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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乘积模型的极化ＳＡＲ滤波方法。首先基于乘积模型分离纹理信息和极化信息，然后

分别独立地进行滤波，最后再合成协方差矩阵。实验表明，本方法有效可行，有较好的极化保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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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的工

作能力，被广泛应用于对地观测中。但ＳＡＲ影像

受相干斑噪声的影响，图像质量降低［１］，地面目标

识别、地表覆盖分类等应用困难增加。

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算法抑制斑点噪声，但

不少算法去除噪声时易导致边缘模糊和细节信息

丢失。为此先后提出了多种自适应处理方法［２］，

但大部分算法是针对单极化实影像的。

相干斑抑制是极化ＳＡＲ极化影像影像的重

要预处理步骤之一，一定程度制约着后续处理与

应用。目前极化滤波方法主要有以下３类：① 滤

波后的影像从复影像变成了实影像，如Ｎｏｖａｋ提

出来的极化白化滤波器（ＰＷＦ）
［３］，但相位差信息

丢失，极化特性没有得到很好保留。② 输入数据

是实影像，如Ｌｅｅ提出的最优加权滤波法
［４］和极

化矢量滤波［５］，滤波后依然无法得到复影像，极化

通道间的相位差、相关系数等重要极化信息丢失。

③ 集平均法及其改进算法和强度驱动的自适应

邻域滤波法［６］，在保持数据形式的条件下，这类方

法取得了较好的斑点噪声抑制效果。但在异质

区，特别是邻域包含角反射器等强目标的区域，结

果几乎被强目标所主导，弱目标的极化信息没有

发挥应有的作用，极化信息保持有待提高。

１　极化犛犃犚乘积模型

１．１　乘积模型的导出

极化ＳＡＲ测量了包括幅度和相位在内的４

个散射回波信号。在互易条件下，极化数据通常

表示为服从复 Ｗｉｓｈａｒｔ分布的３×３协方差矩阵

犆＝狔狔
Ｈ［７］。极化ＳＡＲ影像包含纹理和极化两部

分信息。

纹理是图像能量的变化。在极化数据中，４

个极化通道强度各构成一幅影像，都存在对应的

纹理，从这个角度说，影像存在多个纹理。但在乘

积模型中为区分极化信息与纹理，假定极化ＳＡＲ

影像只存在由极化ＳＡＲ总功率的变化引起单一

纹理。总功率影像是模型中纹理信息的载体。

极化信息是指由于极化通道多于１而增加的

信息，描述了极化通道之间的相互关系，由通道的

相对大小、相关系数和相位差构成。除极化纹理

外，相关系数和相位差也是重要的极化信息。相

关系数与协方差矩阵的非对角元素的模有关。相

位差是其非对角元素的相位，有ａｒｇ（犆１２）、ａｒｇ

（犆２３）和ａｒｇ（犆１３）３个：

ａｒｇ（犆１２）＋ａｒｇ（犆２３）＝ａｒｇ（犆１３） （１）

式中，ａｒｇ（·）表示复数的相位；犆１２是犛犎犎与犛犎犞的

协方差；犆２３是犛犎犞与犛犞犞的协方差；犆１３是犛犎犎 与

犛犞犞的协方差。３个相位差中只有两个是独立的。

极化ＳＡＲ数据信息由纹理信息和极化信息

组成。在分析极化信息时，为排除纹理的干扰，需

将两者从极化协方差矩阵中分离开。注意到纹理

只与总功率有关，总功率只与协方差矩阵的对角

元素有关，协方差矩阵可以看作：

犆＝狕犆０ （２）

式中，标量狕表示纹理信息，是影像总功率；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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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１１＋犆２２＋犆３３。犆０是归一化协方差矩阵，可由原

协方差矩阵用总功率归一化得到犆０＝犆／狕，其对

角元素之和为１，大小为相应通道在总功率中的

比重。

１．２　乘积模型的目标分解解释

极化ＳＡＲ信息提取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极化

分解。基于特征值分解的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方法是

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分解方法，提取出平均散射

角和散射熵两个特征［８］。其思想是将３×３的相

干矩阵犜分解为３个矩阵之和，每个矩阵是秩为

１的相干矩阵：

犜犻 ＝λ犻犲犻犲
Ｈ
犻 （３）

其中，λ犻是相干矩阵特征值分解得到的特征值；犲犻

为特征值λ犻 对应的特征向量。秩为１的相干矩

阵有两种解释：① 描述了一种确定性目标；② 是

非确定性目标的一个单视相干矩阵。特征值λ犻

是对应特征向量犲犻 所示散射类型的强度，表示该

散射机制的大小。而犲犻 包含着描述相应散射机

制的参数，包括极化通道比、相关系数、相位差等

极化信息。令狕＝λ犻，犜０＝犲犻犲
Ｈ
犻 ，有：

犜＝狕犜０ （４）

　　由于相干矩阵和协方差矩阵在表达散射目标

时具有等效性，亦可得到式（２）所示极化ＳＡＲ乘

积模型。从狕＝λ犻 得出，特征值强度等效于对应

散射机制的总功率，表达了纹理信息。

对于单视相干矩阵，秩为１，表示只有一种散

射机制出现。邻域中，某散射机制的量应由具有

该散射机制的像素数确定，而与总功率无关。

２　基于乘积模型极化犛犃犚滤波

２．１　纹理信息的滤波

纹理信息的表达形式是总功率。总功率图影

像是强度影像，其分布模型和相应的滤波方法在

文献［１，７］都有详细论述。可用于单极化强度影

像的方法都可用于对纹理信息进行滤波。

综合考虑滤波器的性能、自适应性与效率，本

文选取增强自适应Ｌｅｅ滤波器作为总功率影像的

滤波器，窗口中心像元滤波后的值为：

狓^＝ （１－犫）珚犣＋犫犣 （５）

式中，^狓 是后向散射强度真值的估计值；犣是观测

值，即滤波前中心像素的强度；珚犣是滤波前窗口内

的强度均值。犫是线性估计的系数
［４］。

２．２　极化信息的滤波

原始协方差阵看作是归一化协方差阵用总功

率加权后形成的。若直接对原始协方差阵使用极

化Ｂｏｘｃａｒ或Ｌｅｅ滤波器，总功率将起到实质权重

的作用，强目标的放大和弱目标的抑制效应非常

明显，极化信息发生混合，滤波估计会有较大偏

差，从而降低后续如分类、目标识别等应用的

效果。

然而极化信息滤波时，功率并不是关心的重

点。极化信息的贡献率应以面积为权重而非总功

率，邻域中不同像元对应的地面面积近似相等，则

其权重也应近似相等。

但对归一化协方差矩阵Ｂｏｘｃａｒ滤波时，不同

极化散射机制的像素等权处理，强目标等像元数

有限的极化信息的作用仅与像元数有关，与强度

无关，对所在邻域极化信息的“污染”有限。对极

化信息单独进行Ｂｏｘｃａｒ滤波，具有较好的斑点噪

声抑制效果和极化信息保持性能。Ｂｏｘｃａｒ滤波

使用归一化协方差矩阵，滤波后需再次进行归一

化确保对角元素和为１：

犆^０ ＝珚犆０／（珚犆０１１＋珚犆０２２＋珚犆０３３） （６）

式中，珚犆０ 是Ｂｏｘｃａｒ滤波的结果；^犆０ 是归一化协方

差矩阵的估计值；珚犆０犻犻是珚犆０ 第犻行犻列的元素，即

对角元素。

２．３　极化信息与纹理信息的组合

分别滤波后的极化信息与纹理信息需要根据

乘积模型重新组合到一起，构成最终的滤波结果：

犆^＝狓^^犆０ （７）

式中，^犆是滤波器的输出极化协方差矩阵；^狓和犆^０

是纹理和极化信息分别滤波的结果。

２．４　基于极化乘积模型滤波的一般步骤

严格来说，基于极化乘积模型的滤波并不是

一种具体的滤波方法，而是一类纹理信息与极化

信息独立处理的方法。分别对极化和纹理信息处

理时，滤波器的选择多种多样，但其一般步骤如图

１所示。

２．５　算法性能分析

１）信息损失分析

新方法将数据中的信息分为相互独立的纹理

和极化两部分，分别滤波。任何滤波算法使用不当

时，都会出现信息损失［９］。极化ＳＡＲ滤波也一样，

两部分滤波方法及对应参数的选择非常重要。由

于滤波后数据形式未变，纹理和极化信息依然相互

独立，并可分离，信息损失仅限于采取相应算法的

纹理和极化部分，并不会以乘积的形式增加。以

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分解为例，根据§１．２的分析，其分

解本身就隐性地使用了本文的乘积模型，滤波过程

中的信息损失引起“误差”的传递性大幅下降。

２）算法复杂度分析

９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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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ＪＳＬｅｅ算法比较，在使用相同算法参数

时，考虑耗时最大的卷积运算，Ｌｅｅ方法需要对极

化协方差矩阵中的９个元素进行，本文方法将强

度纹理单独作为一个通道处理，运算量约增加了

１／９＝１１％。但运行时，需要进行数据分解与合

成，增加的时间略大于此。

图１　基于极化乘积模型滤波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

２．６　滤波方法的改进

为了保持纹理和其他细节信息，引入单极化

强度影像处理中的自适应技术，改变邻域中的像

素集或者根据统计量自适应地改变滑动窗口的形

状和大小。与精细Ｌｅｅ滤波类似，先判断中心像

元属于哪种非方形的子窗口，再在该子窗口内进

行处理。

点目标的保留是ＳＡＲ滤波器性能的重要指

标之一。新方法抑制了点目标对周围像素极化特

性的影响，避免了极化信息的空间模糊，但也可能

导致点目标被其背景所湮没。为此，引入基于总

功率 Ｇａｍｍａ分布的恒虚警率点目标检测方

法［１０］。对于点目标，不仅不参与其所在邻域内的

统计，且滤波后其协方差矩阵保持不变。

３　实　验

３．１　数据描述

实验选取了 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２２００７年获取的犆波

段全极化ＳＬＣ数据中一块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的

矩形区域，Ｐａｕｌｉ基假彩色影像如图２（ａ）所示，空

间分辨率约１０ｍ。该区域为市郊，地物丰富，有

建筑物、道路、植被及一定的点目标。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中，先使用１１×１１的窗口以恒虚警率

０．００５进行点目标检测，然后采用７×７的窗口对

总功率影像进行增强Ｌｅｅ滤波，对于归一化协方

差矩阵使用高斯滤波。最终结果Ｐａｕｌｉ基假彩色

影像如图２（ｂ）所示。

图２　极化ＳＡＲ影像

Ｆｉｇ．２　ＰｏｌＳＡＲＩｍａｇｅ

表１列出了原始影像、本文方法和增强Ｌｅｅ

滤波法得到总功率影像的均值、方差和等效视数。

本文方法在保持均值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在等

效视数（ＥＮＬ）方面基本相同，略弱于Ｌｅｅ滤波。

表１　总功率影像的均值、方差与等效视数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Ｌｆｏｒ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

方法 滤波前 Ｌｅｅ滤波 本文方法

均值 ０．４９２８ ０．４５６４ ０．４８７６

方差 ０．２８８０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２６２

等效视数 ０．８４ １０．２７ ９．０６

　　极化信息的保持度是极化ＳＡＲ滤波的重要

指标之一。不同极化的功率比常用于描述极化信

息。本文用极化功率的百分比描述极化信息，它

具有极化功率比类似的功能，但避免了分母接近

０时造成的错误估计。表２对原始影像、本文方

法和扩展Ｌｅｅ滤波后影像的极化信息保持特性进

行对比，两种滤波方法的极化功率百分比与原始

影像都比较接近，但本文方法从量上要优于增强

Ｌｅｅ滤波算法。

在主频为２．１ＧＨｚ的ＩｎｔｅｌＣＰＵ计算机上，

Ｌｅｅ方法耗时为７．３ｓ，本文方法耗时９．６ｓ，相比

增加了２．３ｓ，约３２％，增加近１／３，运算量的增加

与前述分析相符，未出现大幅增加。

表２　极化通道在总功率中的百分比／％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ｆｏｒＥａ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ＳＰＡＮ

Ｒａｔｉｏ Ｅ（ＨＨ／ＳＰＡＮ）２×Ｅ（ＨＶ／ＳＰＡＮ）Ｅ（ＶＶ／ＳＰＡＮ）

滤波前 ３０．８６ ３７．１７ ３１．９７

Ｌｅｅ滤波 ３１．９７ ３７．５９ ３０．４４

本文方法 ３１．２３ ３７．２２ ３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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