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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图像处理中的空间滤波方法进行振幅去噪，通过对实际观测值的处理、比较和分析，认为梯度倒

数加权平滑法效果最佳。实验也验证了该结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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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幅数据是生成反向散射强度图以及进行海

底底质分类的关键数据［１］。声纳系统在获取振幅

数据时，由于系统本身或者一些其他原因造成信

号中含有噪声。所谓噪声就是对有用信号进行干

扰的不需要信号，一般是随机产生的，具有分布和

大小不规则的特点。这些噪声的存在直接影响着

后续的处理过程，使海底反向散射强度图失真，因

此，振幅去噪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外有关

学者主要针对多波束的测深数据进行滤波处

理［２，３］，对于声强振幅的滤波研究不是很多。本

文提出了振幅图的概念，并借鉴图像处理中的空

间滤波方法进行了设计和应用。

１　声波振幅表达式及振幅图的构造

　　声波在海水中传播时其振幅大小主要受声波

的扩展损失、反射效应以及衰
!

等作用的影响，一

般可表示为［４］：

犃（狓，犳）＝犃０（犳）·犌（狓）·犚·１０
－α（犳）·（狓／２０）

（１）

α＝犽·犳
狀 （２）

式中各参数意义请参见文献［４，５］。

对于声纳系统所测得的条带数据，提取出每

个ｐｉｎｇ所对应的每个波束的振幅值及其对应的

坐标位置，把每个条带当作一幅图像来处理，只不

过此处的狓坐标对应波束数，而狔坐标对应ｐｉｎｇ

数，点（狓，狔）处的振幅值就相当于图像中的灰度

值。因此，本文采用与图像处理中空间滤波相同

的方式进行设计和应用。

２　空间滤波方法

２．１　高斯低通滤波

在分析图像信号的频域特性时，一幅图像的

边缘、跳跃部分以及颗粒噪声代表图像信号的高

频分量，而大面积的背景区则代表图像信号的低

频分量。通过低通滤波增强低频信息、抑制高频

信息，可以平滑影像细节，保留并突出较均匀连片

的主体图像［６］。高斯低通滤波函数在频域上的形

式为［７］：

犎（狌，狏）＝ｅ－
犇
２（狌，狏）／２σ

２

（３）

犇（狌，狏）＝ 狌２＋狏槡
２ （４）

式中，犇（狌，狏）是频率域的原点到（狌，狏）点的距离；

σ用来衡量高斯曲线的广度，令

σ＝犇０ （５）

犎（狌，狏）＝ｅ－
犇
２（狌，狏）／２犇

０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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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０是截止频率。当犇（狌，狏）＝犇０时，滤波器下降

到最大值的０．６０７。

空域高斯低通滤波器的工作原理可以借助频

域进行分析，基本思想是让图像在傅立叶空间高频

范围内的分量受到抑制，而让低频分量不受影响，

从而改变输出图像的频率分布，达到增强的目的。

２．２　中值滤波

中值滤波适用于一些线性滤波器无法胜任的

数字图像处理应用场合［８］，基本原理为：在输入图

像中，以任一像元为中心设置一个确定的邻域犃，

将邻域内各像素的灰度值按大小有序排列，取位

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值（中值）作为该像元的输出灰

度值，遍历整幅图像就可完成整个滤波过程。

二维的中值滤波算法定义为：设｛狓犻犼｝表示数

字图像各点的灰度值，滤波器窗口为犃，其大小为

犖＝（２犓＋１）×（２犓＋１），狔犻犼是窗口犃 在狓犻犼的中

值，则：

狔犻犼 ＝ｍｅｄ｛狓犻＋狉，犼＋狊，（狉，狊）∈犃｝ （７）

２．３　梯度倒数加权平滑法

梯度倒数加权平滑法的出发点为，在一帧离

散的图像中，图像在相邻区域之间的灰度变化大

于图像在区域内部的变化，在同一区域中中间像

素的变化小于边缘像素的变化，即在边缘处的梯

度绝对值要比区域内部的梯度绝对值高。梯度值

正比于邻域像素灰度级差值，即在图像变化缓慢

的区域，梯度值小，反之则大。在一个狀×狀的窗

口内，若把中心像素点与其各邻点之间的梯度绝

对值的倒数定义为各邻点的加权值，则在区域内

部的邻点其加权值大，而在一条边缘近旁的和位

于区域外的邻点，其加权值小。如此对加权后的

邻域进行局部平均，可使图像得到平滑又不至于

使边缘和细节明显变模糊。

为使平滑后像素的灰度值在原图像的灰度范

围内，应采用归一化的梯度倒数作为加权系数［９］，

即建立归一化的权重矩阵犠 作为平滑掩模：

犠 ＝

狑（狓－１，狔－１）狑（狓－１，狔）狑（狓－１，狔＋１）

狑（狓，狔－１） 狑（狓，狔） 狑（狓，狔＋１）

狑（狓＋１，狔－１）狑（狓＋１，狔）狑（狓＋１，狔＋１

熿

燀

燄

燅）

（８）

规定中心元素狑（狓，狔）＝０．５，其余８个加权系数

之和为０．５，使犠 各元素总和等于１。于是，定义

除狑（狓，狔）外的其他权重矩阵元素为：

狑（狓＋犻，狔＋犼）＝犵（狓，狔，犻，犼）／２∑
犻

∑
犼

犵（狓，狔，犻，犼） （９）

　　设点（狓，狔）的灰度值为犳（狓，狔），狀＝３。在它

的３×３的邻域内，定义梯度倒数为：

犵（狓，狔，犻，犼）＝１／狘犳（狓＋犻，狔＋犼）－犳（狓，狔）狘

（１０）

犻，犼＝－１，０，１，但犻和犼不能同时为０。计算（狓，

狔）同８个邻点的犵（狓，狔，犻，犼）值，若犳（狓＋犻，狔＋犼）

－犳（狓，狔）＝０，梯度为０，则定义犵（狓，狔，犻，犼）在

［０，２］之间。在此基础上，用模板中心点逐一对准

图像每一个像素（狓，狔），用窗口像素分别与相应

位置上的权重因子相乘，再求和，最后求出内积，

就是该像素平滑后的输出犵（狓，狔）。

３　实验与分析

采用Ｓｉｍｒａｄ３０００Ｄ测得的一个条带数据，分

别用３种滤波方法进行处理。

首先，对该条带数据进行提取，得到每一个

ｐｉｎｇ上每一个波束点所对应的振幅值，如表１所

示。该条带数据共有１５４８个ｐｉｎｇ，每ｐｉｎｇ完整

的波束应为２５６个，但在实际测量时，两侧的边缘

波束有部分并未采集，而且在数据预处理时已去

除边缘波束。

表１　提取的原始多波束数据

Ｔａｂ．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ｂｅａｍ

ｐｉｎｇ数 波束数 经度 纬度 振幅

１ ２８ １２０．３７３３ ３６．０３３３１ ３８．５

１ ３０ １２０．３７３４ ３６．０３３３２ ３９　

…… …… …… …… ……

３４０ １００ １２０．３７４ ３６．０３５３９ ５２．５

３４０ １０１ １２０．３７４ ３６．０３５３９ ５２

３４０ １０２ １２０．３７４ ３６．０３５３９ ４７

…… …… …… …… ……

１５４８ ２２８ １２０．３７４６１３ ３６．０４１９４０ ３３　

１５４８ ２２９ １２０．３７４６３５ ３６．０４１９０８ ３２．５

　　按照图像构成的方式构造振幅图，如图１所

示。其中，纵坐标为ｐｉｎｇ数，横坐标为波束数，每

个小方框中的值为对应的振幅值。由这些条带数

据构成犕×犖 矩阵的滤波器。建立一个由系数

矩阵或者权重因子矩阵构成的移动窗口（如图中

的小黑框）。这些矩阵称为模板或者算子，它们的

大小一般为奇数个。３种方法的滤波结果见表２。

　　由振幅值所形成的海底影像图如图２所示，

其中，图２（ａ）为原始振幅图，图２（ｂ）为高斯低通

滤波后的振幅图，图２（ｃ）为中值滤波后的振幅

图，图２（ｄ）为梯度倒数加权平滑后的振幅图。这

３种结果都是采用３×３的窗口并经过１次循环

后所得到的。

３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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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构造的原始数据振幅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Ｍａｐ

从滤波后的结果可看出，高斯滤波效果不是

很明显（从图像颜色来看变化不大）；中值滤波和

梯度倒数加权平滑后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噪声的

影响，因此图像质量明显得到提高（从图像颜色来

看较原始图像整体颜色变浅），但是中值滤波在图

像的边缘会产生一些毛刺。

为了更好地分析滤波效果，对３种方法分别

调整了滤波参数，通过增加循环次数和放大滤波

表２　３种滤波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ｈｒｅ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ｉｎｇ数 波束数 原始振幅 高斯低通 中值滤波
梯度倒

数加权

１ ２８ ３８．５ ３８．５ ３８．５ ３９．０

１ ３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 …… …… …… …… ……

３４０ １００ ５２．５ ５１．５ ５２．０ ５２．０

３４０ １０１ ５２．０ ５１．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３４０ １０２ ４７．０ ４８．５ ４７．０ ４７．０

…… …… …… …… …… ……

１５４８ ２２９ ３２．５ ３２．５ ３２．５ ３２．５

窗口来实现，其结果如图３所示。其中，图３（ａ）

为３×３的窗口并经过３次循环后的高斯低通滤

波图，图３（ｂ）为３×３的窗口并经过３次循环后

的中值滤波图，图３（ｃ）为３×３的窗口并经过３

次循环后的梯度倒数加权平滑图，图３（ｄ）为５×５

的窗口并经过１次循环后的高斯低通滤波图，图

３（ｅ）为５×５的窗口并经过１次循环后的中值滤

波图，图３（ｆ）为５×５的窗口并经过１次循环后的

梯度倒数加权平滑图，图３（ｇ）为５×５的窗口并

经过３次循环后的梯度倒数加权平滑图。

图２　由振幅值所形成的海底影像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ｂｅｄＩｍａｇｅ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图３　调整滤波参数后的海底影像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ａｂｅｄＩｍａｇｅ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窗口不变（仍为３×

３）而增加循环次数（增加为３次循环）后，高斯滤

波结果没有明显变化，梯度倒数加权平滑效果有

所提高，而中值滤波却产生有点“过”了的效果；窗

口增大（增大为５×５）而循环次数不变（仍为１次

循环），高斯滤波结果没有明显变化，中值滤波结

果反而变差了，梯度倒数加权平滑有点过度；图３

（ｇ）是既增大窗口又增加循环次数，与图３（ｆ）类

似，平滑过度主要是由于增大了窗口所致。

４　结　语

１）高斯低通滤波是低频增强的滤波技术，它

可以滤掉由于孤立的单点噪声而引起的灰度偏

差，但是对于声纳采集数据所获得的海底影像图，

其滤波效果不佳。

２）中值滤波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克服线性

滤波器如最小均方滤波、平均值滤波等所带来的

图像细节模糊，而且对滤除脉冲干扰、叠加白噪声

和长尾叠加噪声等显示了极好的性能。另外，中

值滤波器很容易自适应化，从而可以进一步提高

其滤波性能。中值滤波在实际运算过程中并不需

要图像的统计特性，这也带来不少方便。但是，中

值滤波对于数据中的尖峰信号不敏感，因此，对一

些细节多的图像不适用。而且算法原理本身决定

了它只能够滤除脉冲宽度小于滤波窗口一半的噪

４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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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另外，邻域窗口的大小与形状对滤波结果也

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是该算法的局限性。

３）梯度倒数加权平滑法不仅能消除斑点、去

除噪声，而且平滑后图像边缘和细节不会受到明

显损害，唯一的缺点是需要经过多次循环才能获

得更好的滤波效果，这对于现在的计算机能力来

说，已不是主要问题。

４）海底振幅数据的滤波效果，不仅与所选的

滤波方法有关，而且与每种方法所采用的滤波参

数（滤波窗口大小、循环次数等）有关，在对数据进

行实际处理时最好能抽样检查对比，以确定最佳

的滤波方法及滤波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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