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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新自适应性形态小波的构造

王文波１　羿旭明１　费浦生１

（１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武汉市珞珈山，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在基于提升格式形态小波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具有更新自适应性的一维二通道和二维四通道形态

小波的构造方法。在更新步骤中，选取局部均差绝对值最大的点作为低频近似信号，使更新算子具有自适应

性。实验表明，在用该方法构造的形态小波对图像进行分级压缩显示时，低频部分能较好地保持原图中的细

节，且具有较好的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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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献［１３］提出的不同类型的形态小波的

构造方法中，有一个明显的限制，就是滤波器的构

造是固定的，即滤波算子对信号全局来讲是固定

不变的。但现实世界中的信号如音频、图像等都

常常是极度不连续、不平滑的，这时用固定滤波器

的形态小波往往并不能对信号进行很有效的处

理。为了对图像进行更有效的压缩、重构和编码，

文献［４，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自适应形态小波，这

些形态小波都是对提升格式中的预测算子进行自

适应构造。文献［６，７］对更新算子的自适应性构

造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本文提出了一种具有更

新自适应形态小波的构造方法。

１　基于提升格式的形态小波构造的

条件

　　从提升格式的分解过程可以看出，低频近似

信号的特性主要受更新算子犝 的影响，因此，本

文只对形态学更新算子引入自适应性，即依据信

号的局部信息选择相应的更新算子犝。在自适应

情况下，犝 的选择与信号局部相关，引入一个决定

集映射的概念犇：犞犼＋１×犠犼＋１→犇犼＋１，犇称为决定

集。此时，提升格式的形态小波中的更新步骤可

以表示为：狓犼＋１′ （狀）＝狓犼＋１（狀）＋犝犱狀（狔犼＋１′ ），其中，

犱犼＋１（狀）＝犇（狓犼＋１，狔犼＋１′ ）（狀）是位置狀处的决定函

数值。为了实现完美重建，犇 必须满足犇（狓犼＋１，

狔犼＋１′ ）＝犇（狓犼＋１′ ，狔犼＋１′ ）。为了使构造出的自适应更

新算子犝犱狀能较完整地反映出信号的局部情况，

本文引入了新的高频分量狔犼＋１，ｎｅｗ′ ，使得狔犼＋１，ｎｅｗ′ 能

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低频信号的局部特性，而决

定函数犱犼＋１（狀）由狔犼＋１′ 和狔′犼＋１，ｎｅｗ决定，即犱犼＋１（狀）

＝犇（狔犼＋１′ ，狔犼＋１，ｎｅ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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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一维二通道更新自适应形态小波的构造

一般地，信号的突变点分为三种类型：阶跃

型、屋顶型和凸缘型［８］。设狓１、狓２、狓３为三个实

数，令狌＝（狓１＋狓２＋狓３）／３，由文献［９］可知，若

狘狓犽－狌狘＝ｍａｘ｛狘狓犻－狌狘｝，犻＝１，２，３（１）

即狓犽 是狓１、狓２、狓３ 中均差绝对值最大的数，则狓犽

是狓１、狓２、狓３ 中变化最大的数。若狓１、狓２、狓３为三

个信号点，则狓犽也可以看作是狓１、狓２、狓３中的突变

点。可以按照式（１）来选取近似信号点，按照该方

法构造的一维二通道形态小波公式如下：

狓１（狀）＝
狓０（２狀）＋狓０（２狀＋１）＋狓０（２狀＋２）

３

狔１（狀，１）＝狓０（２狀）－狓０（２狀＋１）

狔１（狀，２）＝狘狓０（犽）－狓１（狀）狘

狔１（狀，３）＝ｓｉｇｎ（狓０（犽）－狓１（狀））

式中，｜狓０（犽）－狓１（狀）｜＝ｍａｘ｛｜狓０（２狀）－狓１（狀）｜，

｜狓０（２狀＋１）－狓１（狀）｜｝；狔１′（狀，１）＝狔１（狀，１），狔１′（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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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狔１（狀，２）；狔１′（狀，３）＝狔１（狀，３）；狓１′（狀）＝狓１（狀）

＋犱（狀）×狔１′（狀，２），犱（狀）＝狔１′（狀，３）。其中，狔１′（狀，

２）、狔１′（狀，３）是新引入的两个细节分量。容易证

明，分解后的低频信号狓１′（狀）＝狓０（犽），其中，狓０

（犽）满足｜狓０（犽）－狓１（狀）｜＝ｍａｘ｛狓０（２狀）－狓１（狀）｜，

｜狓０（２狀＋１）－狓１（狀）｜｝，因为自适应函数犱（狀）只

由细节信号狔１′（狀，犻）决定，所以在恢复信号时，可

以实现完美重构。

考虑到信号的取值都为正值，由分解过程可

知，重构过程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１）如果狔１′（狀，３）＞０，则表明狓１′（狀）＝ｍａｘ｛狓０

（２狀），狓０（２狀＋１）｝，此时，ψ
↓（狓０）（２狀）＝狓１′（狀）＋

１

２

［１－ｓｉｇｎ（狔１′（狀，１））］狔１′（狀，１），ψ
↓（狓０）（２狀＋１）＝

狓′１（狀）－
１

２
［１＋ｓｉｇｎ（狔１′（狀，１））］狔１′（狀，１）。

２）如果狔１′（狀，３）＜０，则表明狓１′（狀）＝ｍｉｎ｛狓０

（２狀），狓０（２狀＋１）｝，此时，ψ
↓（狓０）（２狀）＝狓１′（狀）＋

１

２

［１＋ｓｉｇｎ（狔１′（狀，１））］狔１′（狀，１），ψ
↓（狓０）（２狀＋１）＝

狓１′（狀）－
１

２
［１－ｓｉｇｎ（狔１′（狀，１））］狔１′（狀，１）。

３）如果狔１′（狀，３）＝０，则ψ
↓（狓０）（２狀）＝狓１′（狀），

ψ
↓（狓０）（２狀＋１）＝狓１′（狀）。

从图１可以看出，图１（ｂ）和１（ｃ）中信号的突

变点明显减少，而图１（ｄ）中的近似信号在一些突

变点处被模糊。图１（ｅ）是用本文提出的更新自

适应小波一级分解后的近似信号，与原始信号相

比，信号的突变点基本都被保留。

图１　一维信号经不同形态小波分解后的低频信息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ｂｙ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ｌｅｔｓ

２．２　二维四通道更新自适应形态小波的构造

方案１　将一维二通道更新自适应形态小波

的构造公式分别应用于图像的行和列，则可以得

到二维四通道更新自适应形态小波。

上述处理二维图像的自适应更新提升中，对

于低频信号的选择考虑了行和列两个方向的突变

因素，但没有考虑对角线方向上的突变因素，如图

２（ａ）所示。如果突变点位于行方向或列方向（图

２（ｃ）、２（ｄ）），则在分解后的低频信号中必能对其

加以保留；但如果２×２窗口中的突变点位于对角

线方向（图２（ｅ）），则由于在选取突变点时，对角

线方向的信息没有被考虑，因此分解后的低频信

号中必然不能保留该突变点，即会损失一部分细

节信息。因此，在第二种更新自适应的提升方案

中，把对角线方向的突变因素也考虑进去，如图

２（ｂ）所示。

图２　提升方案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ｏＬｉｆ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ｓ

　　方案２　按照一维二通道的提升方法在行、

列和对角线方向分别选择低频信息点狓犺、狓狏、狓犱；

然后按照式（１）从狓犺、狓狏、狓犱中选出突变点狓犺狏犱作

为最终的低频信息点。按照该提升方案，二维四

通道更新自适应形态小波的构造步骤如下。

令狌＝
１

３
［∑
２

狆＝０

狓０（２犿，２狀＋狆），∑
２

狆＝０

狓０（２犿＋

狆，２狀），∑
２

狆＝０

狓０（２犿＋狆，２狀＋狆）］，这里狌是一向

量，设狓１＝［狓０（２犿，２狀＋犼犺），狓０（２犿＋犻狏，２狀），狓０

（２犿＋犻犱，２狀＋犼犱）］。式中，狓０（２犿，２狀＋犼犺）＝ｍａｘ

｛｜狓０（２犿，２狀＋犽）－狌（１）｜｝，狓０（２犿＋犻狏，２狀）＝

ｍａｘ｛｜狓０（２犿＋犽，２狀）－狌（２）｜｝，狓０（２犿＋犻犱，２狀＋

犼犱）＝ｍａｘ｛｜狓０（２犿＋犽，２狀＋犽）－狌（３）｜｝，犽＝０，１；

狔１＝ｓｉｇｎ（狓１－狌），狔２＝｜狓１（犽）－‖狓１‖／３｜，狔３＝

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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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狓１（犽）－‖狓１‖／３），狔４＝狓１。其中，｜狓１（犽）

－‖狓１‖／３｜＝ｍａｘ｛｜狓１（犻）－‖狓１‖／３｜｝，犻＝０，

１，２，这里，‖狓１‖＝｜狓１（０）＋狓１（１）＋狓１（２）｜／３，

狔犺狏犱＝［狔犺，狔狏，狔犱］，狔犺＝狓０（２犿，２狀）－狓０（２犿，２狀＋

１），狔狏＝狓０（２犿，２狀）－狓０（２犿＋１，２狀），狔犱＝狓０

（２犿，２狀）－狓０（２犿＋１，２狀＋１），狔１′＝狔１，狔２′＝狔２，狔３′＝

狔３，狔４′＝狔４，狔犺狏犱′ ＝狔犺狏犱，狓１′＝‖狓１‖／３＋ｄ（狀）×狔２′，其

中，犱（狀）＝狔３′；狔１、狔２、狔３是新引进的３个细节分

量。

两种二维提升方案的提升结果如图３所示。

可以看出，原图中的细节部分（白色细线部分）在

按照方案１经一次提升后得到的低频信息中（图

３（ｃ））没能得以保留，而在按照方案２经一次提升

后的低频图像中（图３（ｄ））基本都被保留。

图３　两种二维提升方案的提升结果

Ｆｉｇ．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Ｌｉｆ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ｓ

　　该方案重构的主要思路如下。

１）由高频信息狔３′确定低频数据点狓１′是从２×

２窗口的行、列或对角线中选出的。由分解过程

可知，如果狔３′≥０，则狓１′＝ｍａｘ｛狔４′（１），狔４′（２），狔４′

（３）｝；如果狔３′＜０，则狓１′＝ｍｉｎ｛狔４′（１），狔４′（２），狔４′

（３）｝。因此，由ε（犽）＝ｍａｘ｛狔４′（犻）｝，狔３′≥０或ε（犽）

＝ｍｉｎ｛狔４′（犻）｝，狔３′＜０（犻＝１，２，３），可得到一个犽

值：①犽＝１，即在狓０（２犿，２狀）、狓０（２犿，２狀＋１）中确

定狓１′的位置；②犽＝２，即在狓０（２犿，２狀）、狓０（２犿＋

１，２狀）中确定狓１′的位置；③犽＝３，即在狓０（２犿，

２狀）、狓０（２犿＋１，２狀＋１）中确定狓１′的位置。

２）由高频信息狔１′（犽）和狔犺狏犱′ （犽）的符号即可确

定狓１′的具体位置。若狔１′（犽）≥０（或狔１′（犽）≤０），则

狓１′＝ｍａｘ｛狓０（２犿，２狀），狓０（２犿＋犽／２，２狀＋犽％２）｝

（或狓１′＝ｍｉｎ｛狓０（２犿，２狀），狓０（２犿＋犽／２，２狀＋犽％

２）｝）；再由狔犺狏犱′ （犽）的符号即可知道：

狓１′＝
狓０（２犿，２狀），狔犺狏犱′ （犽）≥０

狓０（２犿＋犽／２，２狀＋犽％２），狔犺狏犱′ （犽）＜
｛ ０

式中，犽／２表示犽除以２的商，犽％２表示犽除以２

的余。

因此，考虑对角线方向突变因素的二维四通

道自适应形态小波的重构公式可归纳如下。

１）由高频信息狔３′的值来选取参数犽：

ε（犽）＝
ｍａｘ｛狔４′（犻）｝，狔３′≥０

ｍｉｎ｛狔４′（犻）｝，狔３′＜０（犻＝１，２，３
｛ ）

　　２）若狔１′（犽）≥０，狔犺狏犱′ （犽）≥０或狔１′（犽）＜０，狔犺狏犱′

（犽）＜０，则有：

ψ
↓（狓０）（２犿，２狀）＝狓１′（狀）

ψ
↓（狓０）（２犿，２狀＋１）＝狓１′（狀）－狔犺狏犱′ （１）

ψ
↓（狓０）（２犿＋１，２狀）＝狓１′（狀）－狔犺狏犱′ （２）

ψ
↓（狓０）（２犿＋１，２狀＋１）＝狓１′（狀）－狔犺狏犱′ （３）

　　３）若狔１′（犽）≥０，狔犺狏犱′ （犽）＜０或狔１′（犽）＜０，

狔犺狏犱′ （犽）≥０，则有：

ψ
↓（狓０）（２犿，２狀）＝狓１′（狀）＋狔犺狏犱′ （犽）

ψ
↓（狓０）（２犿，２狀＋１）＝狓１′（狀）－狔犺狏犱′ （１）

ψ
↓（狓０）（２犿＋１，２狀）＝狓１′（狀）－狔犺狏犱′ （２）

ψ
↓（狓０）（２犿＋１，２狀＋１）＝狓１′（狀）－狔犺狏犱′ （３）

　　图像经各种形态小波分解后的低频近似图如

图４所示。在图４（ｂ）中，五角星和下中部分的花

瓣的形状保持得较好，但右中部分的向日葵图案

已被模糊，且花瓣图案中的细节黑线也基本未能

保留；在图４（ｃ）中，花瓣及其细节黑线都得到较

好的保持，但其他几个图案被严重模糊；图４（ｄ）

中，各个图案的形状和细节基本被保持，但和原图

相比，向日葵图案的边缘部分和小五角星都有一

定程度的模糊，且花瓣中的黑色细节也被部分模

糊；图４（ｅ）、４（ｆ）中的低频近似图像较好地保持了

原始图像中的突变点，图像具有较清楚的细节和

较好的清晰度，而且图像中的缝隙也比较清楚。

但图４（ｆ）和图４（ｅ）相比，至少有三处细节比图

４（ｅ）中更清晰，轮廓也保持得更好。这是因为图

像的某些细节部分的突变点恰好处于２×２窗口

的对角方向，这样按照方案１分解后的低频近似

图像必然会损失一部分细节，且会使图像变得模

糊；而按照方案２分解，低频图像中不仅可保留更

多的细节，而且特征图形的清晰度也更高。

３　结　语

基于提升格式的形态小波兼顾了形态学的形

态特性与小波的多分辨率特性，计算简单，是图像

处理中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本文对更新算子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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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图像经各种形态小波分解后的低频近似图

Ｆｉｇ．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ｏｎ

了自适应性，根据图像的局部信息选择相应的更

新算子，提出了一种具有更新自适应性形态小波

的构造方法。在自适应形态小波的构造过程中，

引入了新的高频分量，虽增加了一定的计算量，但

计算量的增加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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