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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曲波域犅犻狏犪犛犺狉犻狀犽模型进行犛犃犚图像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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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ＳＡＲ图像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变换系数的统计特点出发，将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变换与子带相关去噪（ＢｉｖａＳｈｒｉｎｋ）模型

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变换的ＳＡＲ图像去噪方法。通过计算方差一致性范数和区域能量比，

联合当前层和父层曲波系数，共同确定局部自适应窗口，从而最优估计Ｃｕｒｖｅｌｅｔ系数的阈值萎缩因子，实现降

噪功能。实验结果表明，对于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该算法不论是在噪声的去除还是在结构信息等细节的保持

上，均不同程度地优于其他常用斑点去噪方法，主观视觉效果和数值指标都有较好改进。

关键词：曲波变换；方差一致性范数；子带相关去噪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对于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而言，在去除相干斑

噪声的同时，如何有效地保持边缘纹理信息非常

重要［１３］。斑点噪声通常表现为乘性噪声模型，在

ＳＡＲ图像斑点噪声的去除方法中，基于乘性噪声

模型的Ｆｏｒｓｔ
［４］、Ｌｅｅ

［５］、Ｋｕａｎ
［６］、Ｍａｐ

［７］滤波器都

比较实用。

为了克服小波去噪［８］的局限性，文献［９］提出

了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变换。文献［１０］对图像应用硬阈值

法和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变换进行去噪，取得了很好的去噪

效果。文献［１１］提出的基于小波域ＢｉｖａＳｈｒｉｎｋ

去噪方法，充分利用了小波系数的相关性，能达到

较好的去噪效果。本文把该算法扩展到Ｃｕｒｖｅｌｅｔ

域中，并根据ＳＡＲ图像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变换系数的分

布特性，对该算法进行了改进。实验表明，本文算

法较好地实现了对ＳＡＲ图像相干斑噪声的抑制，

同时有效地保持了纹理和结构等细节信息，与传

统斑点噪声抑制算法相比，主观视觉效果和数值

指标都有较好的改进。

１　算法原理

１．１　小波域ＢｉｖａＳｈｒｉｎｋ去噪模型

假设原始图像犳（犻，犼）被方差为σ狀的噪声

狀（犻，犼）污染，狀（犻，犼）∈犖（０，σ
２
狀）。对含噪图像进行

小波变换，假设变换后的系数为（犪１（犻，犼），犮
犽
犾（犻，

犼）），犽＝１，２，３，分别表示水平、垂直和对角高频系

数。ＢｉｖａＳｈｒｉｎｋ算法中以自适应萎缩因子来代替

硬阈值对小波系数进行去噪，去噪的目的是从噪

声图像系数犮犽犾（犻，犼）中恢复出未污染的图像系数

狓犽犾（犻，犼）。假设系数犮
犽
犾（犻，犼）的萎缩因子是ξ（犻，犼），

那么狓犽犾（犻，犼）估计值的公式就是：

狓犽犾（犻，犼）＝ξ（犻，犼）×犮
犽
犾（犻，犼） （１）

ξ（犻，犼）＝

［犮犽犾＋１（
犻
２
，犼
２
）］２＋［犮

犽
犾（犻，犼）］槡

２
－
３σ狀

２

σ
（ ）

犡 ＋

［犮犽犾＋１（
犻
２
，犼
２
）］２＋［犮

犽
犾（犻，犼）］槡

２

　

（２）

式中，函数（狓）＋ 表示（狓）＋ ＝
狓，狓＞０

０，狓≤｛ ０
；犮犽犾＋１（

犻
２
，

犼
２
）表示系数犮犽犾（犻，犼）相对应的父层系数；σ狀＝

Ｍｅｄｉａｎ（｜犮（犻，犼）｜）

０．６７４５
，犮（犻，犼）∈犎犎１，犎犎１表示小

波分解后的第一层高频系数。

σ犡（犻，犼）＝ｍａｘ｛０，
１

犕 ∑
（犿，狀）∈犖（犻，犼）

［犮犽犾（犻．犼）］
２
－σ

２
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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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犖［犻，犼］表示系数犮
犽
犾（犻，犼）的一个邻域窗口；

犕 表示犖［犻，犼］中系数的总个数
［９］。

１．２　犆狌狉狏犲犾犲狋域中改进的方差σ犡（犻，犼）估计算法

ＢｉｖａＳｈｒｉｎｋ去噪方案中，估计原始图像方差

σ犡时，采用的邻域窗口具有两个特征
［１２］：① 邻域

窗口是大小和形状都不变的正方形窗口；② 只采

用了同一子带内的小波系数来估计σ犡值，而未考

虑父层系数对σ犡估计值的影响。但在Ｃｕｒｖｅｌｅｔ

域对ＳＡＲ图像进行去噪时，直接使用此方法估计

方差σ犡时，会导致σ犡的估计精度受到较大影响。

１）邻域窗口犖［犻，犼］大小的选择在σ犡（犻，犼）

的估计和整个去噪效果上的影响都很大。由于

ＳＡＲ图像背景复杂，纹理丰富，不同区域之间的

方差差别较大，在每层中采用固定大小的邻域窗

口难以准确估计σ犡的值。

２）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变换并不是正交变换，存在着

１６犑＋１的冗余度（犑表示分解的层数），相邻层的

Ｃｕｒｖｅｌｅｔ系数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Ｃｕｒｖｅｌｅｔ

域的ＢｉｖａＳｈｒｉｎｋ法去噪中，在估计未污染图像的

方差时，如果考虑相邻层系数之间的相关性，势必

使σ犡的误差估计进一步减小。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域分割的 Ｃｕｒｖｅｌｅｔ

域ＢｉｖａＳｈｒｉｎｋ去噪方法，自适应地确定邻域窗口

的形状和大小，且同时利用层内和层间信息估计

方差σ犡。

１）区域划分。假设犖［犻，犼］是中心在犮
犽
犾（犻，犼）

的一个邻域，犮犽犾－１（犻
０，犼

０）是犮犽犾（犻，犼）对应的父层系

数，犖０［犻０，犼
０］是中心在犮犽犾＋１（犻

０，犼
０）的一个邻域。

由文献［１０］可知，犖［犻，犼］能被分解为若干个小的

子区域狉０［犻，犼］，狉１［犻，犼］，…，狉犙－１［犻，犼］，狉犿［犻，犼］∩

狉狀［犻，犼］＝（犿≠狀），∪狉犿［犻，犼］＝犖［犻，犼］，犿＝０，

１，…，犙－１，只有子区域狉０［犻，犼］包含中心系数

犮犽犾（犻，犼）。

２）计算方差一致性范数。系数犮犽犾（犻，犼）的邻

域犖［犻，犼］被划分后，第犿 个小区域的方差一致

性范数ＶＨＭ犿（犻，犼）＝｜σ
２
犿－σ

２
０｜，犿＝０，１，…，犙－

１，σ
２
犿（犻，犼）是局部区域狉犿［犻，犼］的方差。σ

２
犿（犻，犼）＝

１

犕∑
（犮犽犾（犿，狀））

２，犕 是区域狉犿［犻，犼］中系数的

个数。ＶＨＭ犿（犻，犼）表示了方差σ
２
犿（犻，犼）与σ

２
０（犻，

犼）的一致性程度。

３）子区域的选择。设系数犮犽犾（犻，犼）在父层中

的对应系数为犮犽犾－１（犻
０，犼

０），犖０［犻０，犼
０］是中心在

犮犽犾＋１（犻
０，犼

０）的一个邻域。按照区域犖（犻，犼）的分解

方法，把父层区域犖０［犻０，犼
０］也分解为若干个小

的子区域狉００［犻
０，犼

０］，狉０１［犻
０，犼

０］，…，狉０犘－１［犻
０，犼

０］，然

后计算每个小区域与狉０［犻，犼］之间的方差一致性

范数ＶＨＭ０犿（犻，犼）。然后从狉犿［犻，犼］中选出 犎 个

方差一致性范数最小的区域，从狉０犿［犻，犼］中选出

犎０个方差一致性范数最小的区域。把子层中的

犎 个小区域狉犿［犻，犼］按照其原始顺序进行合并，

得到子层中的一个方差估计区域；再把父层中的

犎０个小区域也按照原始顺序进行合并，得到父层

中的一个方差估计区域。融合后得到的两个区域

就是方差估计时的局部自适应窗口犅［犻，犼］。

４）所选择子区域个数 犎 和犎０的确定。在

实验中，为了降低计算复杂度，选取犖［犻，犼］为中

心在犮犽犾（犻，犼）的９×９正方形区域，选取犖
０［犻０，犼

０］

为中心在犮犽犾＋１（犻
０，犼

０）的９×９正方形区域。犖［犻，

犼］和犖
０［犻０，犼

０］都被分解为９个３×３子区域。定

义区域犖［犻，犼］的区域能量比为犓犈（犻，犼）＝σ
２
０（犻，

犼）／∑
９

犿＝１

σ
２
犿（犻，犼）。实验发现，犎 和犎

０按以下规则

取值时，能取得很好的去噪效果：

犎 ＝
４，犓犈 ≥０．５

５，犓犈 ＜０．
｛ ５

，犎０ ＝犎－１ （４）

　　通过上面４步选出适当的子区域，融合之后

得到自适应窗口犅［犻，犼］，在犅［犻，犼］中按式（３）计

算系数犮犽犾（犻，犼）处的原始图像方差σ犡（犻，犼）。

２　仿真实验

２．１　相干斑噪声抑制结果的评价方法

与传统图像不同，ＳＡＲ图像去噪的目标是有

效地抑制斑点，同时尽量保持图像场景的结构。

本文从３个方面来评价ＳＡＲ图像的斑点滤波效

果［１３，１４］：① 在均匀区域对斑点噪声的抑制能力；

② 保持图像辐射均值的能力；③ 保持图像结构

信息的能力。去噪算法的噪声抑制能力由等效视

数ＥＮＬ来衡量，ＥＮＬ的定义为ＥＮＬ＝μ
２

σ
２
，其中，

μ和σ分别为去噪后图像的均值和标准方差。图

像的辐射均值保持能力由指数ＰＭ 来衡量，ＰＭ

被定义为去噪前后图像的均值之比。通过考察各

滤波器滤波后得到的比值图像的均值，可以比较

各种滤波方法对辐射特征和结构信息的保持能

力，比值图像的均值用犚犿 来表示。

２．２　实验与分析

实验所用的两幅测试图像是来自美国Ｓａｎｄｉａ

国家实验室的 ＸＳＡＲ图像，大小为５１２×５１２。

分别 采 用 增 强 Ｌｅｅ 滤 波、增 强 Ｆｏｒｓｔ 滤 波、

ＢｉｖａＳｈｒｉｎｋ小波去噪、硬阈值曲波去噪以及本文

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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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两幅图像进行斑点噪声抑制。图１和图２

分别为两幅图像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噪后的实验结

果，表１为不同去噪方法的各种评价指标。在进行

小波分解和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分解时，分解层数都取为４。

从表１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对所研究的ＳＡＲ

图像，各种去噪方法都有很好的图像均值保持能

力，各种方法的ＰＭ 指标相差较小。而对于噪声

图像的标准方差这一项，每种方法都有较明显的

降低，说明都能够有效减少噪声，但本文方法最为

明显。在斑点噪声抑制方面，本文方法略优于其

他方法，其等效视数说明它在均匀区域的去噪能

力更彻底。比值图像的均值反映了去噪时对总体

纹理结构的保持，从这项指标上可以看出，本文方

法最接近１，明显优于其他去噪方法。通常，斑点

噪声的抑制与边缘纹理结构特征的保持是相互矛

盾的，综合实验结果图１、图２和表１中的各项指

标，可以发现本文方法较其他方法能更好地解决

这对矛盾。

表１　ＳＡＲ图像相干斑噪声抑制效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ｃｋｌｅｆｏｒ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

ＰＭ σ ＥＮＬ 犚犿

ＳＡＲ图像１ ＳＡＲ图像２ ＳＡＲ图像１ ＳＡＲ图像２ ＳＡＲ图像１ ＳＡＲ图像２ ＳＡＲ图像１ ＳＡＲ图像２

原图像 １ １ ３５．８７６４３０ ４５．２０３５５８ １．８２５４８３ １．３５４４２９ １ １

增强Ｌｅｅ滤波去噪 １．０１６４３８ ０．９９８９７７ ２３．８３９４８２ ３６．７６５５２２ ４．２５７２３６ ２．０６７６４５ ０．９７５３３８ ０．７６５６７４

增强Ｆｏｒｓｔ滤波去噪 １．０１７１２０ ０．９９５８１２ ２３．８２３５７８ ３６．３２６８８４ ４．２６８１３３ ２．１１６２２５ ０．９７５６４５ ０．７７８３２１

ＢｉｖａＳｈｒｉｎｋ小波去噪 １．０１６８２３ ０．９８３８５６ ２３．８１２８７４ ３６．１６３３８２ ４．２６９２５５ ２．１０７５５３ ０．９７５４３９ ０．７９６８５３

硬阈值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去噪 １．０１４８４２ ０．９９６２４３ ２３．６８７２６３ ３５．２６８２３３ ４．４７６６２４ ２．１９３３２５ ０．９７５８７４ ０．８１０６４４

本文方法去噪 １．００３１２０ ０．９９７７８２ ２２．４２４２３３ ３４．８５７５６７ ４．７２８６３２ ２．２８１６６８ ０．９７６１５６ ０．８３４２３６

图１　ＳＡＲ图像１相干斑抑制结果比较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ｓｆｏｒ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１

图２　ＳＡＲ图像２相干斑抑制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ｓｆｏｒ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２

３　结　语

根据ＳＡＲ图像Ｃｕｒｖｅｌｅｔ系数的分布特点，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Ｃｕｒｖｅｌｅｔ变换的改进的

ＳＡＲ图像相干斑抑制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虽然

本文算法比其他方法计算复杂度更高，但是可以

在减少斑点噪声和保持纹理信息方面都得到更优

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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