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９期

２０１１年９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９

Ｓｅｐｔ．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０４。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ＮＳＦＣ４１０７４００９）。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９１０５１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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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抑制ＩｎＳＡＲ干涉图噪声并保持干涉图条纹细节的算法，该算法改进了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的

参数α，将干涉图的相位标准偏差函数模型作为参数。相位标准偏差是相位噪声的体现，以干涉图的相位噪

声强弱来决定滤波的强弱，噪声强的局部区域强滤波，噪声弱的局部区域弱滤波。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改善

了滤波效果，增强了滤波的局部自适应性和条纹细节的保真性。

关键词：ＩｎＳＡＲ；干涉图；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相位噪声；局部自适应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ＩｎＳＡＲ干涉图经常存在噪声。因此，生成干

涉图后，为降低噪声、减少残余，需要对干涉图进

行滤波［１］。目前，国内外有很多滤波算法［２６］，这

些方法均能对ＩｎＳＡＲ干涉相位图起到降噪作用。

其中，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是比较经典的一种频域滤波

方法［４］。但是，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方法强烈依赖滤波

参数α，滤波时参数取值是固定的，带有很大的主

观性。

本文提出的改进的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方法，用相

位标准偏差函数作为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的参数。实验

结果表明，该方法在有效抑制噪声的同时，保持了

条纹信号的细节信息，增强了滤波的自适应性。

１　改进的犌狅犾犱狊狋犲犻狀滤波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利用傅立叶变换把干涉图从

空间域转换到频率域，进行功率谱平滑。噪声在

频谱空间属于宽带信号，信号属于窄带信号，通过

对频率域实施平滑实现了在信号区域去噪，而噪

声区域不改变噪声特性的自适应。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

波方法的步骤为［２］：首先，把干涉图犐（狓，狔）分成

相互重叠的小块（重叠率不小于７５％），并对其进

行二维傅立叶变换，干涉小块记为珘犐（狌，狏），得到

局部功率谱犛（狌，狏）。然后，把犛（狌，狏）与矩形平

滑窗口犠（狌，狏）卷积，用以减小估计方差，之后进

行非线性变化，得到自适应滤波器犣（狌，狏）。最

后，把经傅立叶变化的干涉图小块珘犐（狌，狏）与频率

域滤波器犣（狌，狏）相乘，进行傅立叶逆变换，就得

到了滤波后的干涉图。其中，滤波参数α取为０

时，相当于没有滤波，取为１时强滤波，根据经验，

滤波参数一般取为０．５。

干涉图相位的质量可以直接由干涉图的相干

值来评价，两幅复数ＳＡＲ影像犵犕 和犵犛（干涉像

对）的相干值可以定义为［７］：

γ＝
犈｛犵犕犵


犛 ｝

犈｛犵犕
２｝犈｛犵犛

２
槡 ｝

（１）

　　干涉图的相位标准偏差可以由干涉图相位的

概率密度函数通过数值积分得到［８］，是相干性和

视数的函数。不同视数下，干涉图相位标准偏差

与相干值成反比关系，即干涉图的相干值高的区

域噪声较小，相干值低的区域噪声较大。本文滤

波算法选择视数为１时的相位标准偏差进行实验

数据验证。

文献［９］把相位标准偏差（犔＝１）定义为相干

值的绝对值 γ 的函数：

σ
２

φ ＝犈［（φ－φ０）
２］＝

π
２

３
－πａｒｃｓｉｎγ ＋

ａｒｃｓｉｎ２ γ －
犔犻２（狘γ狘

２）

２
（２）

式中，犔犻２（·）是Ｅｕｌｅｒ的算法，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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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犻（γ
２ ）＝∑

!

犽＝１

狘γ狘
２犽

犽２
（３）

　　本文用相位标准偏差值的函数模型作为滤波

参数在频率域内进行局部自适应滤波。本文构建

的滤波参数在噪声强的区域进行强滤波，在噪声弱

的区域弱滤波。首先，用最大最小值法对相位标准

偏差值进行归一化处理，使之取值在［０，１］区间：

σ′＝
珋σφ－σφ，ｍｉｎ

σφ，ｍａｘ－σφ，ｍｉｎ
（４）

式中，珋σφ 取局域窗口的均值，本文选为３×３窗

口；σφ，ｍｉｎ、σφ，ｍａｘ分别为干涉图相位标准差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通过分析多个实验区域数据中的滤波

参数直方图，发现由式（８）求得的参数值σ′在［０，

１］区间都有所分布，且分布随机，并不集中。为了

使参数σ′小于０．４的区域滤波强度加深，选用参

数σ′的指数函数并进行归一化处理，使之范围仍

在［０，１］区间：

α＝
ｅｘｐ

σ′

ｅｘｐ
σ′
ｍａｘ

（５）

　　确定干涉图每个像元的滤波参数后，按照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方法的步骤进行本文方法的滤波。

２　实验与分析

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参数有残差点数［１０］、相

位标准差（ＰＳＤ）
［１１］、相位差均值及相位差和值

（ＳＰＤ）
［１２］等几种干涉图滤波的评价指标。

２．１　模拟数据实验结果与评价

在像元数为８００×８００的模拟无噪声的干涉

相位图中加入根据坡度变化的噪声，对加噪声的

干涉图分别用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方法、Ｂａｒａｎ滤波方

法［５］、ＬＺＷ 滤波
［６］、基于信噪比的滤波方法［１３］及

本文提出的改进方法进行滤波，几种干涉相位图

如图１所示。

图１　模拟数据干涉图滤波结果比较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滤波后的干涉条纹图来看，５种方法滤波

后条纹趋势明朗，达到了平滑效果。但是放大干

涉图可以看到，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及Ｂａｒａｎ滤波的滤

波结果比较其他３种滤波还是存在很多噪声，细

小的条纹不够光滑；本文方法与ＬＺＷ 滤波、基于

信噪比的滤波方法结果相近，都比较好。本文选

取了第２３０列的干涉图剖面图（见图２），这一列

有宽条纹也有细小条纹，与模拟的真实相位剖面

图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本文方法比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

波及Ｂａｒａｎ滤波方法更好地保持了条纹的细节信

息。从表１滤波效果的评价指标看，本文方法比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及Ｂａｒａｎ滤波方法残差点明显减

少，与ＬＺＷ滤波、基于信噪比的滤波残差点减少

率相当。因选取的实验区域小，残差点减少率不

是很明显，可以预见的是，对一幅干涉图来说，残

图２　模拟数据的干涉图剖面图（第２３０列）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ａｎｄ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Ｒｏｗ２３０）

２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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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减少量会更多。从所有的评价指标来看，本

文方法优于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与Ｂａｒａｎ滤波方法，与

ＬＺＷ滤波和基于信噪比的滤波相近。

２．２　真实数据实验结果与评价

选择伊朗Ｂａｍ地区２００３０６１１与２００３１２

０３的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进行实验。图３（ａ）即

为视数为１的去除平地效应后的干涉相位图，其

大小为５００×１０００。原始干涉相位图及几种方法

滤波后的干涉相位图见图３。

实验时，本文选取了几块干涉图区域的真实

数据，在条纹趋势明显、干涉图质量较好的区域，

用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残差点减少率就能达到９８％左

右，可以达到满意效果。在干涉效果越差、条纹越

密集的区域，本文方法的优势越明显。因此，本文

选择了噪声稍多且有明显条纹的区域进行实验。

５种方法滤波后的干涉图质量用表２的评价指标

进行评价，各项评价指标中，本文方法都要优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及Ｂａｒａｎ滤波方法，与ＬＺＷ 滤波

方法和基于信噪比的滤波方法效果相近。多个区

域的真实数据验证发现，干涉图尺寸越大，噪声越

多，残差点数目减少得越多，滤波效果越好。从所

编制的程序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运行所需的时间来看，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速度最快，本文方法与之相差不

多，具有实用性。

表１　模拟数据的滤波结果评价

Ｔａｂ．１　Ｆｉｌｔ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

评价指标

正残差点数 负残差点数 残差点减少率 ＳＰＤｗｈｏｌｅ ＰＳＤ均值 ＰＳＤ总和

滤

波

方

法

模拟无噪声相位图 ０ ０ － ２．０３０９×１０５ ０．５８８９ ３．７６８８×１０５

模拟加噪声相位图 ３３９ ３３９ － ６．５５３４×１０５ １．０８７８ ６．９６１６×１０５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 １１６ １１６ ６５．７８％ ２．０３４７×１０５ ０．５８７６ ３．７６０５×１０５

Ｂａｒａｎ滤波 １５１ １５１ ５５．４６％ ２．１６３８×１０５ ０．６０１７ ３．８５０６×１０５

ＬＺＷ滤波 ８７ ８７ ７４．３４％ １．９８００×１０５ ０．５８２８ ３．７２９８×１０５

基于信噪比的滤波 ８７ ８７ ７４．３４％ １．９８７９×１０５ ０．５８３４ ３．７３３９×１０５

本文方法滤波 ８８ ８８ ７４．０４％ ２．００６５×１０５ ０．５８５９ ３．７４９７×１０５

滤波效果评价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越大越好 越少越好 越小越好 越少越好

表２　真实数据的滤波结果评价

Ｔａｂ．２　Ｆｉｌｔ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

评价指标

正残差点数 负残差点数 残差点减少率 ＳＰＤｗｈｏｌｅ ＰＳＤ均值 ＰＳＤ总和

滤

波

方

法

原始干涉相位图 ３８７４１ ３８７４７ － ８．５０３５×１０５ １．６９７６ ８．５１３６×１０５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 ３２６８ ３２６７ ９１．５７％ ３．２０４９×１０５ １．０１９１ ５．１１０６×１０５

Ｂａｒａｎ滤波 ３１５８ ３１５８ ９１．８５％ ３．２３４０×１０５ １．０２４９ ５．１３９７×１０５

ＬＺＷ滤波 ２４５１ ２４５２ ９３．６７％ ２．８７３２×１０５ ０．９８１８ ４．９２３５×１０５

基于信噪比的滤波 ２４４４ ２４４５ ９３．６９％ ２．８７１１×１０５ ０．９８１０ ４．９２００×１０５

本文方法滤波 ２４５０ ２４５１ ９３．６８％ ２．８７２５×１０５ ０．９８１６ ４．９２２０×１０５

滤波效果评价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越大越好 越少越好 越小越好 越少越好

图３　真实数据滤波结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Ｔｒｕ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本文选取干涉图第４５０行剖面进行条纹细节

的保真性分析（见图４），在条纹密集的区域，本文

方法优于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与Ｂａｒａｎ滤波，与ＬＺＷ滤

波和基于信噪比的滤波相近。本文方法在一定程

图４　真实数据的干涉图剖面图（第４５０行）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ｒｕ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Ｌｉｎｅ４５０）

３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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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保持了条纹的细节信息。

３　结　语

本文方法不但有较强的抑制噪声的能力，还

具有很好的相位保持能力和细节保持能力，将提

高相位解缠及整个ＩｎＳＡＲ处理结果的精度。在

后续研究中，可选取不同视数对本文方法进行验

证，此外，可探测滤波后干涉图中的粗差点并用值

代替，将会进一步改善滤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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