐减小的过程。从实际的遥感影像来看，大部

分影像都是满足该假设的。

１　云区的自动检测和去除

本文采用的是文献［７９］中提出的无抽样小

波变换方法。

由前面的假设可知，有云覆盖区域的亮度相

对要比无云区域的亮度值高，但是如果直接对原

始图像采用一个亮度阈值来进行分割，则图像中

地表的许多高反射率地物也会被误识为云区，而

云区中较暗的部分又会造成漏识。但是在五层小

波分解之后的低频图像中可以看到地物基本上无

影响了，这样就可以采用合适的阈值在低频图像

中将云区识别出来。

另外，由于图像中云的厚度不是固定的，它是

从云的最厚处到图像最清晰区域的逐渐减小的过

程。显然，对于不同厚度的云区，对其的处理强度

也应该不同，云区厚度越大，处理强度也应该越

大。同时考虑云区的高亮度和低清晰度特征，本

文提出的云区的自动检测和去除算法包括构建云

区厚度掩膜、低频处理和高频处理三个步骤。

１．１　构建云区厚度掩膜

设图像的小波分解层数为犇狀，犮犃（犻，犼）是图

像经ＵＷＴ分解后在最大尺度犇狀 上（犻，犼）点的低

频系数值。图像经无抽样小波变换后，在最大尺

度上的低频图像犮犃上采用双阈值方法来标识图

像中的云区厚度的渐变过程，即用上阈值犜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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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阈值犜犾（犜犺＞犜犾）来构建一个图像的云区厚度

掩膜，

ＯＴＭａｓｋ（犻，犼）＝

１，犮犃（犻，犼）＞犜犺

（犮犃（犻，犼）－犜犾）／（犜犺－犜犾），

　犜犺 ≥犮犃（犻，犼）≥犜犾

０，犮犃（犻，犼）＜犜

烅

烄

烆 犾

（１）

式中，ＯＴＭａｓｋ（犻，犼）是图像的云区厚度掩膜；犮犃（犻，

犼）值越大，说明该像素点处的云越厚。在低频图像

中，所有犮犃（犻，犼）＞犜犺 的区域都认为是云区，所有

犮犃（犻，犼）＜犜犾 的区域都认为是清晰区域，而犜犺≥

犮犃（犻，犼）≥犜犾的区域则认为是云区和清晰区域之间

的过渡区域。

为了具有更好的自适应特性，采用归一化的

阈值来适应不同图像变换域中的数值变化，具体

实现如下：

犜犺 ＝犮犃ｍｉｎ＋犮１·（犮犃ｍａｘ－犮犃ｍｉｎ） （２）

犜犾 ＝犮犃ｍｉｎ＋犮２·（犮犃ｍａｘ－犮犃ｍｉｎ） （３）

式中，犮犃ｍｉｎ、犮犃ｍａｘ是最大尺度低频图像犮犃中小波

变换系数的最小值、最大值；犮１、犮２ 是参数。从试

验来看，犮１ 的取值一般在０．３～０．６，犮２ 的取值一

般在０．２～０．４。

确定了云区掩膜后，根据不同的云区厚度对

图像的低频和高频进行适当的处理。

１．２　低频处理

云区对图像的影响表现在有云覆盖的区域亮

度值要比无云覆盖的清晰区域高，且云区在变换

域上主要集中在低频，其在小波分解后的低频图

像数据值上的表现就是云区的低频系数值要比清

晰区域的低频系数值大，因此，可以采用直接将图

像上云区的低频系数值减小的办法来达到对图像

上有云覆盖区域的低频进行抑制的目的。

对低频抑制的强度大小取决于云区的厚度，

本文采用了一个局部自适应处理的方法来对云区

的低频进行调整。采用一个移动窗口在低频图像

中滑动，对窗口内部的低频系数值进行二次曲面

拟合，从而得到窗口中心像素的拟合值，记为

犉犞。犜犺 作为云区厚度的上阈值，它的大小也就

表示了人眼所能接受的无云区域平均亮度的上

限，所以，对云区的低频处理策略为：

犔犆（犻，犼）＝

犮犃（犻，犼），ＯＴＭａｓｋ（犻，犼）＜１

犮犃（犻，犼）－犉犞（犻，犼）＋犜犺，

　ＯＴＭａｓｋ（犻，犼）＝

烅

烄

烆 １

（４）

式中，犔犆（犻，犼）是处理后的低频图像在（犻，犼）点的

小波系数值；犉犞（犻，犼）为低频图像在（犻，犼）点的二

次曲面拟合值。

１．３　高频处理

在进行完图像的低频处理后，还需要对图像

的高频部分进行适当的补偿，补偿方式与低频相

似，即云厚的区域处理强度大，云薄的区域处理强

度小，无云的清晰区域不进行处理。处理表达式

为：

犎犆（犻，犼，犽）＝

犮犇（犻，犼，犽），ＯＴＭａｓｋ（犻，犼）＝０

犮犇（犻，犼，犽）·

（犮ｍａｘ－１）·
犮犃（犻，犼）－犜犾
犮犃ｍａｘ－犜犾

·犲２－犽＋［ ］１ ，
　　　　ＯＴＭａｓｋ（犻，犼）＞

烅

烄

烆 ０

（５）

式中，犎犆（犻，犼，犽）是处理后在第犽（犽＝１，…，犇狀）

尺度下（犻，犼）点的高频图像系数值；犮犇（犻，犼，犽）是

处理前在第犽尺度下（犻，犼）点的高频图像系数值

（对图像分解后，各层的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和对

角线方向上的高频分量的处理方式是相同的）；

犮ｍａｘ是自定义的云区最厚位置的处理强度参数，

犮ｍａｘ≥１。当犮ｍａｘ＝１时，表示不进行高频提升；犮ｍａｘ

越大，表示高频提升的强度越大，但如果犮ｍａｘ过

大，反而又会引入不必要的噪声，造成图像的扰

动。从试验来看，其取值一般在１～３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低频处理和高频处理中，它

们的处理条件阈值是不同的，低频处理的下边界

为犜犺，高频处理的下边界为犜犾，这样做可以防止

如果只采用同一个下边界阈值会带来的云区处理

后的结果不能很好地向无云的清晰区域平滑过渡

的问题，这也是采用双阈值方法来表示云区厚度

的目的和所带来的好处。

经过上述的低频和高频处理后，再对调整后

的小波分解系数犔犆、犎犆进行无抽样小波反变

换，最后就可以得到一幅去除了薄云的图像。

２　试验结果及结论

图１是一幅天津的ＳＰＯＴ卫星全色波段遥

感图像（部分）采用本文算法处理后的效果图和用

文献［６］中的同态滤波方法与本文算法的对比结

果。图１（ｄ）是为了与本文所提出的算法结果进

行更好的比较，将图１（ｃ）的均值调整至与图１（ｂ）

一致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直接采用同态滤

波处理，图像的整体亮度都得到了降低，也即图像

的无云覆盖区域也会同时受到影响。即使将图

１（ｃ）的均值调整至与本文算法的结果相同（实际

在采用同态滤波方法处理时，这个调整量是未知

的，需要依据人工经验进行选择），仍然可以看出，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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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果在云区去除的整体表现上也优于同态滤

波法。需要提及的是，可能在某些局部区域的视

觉效果上，图１（ｄ）的清晰度要好于本文算法结

果，这是由于本文算法采用的假设条件是图像中

存在有未被云区所覆盖的清晰区域。而从图１（ａ）

中可以看出，实际上这些区域仍然被一层厚度近似

相同的薄薄的大气所覆盖。采用同态滤波方法处

理时，该方法对全图的高频信息都进行了提升，而

本文算法则对这部分“清晰区域”不进行处理。实

际上，当影像全图都被一层厚度相同的大气所覆盖

时，这种情况并不满足本文前面所提到的第三个假

设条件。对于“清晰区域”，仍然有一层厚度相同的

薄云覆盖的情况，或者是影像全图都被一层厚度

相同的大气所覆盖时，采用小波域图像复原处理

及非线性增强方法都取得了很好的优于图像滤波

法的结果。

图２是一幅航空遥感图像（部分）采用本文算

法处理后的效果图和用同态滤波方法与本文算法

的对比结果。图２（ｄ）是将图２（ｃ）的均值调整至

与图２（ｂ）一致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算

法结果在云区去除和清晰区域的保护方面都要优

于图像滤波法。

表１是采用本文算法进行图像处理前后的统

计值以及所使用的参数值，其中，云区去除前后的

图像相关系数的计算采用的是归一化互相关计算

公式，它可以用来表示薄云去除前后两幅影像的

相似度。由于双正交小波具有良好的线性相位特

性，所 以 本 文 试 验 采 用 的 都 是 双 正 交 小 波

Ｂｉｏｒ５．５。

从试验结果图与原始图像数据的对比来看，

在经过本文提出的算法处理后，图像云区数据的

均值明显变小，表现在图像上就是图像云区的亮

度下降，这与本文开始提到的云区对图像的干扰

是一致的。单从试验结果图与原始图像的视觉效

果上来看，本文提出的算法对无辅助信息的单幅

遥感图像中的薄云进行去除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

的。需要说明的是，统计数据表中并没有引入常

用图像的均方差来表示图像清晰度，这是由于有

云的干扰，云区图像的数据范围很大，而图像经过

去云处理后，图像的数据范围相对变小了很多，这

时如果还采用均方差来表示图像的清晰度，反而

不能真实地反映图像的清晰程度了。

图１　一幅ＳＰＯＴ全色波段遥感图像（部分）复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ａ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ＳＰＯ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

图２　一幅航空遥感图像（部分）复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ｆａｎ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

表１　图像处理前后的统计值和所使用的参数值

Ｔａｂ．１　Ｓｏｍ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图像 原始云区图像均值 去除薄云后图像均值 云区去除前后的图像相关系数 分解层数 犮１ 犮２ 犮ｍａｘ

ＳＰＯＴ影像 ８７．８１５４ ６９．０３５２ ０．６４４４ ５ ０．３ ０．２ ２

航空影像 １６６．５６０１ １３７．５６７３ ０．６９８６ ５ ０．４ ０．３ ２．４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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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算法具有计算复杂度低、自动化

程度高的优点。在具体实现时，可以通过人机交

互的方式只选择图像中的有云部分进行处理，从

而减少参与运算的数据量，该算法处理后的结果

可以做到与未处理的清晰部分之间的平滑过渡。

虽然本文是针对全色遥感影像所做的，但对于多

波段遥感影像的云区检测及去除问题也是相似

的，主要不同是由于不同波段所对应的光谱波长

不同，对于云区的敏感度也不同，因此需要进行纠

正的参数也不同，应该与其光谱波长相适应，这是

下一步要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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