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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重力测量数据的小波阈值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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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航空重力测量实测数据，详细探讨了不同小波、阈值确定和施加方式及小波分解层次对滤波效果

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ｄｂ８、ｄｂ１０和ｃｏｉｆ５较适合于航空重力测量应用，小波的分解层次一般应取７层或８

层，且不同的分解层次应当采用不同的恰当阈值，此时的滤波结果与地面参考值的比较精度为３～５×１０－５

ｍｓ－２，与采用截止频率为０．００５Ｈｚ的巴特沃什低通滤波器的滤波结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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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重力测量在动态环境中进行，得到的空

中测点的重力扰动受各类噪声的影响。真实的重

力扰动信号往往不足１００×１０－５ｍｓ－２，而噪声的

幅度可能比重力扰动信号高出百倍甚至几千倍；

信号比噪声大的频带集中在低频段的很窄部分，

而噪声占据了相当宽的频带，且信号与噪声的频

带之间没有明确的过渡。通常，根据航空重力测

量的实际情况设计和采用数字低通滤波器，以消

除噪声并提取有用的重力信号［１］。数字滤波器的

显著优点是拥有成熟的设计和实现方法并可获得

较为满意的滤波效果［２，３］。但在剔除高频噪声的

同时丢失了部分有用的重力信号，这极大地限制

了重力测量分辨率的进一步提高。

小波去噪方法多种多样，如小波分解与重构

法、平移不变量小波去噪法、小波变换模极大值

法、小波阈值滤波法等。小波分解与重构法本质

上相当于一个具有多个通道的带通滤波器，主要

适用于信号和噪声的频带相互分离时的确定性噪

声的情况；平移不变量小波法主要适用于信号中

混有白噪声且含有若干不连续点的情况；模极大

值法主要适用于信号中混有白噪声，且信号中含

有较多奇异点的情况；小波变换阈值法主要适用

于信号中混有白噪声的情况，是实现最为简便、滤

波效果较好且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

上述小波滤波方法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应

用［４，５］。文献［６］利用Ｄａｕｂｅｎｃｈｉｅｓ小波对动态大

地测量观测数据进行了分析，采用史坦的无偏似

然估计的软阈值对大地测量数据中的随机噪声进

行了降噪处理。文献［７］运用小波降噪技术提高

了ＬｏｒａｎＣ输出的信噪比，进一步结合导航系统

的滤波运算，使组合系统的各导航参数精度得到

了显著的提高。文献［８］利用小波多分辨率分析

法消除了短周期误差的影响，有效地改善了基于

微电子机械系统（ＭＥＭＳ）的惯性传感器的性能。

文献［９］提出了基于自适应噪声抵消与小波滤波

相结合的ＧＰＳ噪声抑止方法，有效地削弱了多路

径效应及测量随机噪声。文献［１０，１１］探讨了小

波变换方法在航空重力测量数据信噪分离中应用

的可能性，分别以模拟数据和实测数据分析了降

噪效果。就小波阈值滤波法的实质而言，实用中

需重点关注的有三个方面，即小波的类型选择、最

高分解层次的确定、阈值的计算及其施加方式等。

本文将基于航空重力测量实测数据，从上述几个

方面探讨小波阈值滤波法在航空重力测量数据处

理中的适用性。

１　小波阈值滤波

小波滤波基于小波变换的“集中”或“聚焦”能

力。一般认为，信号经小波变换后，由信号产生的

小波系数包含有信号的重要信息，其幅值较大，但

数目较少，而噪声对应的小波系数幅值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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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过在不同尺度上选取合适的阈值，并将小于

该阈值的小波系数置零或弱化，而保留大于阈值的

小波系数，从而使信号中的噪声得到有效抑制，最

后经小波逆变换，得到滤波后的重构信号［１２］。

１．１　信号的多尺度分解和重构

若犳犽为信号犳（狋）的离散采样数据且令犮０，犽＝

犳犽，则信号犳（狋）的正交小波分解公式（即 Ｍａｌｌｅｔ

分解算法）为：

犮犼，犽 ＝∑
狀

犺狀－２犽犮犼－１，狀

犱犼，犽 ＝∑
狀

犵狀－２犽犱犼－１，

烅

烄

烆 狀

，犽＝０，１，２，…，犖－１ （１）

式中，犮犼，犽为尺度系数；犱犼，犽为小波系数；犺、犵为一

对正交镜像滤波器组；犼为分解层次；犖 为离散采

样点数。

小波重构过程是分解过程的逆运算，相应的

Ｍａｌｌｅｔ重构公式为：

犮犼－１，狀 ＝∑
狀

犺狀－２犽犮犼，狀＋∑
狀

犵狀－２犽犱犼，狀 （２）

１．２　高频系数的阈值量化

高频系数的阈值量化处理就是对小波变换的

高频系数犱犼，犽施加阈值。通常有硬阈值、软阈值

和改进的阈值３种施加方式。

若阈值大小为δ，施加阈值后小波系数的大

小为犱^犼，犽，则硬阈值施加方式为：

犱^犼，犽 ＝
犱犼，犽，犱犼，犽 ≥δ

０，犱犼，犽 ＜
｛

δ
（３）

软阈值施加方式为：

犱^犼，犽 ＝
［ｓｉｇｎ（犱犼，犽）］（狘犱犼，犽狘－δ），狘犱犼，犽狘≥δ

０，狘犱犼，犽狘＜
｛

δ

（４）

　　改进的阈值是硬阈值和软阈值之间的折衷，

即当小波系数的绝对值小于阈值时不简单置为

零，而是平滑地减小为零；当大于阈值时，小波系

数幅度都减去阈值。这样，既保证了大的小波系

数，又保证了加阈值后系数的平滑过渡。

１．３　小波阈值的估计

有多种小波阈值估计方法，常用的有固定阈

值法（ｓｑｔｗｏｌｏｇ）、基于史坦的无偏似然估计的自

适应阈值（ｒｉｇｒｓｕｒｅ）、ｓｑｔｗｏｌｏｇ阈值和ｒｉｇｒｓｕｒｅ阈

值综合的启发式阈值（ｈｅｕｒｓｕｒｅ）及基于极大极小

原理选择的固定阈值法（ｍｉｎｉｍａｘｉ）等
［１２］。

２　算例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源于２００２年完成的大同航空重力

测量。该实验区范围约１°４０′×２°００′，属中等山

区，测区东部地形起伏较大，海拔最高２８００ｍ，

西北部为丘陵，平均海拔１０００ｍ，全区最大高差

２１００ｍ。飞行高度上的重力扰动变化为－５０～

８０×１０－５ｍｓ－２。飞行测线共计３０条，其中南北

方向１７条、东西方向１３条，相邻测线间距５′。测

量期间的平均飞行速度３６０ｋｍ／ｈ，平均飞行海拔

高３４００ｍ。测区内已经布测了密集的、高精度

的地面重力测量，利用Ｐｏｉｓｓｏｎ积分公式将其向

上延拓至测线高度，可以作为航空重力测量的外

部参考（以下简称参考值），参考值的精度优于２．０

×１０－５ｍｓ－２
［１］。数据处理结果表明［１］，航空重力

测量的误差特性大致表现为白噪声，１４８个交叉

点重力扰动不符值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０．２０×

１０－５ｍｓ－２、５．８２×１０－５ｍｓ－２；与地面参考值相比，

空中５′×５′格网平均重力异常的中误差为３．５８

×１０－５ｍｓ－２。

２．２　结果与分析

为不失一般性，以东西方向飞行的测线

ＷＥ００２和南北方向飞行的测线ＮＳ０２６为例来探

讨小波降噪的效果。本文重点分析以下４种情况

的降噪效果：① 相同小波、阈值和分解层次，对不

同测线；② 对同一测线，采用不同小波、相同分解

层次和阈值；③ 对同一测线，采用相同小波和分

解层次，但不同阈值（消噪参数）；④ 对同一测线，

采用相同小波和阈值（消噪参数），但不同分解层

次。在比较和分析过程中凭经验选用了７种常见

的小波，分别是 ｄｂ８、ｄｂ１０、ｃｏｉｆ４、ｃｏｉｆ５、ｓｙｍ７、

ｓｙｍ８和Ｂｉｏｒ４．４
［１２］。

按照式（１），利用上述７种小波将测线重力扰

动分别分解到８层，采用消噪参数不同的（如

ｒｉｇｒｓｕｒｅ、ｍｉｎｉｍａｘｉ、ｈｅｕｒｓｕｒｅ）软阈值消噪，不同

小波、不同消噪模式的比较结果列于表１（消噪结

果与参考值之差的标准差）。图１为 ＷＥ００２和

ＮＳ０２６各种消噪结果与参考值的比较情况，为便

于比较，图中一并示出了截止频率为０．００５Ｈｚ的

巴特沃什低通滤波器（ＢＷ）的滤波结果
［１］。

相同消噪参数、不同分解层次对降噪效果的

影响列于表２。表２中，为清晰起见，只给出了较

高两层软阈值消噪、其他各层强制消噪的结果。

１）采用同一小波、相同分解层次和阈值，对

不同测线的消噪效果不尽相同，如 ｄｂ８ 对于

ＷＥ００２消噪效果明显，而对 ＮＳ０２６则不然；反

之，ｄｂ１０较适合于 ＮＳ０２６，而对 ＷＥ００２则不适

用；其他小波也有类似结论。这可能是由于不同

测线具有不一样的噪声特性。

３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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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小波在不同消噪模式下的降噪效果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表１　不同小波在不同消噪模式下的降噪效果比较／（１０－５ｍｓ－２）

Ｔａｂ．１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测线

编号

小波

类型

消噪方法

第８层软阈值消噪

其他各层强制消噪

第８层软阈值消噪

其他各层强制消噪

第８层软阈值消噪

其他各层强制消噪

全部强制

消噪

第８、７层软阈值消噪，

阈值１５δ、３００δ，其他

各层强制消噪

ｄｂ８ ６．９８ ６．９９ ６．９８ １８．８４ ４．８６

ｄｂ１０ １８．２９ １８．７９ １８．７３ ７４．９７ １４．８６

ｃｏｉｆ４ ３．９９ ４．２２ ４．１８ ６．５９ ４．０２

ＷＥ００２ ｃｏｉｆ５ ２．９２ ２．９２ ２．９２ １４．６６ ３．５６

ｓｙｍ７ １０．１０ １０．２２ １０．１６ ７．７４ ７．７３

ｓｙｍ８ ５．４５ ５．４６ ５．４５ ７．７０ ５．０４

Ｂｉｏｒ４．４ ６．５８ ６．５９ ６．５９ ２８．０２ ６．３１

ｄｂ８ ２５．５６ ２５．７４ ２５．６８ ４３．７６ ６．０２

ｄｂ１０ ５．１７ ５．２７ ５．２０ １２．５４ ３．７８

ｃｏｉｆ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１ １５．４５ ９．５１

ＮＳ０２６ ｃｏｉｆ５ ８．０５ ８．０５ ８．０５ １２．７６ ７．５８

ｓｙｍ７ ８．１１ ８．２２ ８．１９ １４．６４ ７．９３

ｓｙｍ８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９ １０．３８ １９．３８ ９．６８

Ｂｉｏｒ４．４ １３．３４ １３．６８ １３．６３ ２９．５２ １１．６１

表２　不同小波在不同分解层次下的降噪效果比较／（１０－５ｍｓ－２）

Ｔａｂ．２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测线编号 分解层次 ｄｂ８ ｄｂ１０ ｃｏｉｆ４ ｃｏｉｆ５ ｓｙｍ７ ｓｙｍ８ Ｂｉｏｒ４．４

ＷＥ００２
８ ４．８６ １４．８６ ４．０２ ３．５６ ７．７３ ５．０４ ６．３１

７ ６．６０ １６．２４ ４．４１ ４．１６ ５．０９ １５．９１ ３３．６７

ＮＳ０２６
８ ６．０２ ３．７８ ９．５１ ７．５８ ７．９３ ９．６８ １１．６１

７ ３．２１ ６．０８ ５．０９ ４．３１ ４．８３ ５．６８ ９．１２

　　２）就同一测线而言，采用相同的分解层次和

阈值，不同小波的消噪效果差异较大；在所比较的

７种小波中，ｃｏｉｆ５对 ＷＥ００２是最佳的，而ｄｂ１０

较适合于ＮＳ０２６。此时，其滤波效果与ＢＷ 相当

（ＷＥ００２、ＮＳ０２６的标准差分别为２．９８×１０－５

ｍｓ－２、２．５９×１０－５ｍｓ－２）。

３）就同一测线、同一小波而言，分解层次相

同而阈值（消噪参数）不同时，其对消噪效果的影

响是显著的。大体上，全部强制消噪的效果最差，

而不同层次采用不同的恰当阈值效果最好。

４）对于同一测线、同一小波和相同阈值（消

噪参数），分解层次也有着明显的影响。如对于

ＷＥ００２分解至第８层的结果均好于分解至第７

层，而对于ＮＳ０２６则是分解至第７层普遍优于分

解至第８层。但实验表明，分解至７层以下均不

能获得满意结果。事实上，对于航空重力测量应

用而言，小波的分解层次一般应分解至７层或８

层，此时相对应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大致为

０．００７８７５Ｈｚ和０．００３９３７Ｈｚ，恰好位于航空重

力测量０．００３３～０．０１Ｈｚ的截止频率范围之内。

４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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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实际的航空重力测量数据，从小波

选择、阈值施加方式及分解层次确定等方面讨论

了小波阈值滤波方法的适用性。实验结果表明，

只要选择合适的小波、小波阈值和分解层次，利用

这种方法可以获得满意的滤波效果。基于小波的

滤波方法还有很多种，它们在航空重力测量中的

适用性有待研究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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