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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一种基于局部条纹频率估计的干涉相位图二维高斯滤波方法。该方法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局部

条纹频率，并用相位噪声的局部标准差评价噪声强度，从而控制滤波器参数实现自适应滤波，并采用仿真数据

和ＳＩＲＣ／ＸＳＡＲ在意大利Ｅｔｎａ火山的干涉数据进行试验，将本算法与均值滤波方法和中值滤波方法以及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方法进行了比较。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能够有效抑制干涉相位噪声，还能够很好地保持

干涉条纹的细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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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ＩｎＳＡＲ技术日益成熟，并广泛应用

于国土测绘和地震监测等领域。干涉数据处理

中，两幅雷达复图像经过滤波、配准等处理后共轭

相乘得到干涉相位图，再经过相位解缠等处理，最

终获得测区的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和地表形变

数据［１］。

对干涉相位图滤波，降低相位噪声的影响，是

保证干涉测量精度的重要措施［２］。

均值滤波、中值滤波和高斯滤波是常用的简

单易实现的干涉相位图滤波方法。为克服传统滤

波方法的不足，出现了许多自适应的滤波方法，如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
［３］、Ｌｅｅ滤波

［４］、基于偏微分方程

的滤波［５］、小波滤波等［６］。上述自适应滤波方法

都能够改善滤波时对干涉条纹细节的模糊，但普

遍算法较复杂，有些算法计算量也较大。

１　算法的提出和实现

二维高斯滤波器可用下式表示［７］：

犌 狓，（ ）狔 ＝ｅｘｐ －
１

２

狓

σ（ ）
狓

２

＋
狔
σ（ ）
狔

［ ］｛ ｝
２

（１）

　　对于传统高斯滤波器，在狓、狔方向（干涉图

的行、列方向）的滤波窗口大小相同，滤波器标准

差σ狓 等于σ狔，因此高斯滤波器对干涉相位图中每

一点的滤波强度相同。但这种简单的滤波方法并

不能在滤波时有效地保持干涉条纹的细节。干涉

条纹是地形、地貌的直接映射，其疏密程度受地形

坡度的影响［８］。干涉相位图中各点的相关性也直

接影响干涉条纹的质量。本文在传统高斯滤波器

的基础上，估计干涉相位图的局部条纹频率和局

部相位噪声的标准差，并用它们分别控制调整高

斯滤波器在两个方向滤波窗口的大小和滤波强

度，从而达到针对不同地形特性的干涉相位图的

自适应滤波。

２　根据局部条纹频率估计选择滤波

窗口大小

　　干涉条纹直接反映了地形的变化起伏，局部

条纹频率和局部地形坡度的关系为［１］：

犳 ＝－
２犅⊥

λ犚狊ｔａｎθ－（ ）α
（２）

　　在降噪的同时，应当尽可能保留干涉条纹的

细节信息。地形平坦区域，生成的干涉条纹稀疏，

地形信息少，可以用较大的滤波窗口降噪。而在

地形陡峭的区域，生成的干涉条纹较密，为保护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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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条纹不被破坏，适宜用较小的滤波窗口降噪。

本文算法根据局部条纹频率调整滤波窗口大

小。干涉条纹的二维频率可以表示如下［８］：

犳 狓，（ ）狔 ＝犳狓 狓，（ ）狔狓^＋犳狔 狓，（ ）狔狔^ （３）

　　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来估计局部干涉条纹的二维频率［８］。最大似然法

是通过二维信号周期图的峰值位置来估计局部条

纹频率。假定二维信号含有常数但未知的幅度

犫，且二维空间信号的相位由局部频率犳狓、犳狔 和常

值相位θ决定。假设信号中的噪声项为高斯噪

声，等间隔采样，且间隔为１，这些假设在两个方

向上都成立。假设二维信号矩阵大小为犔×犕，

且第一个采样点有狓＝狔＝０。在这些假设下，可

以将干涉相位图作为二维信号：

狕（狓，狔）＝犫·ｅｊ
（犳狓狓＋犳狔狔＋θ

） （４）

式中，狕为二维信号；ｊ是虚数单位；犫是幅度；犳狓

和犳狔 是局部频率；θ是常值相位。

根据式（４）用最大似然估计原理推导，干涉相

位图中点（狓，狔）处的局部条纹频率（犳狓，犳狔）满足

式（５），并可以用二维ＦＦＴ实现快速计算：

ｍａｘ
犳狓
，犳（ ）
｛

狔
∑

犔＋ 犖狓－
（ ）１ ／２

狓＝犔－ 犖狓－
（ ）１ ／２

∑

犕＋ 犖
狔
－（ ）１ ／２

狔＝犕－ 犖
狔
－（ ）１ ／２

狕狓，狔·

ｅｘｐ －ｊ犳狓狓＋犳狔（ ）｛ ｝｝狔 （５）

式中，犖狓、犖狔 为狓、狔方向估计窗口的大小，本文

滤波中窗口大小都取５。

本文算法在滤波中预设滤波器所能采用的最

大窗口和最小窗口大小分别为 ｍａｘ犠 和 ｍｉｎ犠，

并令犠狓（狓，狔）和犠狔（狓，狔）分别为点（狓，狔）在狓

和狔轴方向所应采用的滤波窗口大小。根据上

述预设参数和最大似然法估计所得的干涉相位图

局部条纹频率，可以根据式（６）控制二维高斯滤波

器在各个点上狓轴方向的滤波窗口大小：

犠狓 狓，（ ）狔 ＝ ［ｉｎｔ １－
犳狓 狓，（ ）狔
ｍａｘ犳狓，犳（ ）（ ）

狔

·

ｍａｘ犠 －ｍｉｎ（ ）］犠 ＋ｍｉｎ犠 （６）

式中，ｉｎｔ表示向最近的整数取整；ｍａｘ（犳狓，犳狔）表

示取犳狓 和犳狔 中较大值。

同理，可获得各点在狔轴方向滤波窗口的大

小。局部条纹频率在两个方向上的分量分别控制

滤波器在两个方向上滤波窗口的大小。在局部条

纹频率高的区域，滤波器使用较小的滤波窗口；反

之，使用较大的滤波窗口。滤波窗口的大小根据

地形信息的分布自适应调整，从而在降噪的同时

能够较好地保留干涉条纹的细节信息。

３　根据局部噪声方差选择高斯滤波

器标准差

　　多视干涉相位的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是相关

系数ρ和多视数狀的函数
［９］：

狆（） ＝
Γ狀＋（ ）１２ １－ ρ（ ）２ 狀

β

２槡πΓ（）狀 １－β（ ）２ 狀＋
１
２

＋
１－ ρ（ ）２ 狀

２π
·

犉狀，１；
１

２
；β（ ）２ ，－π＜ （－θ）≤π （７）

基于式（７），可以在实数域建立干涉相位噪声的加

性模型［６］：

ｎｏｉｓｙ＝ｒｅａｌ＋狏 （８）

　　根据式（７）可知，标准差σ狏 是视数狀和相关

系数ρ的函数，三者的关系曲线如图１所示。由

图１可知，视数或相关系数增加都会使得干涉相

位图中噪声方差减小。在视数狀一定的情况下，

σ狏 和ρ呈单调关系，即通过σ狏 可以反映干涉相位

图中噪声的强度。

图１　三个参数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本文滤波算法选择用σ狏 来评价局部相位噪

声的强度，并控制滤波器的标准差。根据式（８），

无噪干涉相位方差为含噪干涉相位方差和相位噪

声方差之差：

ｖａｒ（ ）ｒｅａｌ ＝ｖａｒｎｏｉｓ（ ）ｙ －σ
２
狏 （９）

　　根据图１中所示关系，建立σ狏的查找表。对

每一点，已知视数狀和相关系数ρ，可以查到对应

的σ狏值。再由干涉相位图中计算得到ｖａｒｎｏｉｓ（ ）ｙ ，

根据式（９）能够获得无噪干涉相位的方差ｖａｒ

（ ）ｒｅａｌ 。因为ｖａｒ（ ）ｒｅａｌ 应当为非负值，所以若计

算时出现负值，则置为零。对干涉相位图中每一

点来说，σ狏反映了该点干涉相位噪声的强度，ｖａｒ

（ｒｅａｌ）则反映了该点所处局部地区地形变化的方

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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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σ狏＞ｖａｒ（ｒｅａｌ）时，噪声强度要大于局部地形

的方差，滤波器此时应以降噪为主，故选择大方差

值，增加滤波强度；σ狏＜ｖａｒ（ｒｅａｌ）时，噪声强度小

于局部地形的方差，滤波器此时应以保持干涉条

纹细节为主，故选择小方差值，降低滤波强度。所

以，本文算法根据每点的σ狏来判断干涉相位图中

局部相位噪声的强弱，并用σ狏作为滤波器标准差。

４　试验结果

４．１　对仿真数据的处理

在大小为５１２×５１２的仿真干涉相位图中加

入均值为０、标准差为１．０ｒａｄ（σ狏＝１．０）的加性相

位噪声。加入噪声的干涉相位图如图２（ａ）所示。

均值滤波、中值滤波和本文滤波方法的滤波结果

分别如图２（ｂ）～２（ｆ）。本文方法滤波窗口最大

值和最小值分别预设为１５和３。

如图２所示，干涉相位图边缘处条纹稀疏，局

部条纹频率较低；中部条纹密集，局部条纹频率较

高。用５×５窗口的均值滤波和中值滤波，噪声没

有得到很好的抑制，条纹依旧不清晰。而用１５×

１５窗口的均值滤波和中值滤波时，虽然在边缘处

获得了较好的滤波效果，但在局部条纹频率较高

的中部条纹遭到严重破坏。本文方法的滤波结果

图２（ｆ）则对整幅图像的降噪效果良好，同时较好

地保持了条纹形状。

　　　　　　

图２　仿真加噪干涉相位图及

滤波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Ｎｏｉｓｙ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３　Ｅｔｎａ火山实际数据及３种

方法滤波结果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ｔｎａ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根据参考文献［４］，仿真的无噪干涉相位图和

滤波后干涉相位图之差的均方根误差如果大于所

加相位噪声标准差σ狏，则说明滤波没能有效抑制

噪声，损坏了干涉条纹结构。计算图２中各个滤

波结果与无噪干涉相位图之差的标准差。

几种滤波结果中，ＲＭＳ误差：５×５均值为

１．２００１；５×５中值为１．１２７３；１５×１５均值为

１．００４９；１５×１５中值为１．１１３２；本文算法为

０．７４９６。只有本文方法的滤波结果计算所得的标

准差为０．７４６９ｒａｄ，小于１．０ｒａｄ的原始噪声标准

差。其余滤波结果对应的值都大于１．０ｒａｄ，说明

在滤波时破坏了干涉条纹结构。显然，和均值滤

波、中值滤波相比，本文方法能够更好地保持干涉

相位图中的条纹结构。

４．２　对犈狋狀犪火山口数据的处理

本文用ＳＩＲＣ／ＸＳＡＲ在意大利Ｅｔｎａ火山

的干涉数据进行试验，进一步验证本文滤波方法

保持干涉条纹细节的性能和降噪性能。干涉相位

图的大小为５１２×５１２点。使用５×５均值滤波、５

×５中值滤波、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α＝０．８，处理块为

６４×６４点，块间重叠为２０）和本文滤波方法进行

比较。其中，本文方法滤波窗口最大值和最小值

分别预设为１３和３。滤波前的干涉相位图和各

种滤波结果如图３所示（中值滤波结果和均值滤

波结果相似，故不列出）。

为说明滤波器对干涉条纹细节的保持，在图３

各图中标出４块区域。对比图中所标４块区域，５

×５均值滤波结果中的噪声明显要强于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滤波和本文方法。仔细对比这４块区域，本文方法

滤波结果在干涉条纹的细节保持上要略好于Ｇｏｌｄ

ｓｔｅｉｎ滤波，尤其是犆、犇两块区域比较明显。

为比较几种滤波器的降噪性能，分别计算滤

波前以及几种方法滤波后干涉相位图中残余点的

数目：滤波前为２５００６；５×５均值滤波为６８２；５×

５中值滤波为６３１；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为５８２；本文算

法为１８７。５×５均值滤波、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和本文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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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滤波后的残余点分布如图４所示（５×５中值

滤波结果和５×５均值滤波类似，故未列出）。

图４　三种方法滤波后残余点分布比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可见，５×５均值滤波、５×５中值滤波之后的

残余点数目都比较多，而且分布也相对零散。虽

然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后的残余点数目和５×５均值滤

波相比只下降了１００，但残余点集中分布在强噪

声区域。本文滤波方法滤波后，残余点数目降到

１８７，不到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结果的１／３，而且残余点

分布依然集中在强噪声区域。由此表明，本文方

法具有良好的降噪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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