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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物反射率探测激光雷达回波信号的小波去噪

吕立蕾１　龚　威１　宋沙磊１　祝　波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从能量、图形、统计多角度出发，提出了由信噪比、平滑度等６项指标组成的小波消噪效果评价体系，

对各算法去噪后信号作出全面客观评价。实验结果表明，基于３σ准则的阈值法与模极大值法相结合的小波

去噪方法可以有效地去除噪声，效果优于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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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物反射率探测激光雷达是将激光雷达技术

与高光谱遥感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物性探测技

术。对于以光学作为检测手段的激光雷达而言，

信号产生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噪声的影

响，导致信号出现“毛刺”现象，严重影响反射率的

计算精度。同时，由于地物反射率探测激光雷达

采用激光器功率较小（小于１００ｍＷ），加之激光

传输过程中与周围大气的线性、非线性效应以及

目标物的吸收等因素导致回波信号很弱，因此，由

背景光、光电倍增管等产生的信号噪声成为对回

波信号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为了获得较为精确

的反射率，必须对信号进行噪声去除。

小波变换［１，２］作为信号处理的一种工具，可

以把信号映射到一个由小波伸缩、平移而成的一

组基函数上，实现信号在不同频带不同时刻的合

理分离，可以对信号的任意细节进行时频域处理，

非常适合探测正常信号中携带的瞬态反常现象并

显示其成分，即用于信号去噪处理［３］。本文在分

析小波变换去噪原理的基础上，针对地物反射率

探测激光雷达回波信号噪声特点，提出利用基于

３σ准则
［４］的阈值法与模极大值法相结合的小波

去噪方法进行实验，同时并与多种经典去噪算法

相结合进行对比分析。通过以信噪比、标准差等

６项指标组成的去噪效果评价体系，对去噪质量

进行客观全面评价，验证了去噪方法的可行性以

及有效性。

１　地物反射率探测激光雷达原理及

回波信号噪声分析

　　地物反射率探测激光雷达采用小功率激光发

射、单点式光电接收，回波信号经２００ｍｍ斯密

特卡塞格林折反式望远镜接收后经镜后光学系

统，直接入射到光电倍增管（ＰＭＴ）的光敏面，光

电倍增管响应于光辐射强度而输出相应的电流，

为计算机提供接收数据。

通过对激光发射的调制，获取相应的波形信

号。为简化分析起见，调制波形为方波，对应的接

收信号包络也体现为方波形式，因此，信号由没有

激光入射的波谷部分（本底噪声）以及信号光产生

时的波峰部分组成。通过对波峰与波谷作差值得

到回波信号强度幅值。为得到地物反射率，采用

白板进行定标，主要目的是消除接收系统———施

密特卡塞格林式折反式望远镜系统误差以及各

种背景光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解决不同波长激光

探测功率差异问题。而激光传输过程中大气对激

光的后向散射相比于较高的地物反射率（百分之

几）而言非常微弱，针对本激光雷达探测精度要求

１％，基本可以忽略。不同地物的回波强度幅值与

该条件下白板的回波信号强度幅值作比值，可得

到地物的反射率。

地物反射率探测激光雷达回波信号包含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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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入射时的噪声成分和信号光产生时的噪声成分

两种，前者主要由探测器发射的热电子产生的暗

电流、背景辐射噪声以及电路噪声组成，后者还包

括信号电流产生的散粒噪声，其中激光束自身发

射散粒噪声，随激光入射通量按平方根增大。由

于各种电路的噪声及地面噪声等外部环境因素的

影响，实际观察到的信号还包括有色噪声，它主要

由于激光束自身残存的多模干涉效应产生，相比

之下自身的热噪声及散粒噪声都可忽略。上述噪

声都是相互统计无关的，在有限的信号带宽内可

近似视为白噪声，服从正态分布。

探测系统本身的性能、背景辐射特性、被测目

标特性等因素是影响系统信噪比的主要因素。信

号和噪声在探测过程中的变化如图１所示。

图１　探测过程中的信号和噪声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２　回波信号小波去噪及效果评价

２．１　基于３σ准则的阈值法去噪

由于信号发射过程以及各种噪声源的不稳定

性，信号产生过程中（非突变过程）会出现较多奇

异值，造成消噪效果起伏较大，增加反射率的计算

误差。因此，实验过程中首先对回波信号进行基

于３σ准则的奇异值去除。

３σ准则是根据高斯噪声的分布特点来考虑的，

对于高斯分布的噪声，若其均方值为σ，则根据其分

布规律，瞬时值绝对值大于３σ的概率仅为３％，因此

可认为瞬时值大于３σ的为粗大误差，加以除去。

２．２　模极大值法去噪

模极大值法［５］消噪过程中对噪声的依赖性较

小，以白噪声和信号的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指数的不同特性

作为降噪的依据（即信号是正奇异，白噪声是负奇

异的（小于０．５））。同时根据小波变换系数模极

大值的跨尺度传播规律，可以明确区分每一分解

层次上代表噪声和信号的小波变换系数，既不会

去掉微弱的有用信号，也不会保留强度较大的噪

声，在消噪稳定性与信号细节信息保留上面具有

优越性。因此，实验过程采用模极大值法，并通过

与其他各类方法对比分析，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

与优越性。

在３σ准则的阈值法奇异值去除基础上，对奇

异值去除后高频系数进行模极大值法去噪，以实

现高频噪声的准确去除，其实现过程如下。

１）对经奇异值去除后高频系数寻找每级尺

度上小波变换系数对应的模极大值点。

２）对最大尺度上的极大值点设定阈值 ，将

低于阈值 的模极大值点去掉，因为认为这些点上

噪声模极大值占优：

犜０ ＝犆犕／ｌｅｖｅｌ （２）

式中，犕 为最高尺度上的最大值，犆值的选取根

据实验情况来确定。经多次实验分析，本文选定

犆值取２．０。

３）对于尺度犑上每一个极大值点 ，寻找 对

应的传播点，并将尺度２犼（犼＜犑）不在任一极大

值线上的极值点去掉。

４）将每一尺度上保留下来的模极大值点利

用适当的方法重构小波系数，然后利用重构得到

的小波系数重建信号。实验过程中采用交替投影

的方法进行信号重构。

２．３　消噪效果评价方法

对于消噪效果的评价也是整个消噪过程的关

键部分，本文采用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的

方法建立消噪效果评估体系。主观评价主要通过

人的目视观察来判定，其结果会受评价人主观因

素（如知识背景、观察动机甚至是情绪的变化）的

影响，是一种定性的评价过程。客观评价目前采

用较多的是信噪比（ＳＮＲ）和标准差（ＲＭＳＥ），这

两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噪声去除的程

度，但包含信息量少，不能给出一个全面的评价过

程。由二者的定义可知，当噪声去除较少的情况

下，也会得到较高的信噪比以及较小的标准差，造

成评价过程的失真。本文在对小波去噪原理与实

测回波信号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能量、图

形、统计多角度综合考虑的小波消噪效果评价体

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小波消噪效果评价体系

Ｆｉｇ．２　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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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信噪比与均方根误差是测量信号中噪声

量度的传统方法，这两项指标可以从统计分析的

角度对噪声去除量作出定性评估。

信号偏差［６］和平滑度［７］则从图形角度加以考

虑，是对信号细节信息保留量以及噪声去除程度

的评价。信号偏差反映了去噪信号与原始信号的

相似程度，是细节信息保留量的定量化评价，去噪

后的估计信号与原始信号偏差越接近零越好；平

滑度是从图形角度对高频细节信息去除量的反

映，也是对信噪比和标准差准确度的验证，值越趋

近于０，高频信息滤除量越大，去噪信号越平滑。

两项指标共同作用可以使去噪信号在较好地保留

信号自身高频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地去除噪声。

信号能量比和噪声模［８］是从能量角度对去除

噪声有效性及噪声量的定量评价，ＳＥＲ反映了滤

波后的信号与原信号在能量上的相似程度，ＮＭ

反映了噪声的总体水平。

信号能量比一般按测量中的通用的３σ原则

进行评价，即ＳＥＲ＞９９．７％时，认为去除的都是

噪声，验证了噪声去除的有效性。也就是说，从能

量角度来说，可认为噪声为小概率事件。以此为

前提，认为剔除的噪声越多越好，即 ＮＭ 值越大

越好。

结合主观评价，我们可以实现从定性到定量、

从信号到噪声、全面综合的滤波效果评价体系，使

去噪信号在保证较高评价指标的前提下能保留信

号图形更多的真实信息以及更丰富的细节信息，

使消噪算法的有效性以及可行性得到客观的评

价。同时，通过各项指标值的对比，有利于发现算

法的缺陷，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３　实验结果与讨论

实验数据采用地物反射率探测激光雷达近红

外回波信号，目标物为白板，脉冲频率为８００Ｈｚ，

初始信号如图３所示。

３．１　回波信号噪声去除

通过对回波信号噪声特点以及各种不同小波

函数特性的分析，可知信号噪声以白噪声为主，同

时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函数具有对称性和正则性，可

以有效地避免信号移相并且在信号重构过程中达

到较好的平滑效果。因此，实验过程中采用基于

离散滤波器迭代方法构造的紧支集规范正交小波

函数 “ｄｂ３”作为小波基，小波分解尺度犑为４。

１）对高频系数进行基于３σ准则的奇异值去

除，并重构信号（图４）以便对比奇异值去除前后

的效果。

图３　近红外原始回波信号

Ｆｉｇ．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Ｅｃｈｏ

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图４　奇异值去除后信号

Ｆｉｇ．４　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Ｓｉｇｎａｌ

２）奇异值去除后的信号采用模极大值法去

噪，同时对小波去噪中的基于信号尺度间相关性

的空间域相关滤波算法［９］、非线性阈值消噪法［１０］

以及传统中用于信号去噪的傅立叶变换［１１］、基于

白噪声高斯分布特点采用直接平均去噪等方法进

行实验，并通过去噪效果评价体系进行对比分析。

图５为各种去噪方法去噪效果图。

３．２　去噪效果评价

对比分析图５、表１各项数据并结合各项指

标评价准则可以看出，经各种算法消噪后，信号

毛刺减少，信号变光滑，均起到了一定的去噪效

果，但去噪效果差别较为明显。模极大值法去噪

效果最优，去噪后波形比较平稳，保留了更多信号

细节信息，同时６项评价指标综合比较相对稳定。

与其他方法各项指标对比分析：从信号统计角度

分析，信噪比较高，均方差值较小，说明作为噪声

被剔除的高频信息量较小，去噪信号与原始信号

相似度较高；从图形角度分析，在信号偏差相对较

小情况下平滑度值也较小，两者的综合作用表明

去噪信号在较好地保留信号自身高频信息的基础

上有效去除了噪声；从能量角度分析，两种算法的

信号能量比接近于规定阈值（原则），同时噪声模

值较大，保证了噪声去除的有效性与彻底性，也验

证了前四项指标值的准确性。

根据以上分析，从目视判别、统计分析、信号

图形、信号能量方面综合考虑，模极大值法的各项

指标值环环相扣，效果最优，在有效去除噪声的同

时准确保留了信号的细节信息，适合作为地物反

射率探测激光雷达回波信号的去噪算法，相比于

其他方法具有很强的优越性。而其他方法由于算

法自身存在的缺陷等因素对地物反射率探测激光

雷达回波信号去噪效果都不尽理想，不能同时达

到评价体系要求。如尺度相关去噪算法噪声去除

不彻底（噪声模值较小），分析原因除了算法自身

的缺陷，迭代次数以及相关阈值的设定也是需要

考虑的因素；阈值法中阈值的选取规则对结果影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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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种去噪方法试验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ｙ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１　激光回波信号消噪效果评价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ｈｏＳｉｇｎａｌ

算法 信噪比（ＳＮＲ）均方差（ＲＭＳＥ） 平滑度（犚） 信号偏差（ＢＩＡＳ） 信号能量比（ＳＥＲ） 噪声模（ＮＭ）

模极大值法 ２１．６３８１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３８９ ６．１１４７×１０－１５ ０．９９６３ ０．３４３１

尺度相关性法 ２２．９４０７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６７３ ６．８８４８×１０－１７ ０．９９７０ ０．２９５３

默认阈值法 ２１．４４３０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２６０ －３．９６７１×１０－５ ０．９９４８ ０．３５０３

强制消噪法 １９．００５１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１１０ －９．２８４５×１０－５ ０．９９２６ ０．４６３８

给定阈值消噪法 ２２．３１４０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３２５ －９．６１１６×１０－６ ０．９９７０ ０．３１６９

傅立叶变换 ２１．３４１６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４８２ －４．８１２８×１０－１８ ０．９９７１ ０．３１５９

直接平均 １７．５４３３ ０．０１１０ ０．１３１６ ２．１０００×１０－５ ０．９９１５ ０．５５０９

响较大，实验中三种算法评价指标值差别较大，同

时在信号不连续点处容易出现吉布斯现象［１２］，影

响去噪效果；傅立叶变换由于缺少局部分析的能

力，不能很好地进行信噪分离，会导致消噪的不准

确；直接平均法通过简单平均损失了大量有用信

息，各项评价指标偏离较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模极大值法去噪质量较

好，但对比各项指标值可知算法仍存在不足，如平

滑度较低，信号偏差较大。因此，后续工作中可以

对算法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可以引入小波熵进行

阈值的求取，利用样条差值法代替交替投影进行

模极大值信号重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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