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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提升格式小波包变换的犛犃犚图像去噪

王文波１　费浦生１　羿旭明１　张建国２

（１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武汉市珞珈山，４３００７２）

（２　军事经济学院数理系，武汉市罗家墩１２２号，４３００３５）

摘　要：基于信号和噪声在提升格式小波分解中呈现出的不同特性，提出了一种新的小波包去噪算法。该算

法采用提升格式小波对ＳＡＲ图像进行最优小波包分解，并计算每个子频带的能量范数，然后根据软阈值法和

能量范数区分信号和噪声，达到去除噪声的目的。试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对ＳＡＲ图像具有较好的去噪效果，

不仅可以去除图像中的大部分噪声，而且可以较好地保留图像纹理的细节信息。与传统小波包算法相比，其

计算速度快了一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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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小波理论的日趋完善，它以其自身良好

的时频特性在图像、信号去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１，２］。对于纹理比较丰富的ＳＡＲ图像，其

纹理信息大量存在于小波分解后的高频系数中，

常用的小波去噪方法只是对图像的低频部分进行

再分解，而将高频系数直接根据阈值置零，因此，

在去噪的同时损失了大量的纹理信息。而小波包

分解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小波包分解是小波分解

的进一步推广，它能够为信号提供一种更加精细

的分析方法。它将频带进行多层次划分，对小波

分析没有分解的高频进一步分解，因此可以将高

频噪声和高频信号区分开来，从而在去除噪声的

同时更好地保留图像的细节。１９９４年，Ｓｗｅｌｄｅｎｓ

提出了基于提升格式的小波变换，也称为第二代

小波变换［３，４］。第二代小波在空间域直接构造子

集，不依赖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但仍然保持传统小波的

主要特性，而且确保变换的可逆性。提升格式算

法和传统小波变换相比，计算速度更快，计算方法

更简单。本文基于噪声和信号在小波分解中呈现

出的不同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提升格式小波包

分解的ＳＡＲ图像去噪方法。

１　提升格式的小波包分解理论

传统小波变换中的多分辨分析仅对尺度空间

犞犼进行再分解，而没有对小波空间犠犼 进行进一

步的分解。在多分辨分析中，犔２（犚）＝
犼∈狕
犠犼 表

明，多分辨分析只是按照不同尺度犼把Ｈｉｌｂｅｒｔ空

间犔２（犚）分解为所有子空间犠犼（犼∈狕）的正交和，

随着尺度的增加，小波分解的时间分辨率也在增

加，但频率分辨率在降低，这正是小波基的主要缺

点。而小波包却随着尺度犼的增大将小波空间

犠犼进一步分割变细，从而达到提高频率分辨率的

目的，克服了小波变换的缺点。

在提升格式的小波变换中，原始信号犮犼 经过

分裂、预测和更新后，被分解成低频近似信号犮犼＋１

和高频细节信号犱犼＋１。与传统小波变换类似，在

提升格式小波的进一步分解中，也只对低频近似

信号犮犼＋１作进一步分解，而没有对高频细节信号

犱犼＋１进行进一步分解。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对信

号进行提升格式的小波包分解，本文采用经典的

双正交对称ＣＤＦ９７提升格式小波变换。

设Φ（狓）＝（１（狓），２（狓），…，狋（狓））是一个狋

重尺度函数，Ψ（狓）＝（ψ１，ψ２，…，ψ（α－１）狋）
Ｔ 是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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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小波函数，它们满足α尺度关系：Φ（狓）＝

∑
犽∈犣

犘犽Φ（α狓－犽），Ψ（狓）＝∑
犽∈犣

犙犽Ψ（α狓－犽），其

中，犘犽、犙犽 称为α尺度序列。设Φ（狓）与珟Φ（狓）＝

（珘１，珘２，…，珘狋）是一对α尺度狋重双正交的多尺度

函数，而Ψ（狓）与珦Ψ（狓）＝（珘ψ１，珘ψ２，…，珘ψ（α－１）狋）
Ｔ 是

一对对应于Φ（狓）和珟Φ（狓）的双正交小波函数，而

珟Φ（狓）与 珦Ψ （狓）满 足 α 尺 度 关 系：珟Φ（狓）＝

∑
犽∈犣

珟犘犽珟Φ（α狓－犽），珦Ψ（狓）＝∑
犽∈犣

珟犙犽珦Ψ（α狓－犽）。为了

构造双正交小波包，把（α－１）狋维向量值函数

Ψ（狓）分组截为（α－１）个狋维向量Ψ犻（狓），即有

Ψ犻（狓）＝（ψ（犻－１）（α－１）＋１（狓），ψ（犻－１）（α－１）＋２（狓），…，

ψ（犻－１）（α－１）＋狋（狓）），将珦Ψ（狓）相应地分组截断为珦Ψ犻

（狓），即有珦Ψ犻（狓）＝（珘ψ（犻－１）（α－１）＋１（狓），珘ψ（犻－１）（α－１）＋２

（狓），…，珘ψ（犻－１）（α－１）＋狋（狓））。与 Ψ犻、珦Ψ犻 分组相对

应，将犙犽、珟犙犽 划分为（α－１）个狋阶方阵：犙犽＝

（犙
（１）
犽 ，犙

（２）
犽 ，…，犙

（α－１）
犽 ）Ｔ，珟犙犽 ＝ （珟犙

（１）
犽 ，珟犙

（２）
犽 ，…，

珟犙
（α－１）
犽 ）Ｔ，并且记

犘
（０）
犽 ＝犘犽，珟犘

（０）
犽 ＝珟犘犽，犘

（犻）
犽 ＝犙

（犻）
犽 ，珟犘

（犻）
犽 ＝珟犙

（犻）
犽 ，

Ψ０（狓）＝Φ（狓），珦Ψ０（狓）＝珟Φ（狓）

则关于尺度函数Φ（狓）与珟Φ（狓）的双正交小波包可

定义为：

Ψ犪犾＋犻（狓）＝∑
犽∈犣

犘
（犻）
犽
珦Ψ犾（犪狓－犽）

珦Ψ犪犾＋犻（狓）＝∑
犽∈犣

珟犘
（犻）
犽
珦Ψ犾（犪狓－犽）

在上面的等式中，犻＝０，１，…，α－１，犾＝０，１，…犽，犽

∈犣。根据文献［５］中的计算公式可知，α尺度双

正交小波包的变换公式为：

Ψ狀（α狓－犽）＝
１

α
２∑
α－１

犼＝０
∑
犾∈犣

珟犘
（犼）
犽－犪犾


Ψ犪狀＋犼（狓－犾）

珦Ψ狀（α狓－犽）＝
１

α
２∑
α－１

犼＝０
∑
犾∈犣

珟犘
（犼）
犽－犪犾

珦Ψ犪狀＋犼（狓－犾）

（１）

式中，犘表示犘 的共轭转置。取α＝２，把式（１）

带入ＣＤＦ９７提升格式的构造公式中
［４，６］，可以算

出，ＣＤＦ９７小波包分解的滤波器系数和ＣＤＦ９７

小波分解的滤波器一致。

因为ＣＤＦ９７小波对应的系数全为无理数，

而在实际应用中受到计算机字长的限制，只能取

到有限位数，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利用ＣＤＦ９７小

波受计算精度的影响，事实上得不到重构滤波器。

本文利用下面的有理数滤波器系数代替ＣＤＦ９７

小波的滤波器系数［６］：

｛犺（０），犺（１），犺（２），犺（３），犺（４）｝

＝
１

１０
｛１９０
１６
，８６
１６
，－
２４

１６
，－
６

１６
，９
１６
｝

｛珘犺（０），珘犺（１），珘犺（２），珘犺（３）｝＝ ｛
１８

３２
，１９
６４
，－
１

３２
，－
３

６４
｝

犺（－犽）＝犺（犽），　珘犺（－犽）＝珘犺（犽） （２）

　　由文献［６］可知，用该滤波器对图像进行分解

的效果与ＣＤＦ９７小波对图像分解的效果几乎完

全相同。

２　提升格式小波包去噪

２．１　信号的奇异性检测

Ｍａｌｌａｔ在１９９２年将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指数与小波变

换后系数模的局部极大值联系起来，通过小波变

换后局部极大值在不同尺度上的衰减速度来衡量

信号的局部奇异性。设犳（狓，狔）∈犔
２（犚２），且

δ（狓０，狔０）为（狓０，狔０）的任一开邻域，若对任意（狓，

狔）∈δ（狓０，狔０），有：

狘犳（狓，狔）－犳（狓０，狔０）狘＝

犽狘（狓－狓０）
２
＋（狔－狔０）

２
狘
α／２

则称犳（狓，狔）在（狓０，狔０）点的奇异性为α（α为Ｌｉｐ

ｓｃｈｉｔｚ指数）。若小波函数ψ（狓，狔）∈犔
２（犚２）且具

有狀阶消失矩，则

狘犠２
犼犳（狓，狔）狘≤犽２

犼α （３）

若（狓０，狔０）是犳（狓，狔）的局部突变点（奇异点），则

小波变换系数犠２
犼犳（狓０，狔０）是（狓０，狔０）处的局部

模极大值。

式（３）说明，对于奇异性大于零的奇异点，随

着尺度的增加，其小波变换后的幅值将呈增加趋

势；而对于奇异性小于零的奇异点，幅值随尺度的

增加而减小。由于噪声具有负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指数，

因此，噪声小波系数随尺度的增加而迅速减小，而

信号具有正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指数，信号经小波变换后

的系数幅值不会随尺度的增加而明显减小。由文

献［３，４，７］可知，图像经提升格式分解后的小波系

数也具有这一性质。

２．２　小波包最优基选择

信号进行小波包分解时，计算复杂度较大，一

个深度为犔的完全二叉子树的个数为２犖，其中犖

＝２犾为信号长度。对于图像的完全四叉树分解，

复杂度更高。因此，分解前，需要选择小波包分解

的最优基。常用的分解标准为最小熵准则，在熵

分解准则中，有Ｓｈａｎｎ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等具有可加

性的熵［８］。最小熵准则分解的思想为：先将图像

分解至最大层数，然后计算各个终节点的熵值，如

果其父节点的熵值大于子节点的熵值和，则分解

有效，分解得到保持，并把父节点的熵值变为子节

点的熵值和；否则分解无效，进行综合运算把子节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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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合并。由文献［８，９］可知，在一般情况下，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熵分解准则比Ｓｈａｎｎｏｎ熵分解准则效

果更好，因为Ｓｈａｎｎｏｎ分解准则下分解的结果大

致总是完全树，不符合图像的多样性特点；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熵分解准则下分解的小波包最优树随

着阈值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而变化，而且随着阈

值的不断增大，越来越接近小波包完整树，这说明

阈值变大后，子节点大于阈值的系数越来越少，因

此，满足父节点的熵值大于子节点熵值之和的小

波包分解条件，这与噪声的小波分解特性一致，即

随着分解尺度的增大，噪声能量减小。文中进行

小波包分解时，采用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熵分解准则。

２．３　提升格式小波包去噪方法

由噪声和信号的小波变换系数特性可知，随

着尺度分解的增加，信号小波变换系数的模极大

值变化较小，而噪声小波系数的模极大值却大大

减小。这里引入子频带能量范数‖犝‖∞：

‖犝‖∞ ＝ｍａｘ｛狘犱犼狘∶１≤犼≤犕｝ （４）

式中，犱犼为每个子频带内的小波包分解系数；犕

为子频带内系数的数量。

小波去噪方法大都是基于噪声存在于小波变

换后的高频系数内的特性，通过对高频系数设置阈

值来决定系数的保留或置零，从而达到去噪的目

的。常用的去噪方法是Ｄｏｎｏｈｏ提出的硬阈值法和

软阈值法，文中选取软阈值法作为小波包分解后每

个子频带内的去噪方法。软阈值法的公式为：

犱τ＝
ｓｉｇｎ（犱（狀））（狘犱（狀）狘－τ），狘犱（狀）狘＞τ

０，狘犱（狀）狘≤｛ τ

其中，τ＝σ ２ｌｎ槡 犖，σ＝
１

０．６７４５
·ｍｅｄ（｜犱｜）。

在小波分解后的每个子频带犱犼内，根据软阈

值法来去除噪声。由于随着小波包分解级数的增

加，犱犼子频带内的小波系数逐渐增多，而图像的

高频有用信号系数没有大的变化，且在每个子频

带内占主导地位，因此，在去除大部分噪声的同时

保留了图像有用的高频信号，从而可自适应地去除

噪声。能量范数‖犝‖∞对每个子频带内的系数求

幅值最大值，为了进一步去除噪声，比较每个父节

点和其子节点的能量范数，如果子节点的能量范数

和父节点的能量范数相差较大，由信号和噪声的小

波分解特性可知，该节点内的噪声信号占优，因此，

可以将该子节点内的系数置零；如果二者的能量范

数相差较小，则保留子节点的系数不变。对于信噪

比较低的图像，在小波包分解过程中，由于在较低

分解级噪声占优，而在较高分解级信号占优，因此

从第２级分解开始计算子频带的能量范数。

３　犛犃犚图像去噪试验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对细节丰富的ＳＡＲ图像

去噪步骤可以分为如下步骤：① 按式（２）给出的

滤波器系数对图像进行狀级提升格式小波包完全

分解；② 用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熵标准求得小波包最优基，

并进行最优小波分解；③ 根据软阈值法对小波包

中每个子频带系数进行去噪处理，调整其系数；

④ 由式（４）计算子频带的能量范数‖犝‖∞，并通

过比较父节点和子节点的能量范数‖犝‖∞来进

行进一步的处理；⑤ 对处理后的系数按提升格式

重构公式进行小波包重构，得到去噪后的图像。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福建省沿海莆田地区的一

幅４００×３８８的ＪＥＲＳ１ＳＡＲ图像，分别用ｄｂ７小

波、ｄｂ７小波包和本文方法对图像进行去噪。用

ｄｂ７小波和小波包去噪时，采用软阈值法进行４

级分解；提升格式的小波包变换去噪时，也进行４

级分解，试验图像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ｂ）和图１（ｄ）可以看出，图１（ｂ）中用

图１　去噪试验图像

Ｆｉｇ．１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ｄＷａｖｅｌｅｔＰａｃｋｅｔ

小波软阈值去噪法去除了ＳＡＲ图像中的大量噪

声，使图中的主要目标清晰可见，但图中的纹理信

息作为高频信息已被损失，导致很多纹理区域被

平滑。图１（ｄ）中使用了提升格式的小波包去噪

方法，在去除噪声的同时，对高频信息也进行了选

择性筛选，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图像中的原始纹理

信息。将图１（ｂ）和图１（ｄ）对比可知，提升格式小

波包方法能有效地保留纹理信息，效果优于小波

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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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阈值方法。

图１（ｃ）和图１（ｄ）的去噪效果比较接近，但在

计算时间方面相差较大。基于插值细分的第二代

小波变换，当预测系数和更新系数给定后，运算操

作为简单算术运算，运算量与ｌｏｇ２（犖－１）／（犕ｍａｘ

－１）成 正比；而 Ｍａｌｌａｔ小波分解运 算 量 与

犖ｌｏｇ２犖 成正比，其中犖 为数据长度，犕ｍａｘ＝ｍａｘ

（犕，珮犕）（犕、珮犕 为ＣＤＦ（犕，珮犕）中消失矩的值）。

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和Ｓｗｅｎｌｄｅｎｓ通过研究表明，在同样

数据长度条件下，采用提升格式小波变换方法可

将变换速度至少提高１倍以上
［２］。本文试验是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中进行的，采用ｄｂ７小波去噪、ｄｂ７小

波包去噪、ＣＤＦ９７提升格式小波包去噪所需的

时间分别是０．４４３０ｓ、５．６９５７ｓ、２．６３３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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