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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量散射模型在极化犛犃犚相干斑滤波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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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四分量极化散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极化ＳＡＲ数据相干斑滤波算法。该算法首先应

用四分量散射模型对原始极化ＳＡＲ数据进行分解，以获得像素的散射类型和总功率值；然后采用极化特征和

空间特征的相似性度量，在滤波窗口内选取中心像素的同质区；最后根据同质区的局部统计特性，应用线性最

小均方滤波器进行滤波处理。ＡＩＲＳＡＲ系统犔波段极化ＳＡＲ数据的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不仅可有效抑制

相干斑，而且对极化和边缘等细节信息也有较好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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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化ＳＡＲ为雷达影像信息获取和处理提供

了丰富的目标信息，然而其相干成像原理使得极

化ＳＡＲ数据的信噪比下降，给后续的影像分类及

智能化分析过程带来很大困难［１］。多视处理是一

种传统的去斑方法，但它以牺牲图像的分辨率为

代价。因此，在寻求去斑的同时能较好地保持极

化和边缘等细节信息的滤波算法成为近年来人们

关注的焦点［２］。目前，典型的滤波算法有极化白

化滤波（ＰＷＦ）
［３］、Ｂｏｘｃａｒ滤波、精制极化Ｌｅｅ滤

波［１］和基于非监督分类的滤波［４５］等。其中，

ＰＷＦ具有较好的斑点抑制效果，但滤波后会丢失

极化信息；Ｂｏｘｃａｒ滤波缺乏细节信息的保持，分

辨率损失严重；精制极化Ｌｅｅ滤波虽然对边缘有

较好的保持效果，但极化信息保持得不够理想；而

基于非监督分类的滤波虽可较好地保持极化和边

缘信息，但分类初始化及迭代过程需要较多计算

时间，因此，滤波效率仍有待提高。

四分量散射模型［６］能有效提取极化ＳＡＲ数

据的散射功率，据此可获得像素的散射类型和总

功率值。而散射类型和总功率值较好地反映了地

物的极化特征和空间特征，因而以此为参考，可便

捷地在滤波窗口内选取中心像素的同质区，以避

免计算量大的迭代分类过程。鉴于此，本文将四

分量散射模型用于极化ＳＡＲ数据相干斑滤波，据

此提出一种可兼顾信息保持与计算效率的滤波算

法。由于该算法采用极化特征和空间特征的相似

性度量自适应地选取滤波同质区，因此能有效抑

制相干斑，并尽量保持极化和边缘等细节信息，同

时也避免了计算量大的迭代分类过程。

１　算法描述

将四分量散射模型用于极化ＳＡＲ相干斑滤

波，由此形成的算法步骤如下。

１）极化ＳＡＲ数据四分量分解。应用四分量

分解算法［６］对极化ＳＡＲ图像的每个像素提取其

４个散射分量，并计算相应的散射功率值，即犘狊

（表面散射功率）、犘犱（二次散射功率）、犘狏（体散射

功率）和犘犺（螺旋散射功率）。

２）总功率图和散射类型图生成。根据计算

的犘狊、犘犱、犘狏 和犘犺，扫描整幅图像，由

犘狋＝犘狊＋犘犱＋犘狏＋犘犺 （１）

计算像素的总功率值犘狋；根据

犘ｍａｘ ＝ ｍａｘ（犘狊，犘犱，犘狏，犘犺） （２）

确定像素的主导散射机制，即犘ｍａｘ所对应的散射

分量，按

犚＝
犘ｍａｘ
犘狋

≤犆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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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主导散射功率犘ｍａｘ与总功率犘狋的比值犚，如

果犚小于等于阈值犆狉（文中取０．５），则将该像素

设为混合散射类型，否则设为犘ｍａｘ所对应的散射

类型。

３）滤波同质区选取。在滤波窗口内，基于极

化特征和空间特征的相似性度量，选取与中心像

素特性相似的像素构成同质区。判断极化特性相

似的标准为：两个像素的散射类型相同，且当散射

类型不是混合散射类型时，其散射功率值满足：

狘犘
狊
－犘犮

狊
狘≤犆狊 （４）

式中，犘狊和犘犮
狊为待判断像素与中心像素的散射

功率值；犆狊为预设阈值。由于总功率图具有较低

的噪声水平，且能反映场景中的边缘、纹理等空间

信息，因此当滤波窗口内某像素的总功率值犘狋与

中心像素的总功率值犘犮
狋满足：

狘犘
狋
－犘犮

狋
狘≤犆狋 （５）

时，认为其空间特征相似，犆狋 为预设阈值。用于

判断像素特性相似的阈值犆狊 和犆狋 越小，所得滤

波同质区的匀质性就越好，从而极化和边缘信息

的保持能力就越强，但同时参与滤波的像素数目

也将减少，可能导致去斑效果下降。因此，阈值选

取需综合考虑同质区的匀质性和滤波像素的数

目。

４）线性最小均方滤波处理。由步骤２）生成

的总功率图，根据

犫＝
ｖａｒ（狔）－珔狔

２
σ狏

２

（１＋σ狏
２）ｖａｒ（狔）

（６）

计算线性最小均方滤波器的权值参数犫。式中的

ｖａｒ（狔）表示同质区内像素的总功率值方差；珔狔表

示其数学期望；σ狏 表示相干斑噪声的方差。由权

值犫，根据

犣^＝珚犣＋犫（犣－珚犣） （７）

计算滤波后中心像素的协方差矩阵 犣^。式中，珚犣

表示同质区内像素的协方差矩阵数学期望；犣表

示中心像素的协方差矩阵。

２　实验及分析

实验所用数据为 ＮＡＳＡ／ＪＰＬ实验室 ＡＩＲ

ＳＡＲ系统获取的犔波段旧金山极化ＳＡＲ数据，

其空间分辨率是１０ｍ×１０ｍ，图像大小为５００像

素×６００像素，主要的地物类型有海洋、森林和城

区３类。

１）应用四分量散射模型计算各像素的散射

功率，据此生成实验区的总功率图和散射类型图

（图１）；

２）以生成的总功率图和散射类型图为参考，

在滤波窗口内选取中心像素的同质区；

３）根据同质区像素的局部统计特性，计算线

性最小均方滤波器的权值参数并采用式（７）进行

处理，获得滤波后的数据。

图１　应用四分量散射模型提取的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Ｆｏｕ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２．１　滤波总体效果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滤波的总体效果，将其与

典型的 Ｂｏｘｃａｒ和 ＬｅｅＲｅｆｉｎｅｄ算法所生成的

ＳＰＡＮ图像进行对比，结果如图２所示。为使对

比效果更清晰，图２只显示了实验区左上部２５０

像素×３００像素的范围。

在图２（ａ）所示的原始数据ＳＰＡＮ图像上，城

市地区由于角反射效应，相干斑噪声较为严重，而

海洋地区由于海浪的调制效应，使原本看起来为

同质区的地方也包含大量斑点噪声；图２（ｂ）为采

用５×５窗口大小的Ｂｏｘｃａｒ滤波后的ＳＰＡＮ图

像，可以看出其边缘模糊，空间分辨率损失较大，

原因是该算法将窗口内所有像素不加判断就进行

加权平均处理；图２（ｃ）为７×７窗口大小的Ｌｅｅ

Ｒｅｆｉｎｅｄ算法滤波后的ＳＰＡＮ图像，与Ｂｏｘｃａｒ算

法相比，其边缘保持效果得到较大改善，但分辨率

仍有所损失，原因是该算法仅依据边缘匹配确定

同质区，当图像细节信息比较丰富时，其散射匀质

性无法保证；图２（ｄ）为本文算法滤波结果（９×９

窗口大小），与前两种算法相比，从目视效果上来

看，其在消除斑点噪声的同时，边缘和纹理等细节

信息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持，尤其在城市等地形复

杂区域，图像的清晰度更高，原因是该算法在选取

同质区时综合考虑极化特征和空间特征的相似

性，如此则使得滤波像素与中心像素的特性更接

近，从而能在有效去斑的同时，尽量保持各种细节

信息。同时，该滤波算法无需迭代分类过程，因此

从计算效率上来看，远远优于基于非监督分类的

滤波算法。

为定量评价本文滤波算法对相干斑的抑制能

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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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图１（ａ）所示的总功率图上选取２０个匀质

区域，计算各匀质区域的等效视数［７］后再求其平

均值。其中，Ｂｏｘｃａｒ、ＬｅｅＲｅｆｉｎｅｄ和本文算法的

等效视数均值分别为１６．５、１９．２和２４．８，该结果

说明本文算法对相干斑的抑制能力要优于Ｂｏｘ

ｃａｒ和ＬｅｅＲｅｆｉｎｅｄ滤波算法。其原因主要是本

文算法在实验中采用了比Ｂｏｘｃａｒ和ＬｅｅＲｅｆｉｎｅｄ

算法更大的滤波窗口，因此，在同质区内有更多特

性相似的像素参与滤波，从而更好地平滑了相干

斑。当增大Ｂｏｘｃａｒ和ＬｅｅＲｅｆｉｎｅｄ算法的滤波窗

口时，虽然可提高其相干斑抑制能力，但同时也会

导致更多的极化和边缘等细节信息丢失。

２．２　细节信息保持

首先，为验证滤波算法的边缘保持能力，在总

功率图上选取２０个典型边缘点，计算这些点的边

缘保持指数［７］后再求其平均值。其中，Ｂｏｘｃａｒ、

ＬｅｅＲｅｆｉｎｅｄ和本文算法的边缘保持指数均值分

别为０．５２、０．７８和０．８６。该结果说明，本文滤波

算法对边缘信息的保持远远优于Ｂｏｘｃａｒ算法，比

边缘保持度较好的 ＬｅｅＲｅｆｉｎｅｄ算法也有所提

高。其原因主要是本文算法在选取同质区时，充

分考虑空间特征的相似性，使得参与滤波的像素

与中心像素的空间特性更接近，从而在消去相干

斑的同时，对边缘等细节信息能产生尽量小的平

滑作用。ＬｅｅＲｅｆｉｎｅｄ算法采用边缘匹配确定同

质区，与Ｂｏｘｃａｒ算法相比，增加了空间特征的考

虑，因而其边缘保持效果有较大改善，但当图像细

节信息比较丰富时，该方法还是不能保证同质区

内像素的空间特性相似，因此仍避免不了边缘信

息的丢失。

同时，为比较滤波算法的极化信息保持效果，

基于Ｆｒｅｅｍａｎ散射模型计算原始数据和滤波数

据的二次散射、体散射及表面散射功率值，并采用

红、绿、蓝３个颜色通道分别表示，以合成伪彩色

图像，其结果如图３所示。

由于图３的颜色由基于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的散

射功率比值决定，因此该颜色可反映被分解数据

中的极化散射信息。图３（ａ）为原始数据被分解

后的合成图像，从其颜色可以看出该地区主要包

含３种极化散射类型；图３（ｂ）为Ｂｏｘｃａｒ滤波后

的合成图像，与图３（ａ）相比，其颜色发生了较大

改变，尤其在城区，因而散射特性保持不够好；

图３（ｃ）为精制极化 Ｌｅｅ滤波后的合成图像，与

Ｂｏｘｃａｒ算法相比，其颜色更接近原始图像，但亦

有较大差异，因此，极化信息的保持仍不够理想；

图３（ｄ）为本文算法合成的图像，与图３（ａ）相比，

其颜色基本一致，且边缘等细节也较清晰，因而极

化散射信息的保持能力更强。其原因主要是该算

法在选取同质区像素时，要求与中心像素的散射

类型相同，且散射功率值接近，这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了同质区内像素的散射匀质性，因此极化信息

的保持效果要优于前两种算法。

图２　采用总功率图比较滤波效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ＵｓｉｎｇＳＰＡＮＩｍａｇｅｓ

　　　　　
图３　基于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比较极化信息保持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ｒｅｅｍａ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以上结果表明，对于犔波段的极化ＳＡＲ数

据，本文算法能在有效去除相干斑的同时，尽量保

持极化和边缘等细节信息；但对于波段频率更高

（如犡 波段）的极化ＳＡＲ数据，由于一些本来为

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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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散射类型的像素基于四分量分解后可能被划

入体散射类型，而当波段频率更低（如犘 波段）

时，又将导致相反情形发生，因此本文滤波算法对

这些波段的极化ＳＡＲ数据将不再适用。同时，实

验部分的阈值目前由人工凭经验确定，对于不同

的极化ＳＡＲ数据，如何自适应地确定阈值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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