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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数据去噪中的小波策略及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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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评价时序数据去噪效果的均方根变化量、互相关系数、信噪比及平滑度４项指标，分析了不同小

波策略的去噪效果与指标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于小波分解重构阶段，小波策略阶段的去噪均方根误差

与４项指标存在正相关趋势，且归一化后的综合指标与去噪均方根误差归一化值存在０．９５的正相关性，在实

测时序数据分析中，可用归一化后的综合指标代替未知的去噪均方根误差来评价去噪效果，并以去噪残差分

布作为去噪可靠性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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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低维实数小波在时序数据、ＧＰＳ信

号、遥感摄影像片等处理分析中得到了成熟且广

泛的应用［１３］。目前，小波种类多，参数设置各异，

处理方法不同导致小波分析策略的选择出现多样

性，需要优化选择。在时序数据去噪中，小波阈值

方法、阈值形式、小波种类以及小波消失矩的选择

构成了小波策略。本文通过建立综合归化指标评

定小波策略的去噪能力，以达到自动选择最优去

噪小波策略的目的。

１　综合归化指标

由于实测数据的真实信号未知，不能得到最

小均方根误差，需要用均方根变化量 （ ）狏 犕
［４］、平

滑度 （ ）狉 犕
［５］、信噪比ｓｎｒ（ ）犕

［５］、互相关系数

狆（ ）犕
［４］四个指标来替换评价小波去噪效果，其

中犕 表示小波分解层数。

小波去噪选定小波策略后，对原始时序数据

进行小波分解，首先确定分解层数。由于去噪时

对各层小波系数进行了阈值量化处理，而噪声传

播的层数与噪声性质有关，层数过小，噪声剔除不

干净；层数过大，低频小波系数被阈值量化，而噪

声有可能没有传播至低频层，因此，在小波分解重

构阶段，要求均方根变化量越小越好。随着层数

的增加，相邻两级的分解重构信号都接近于真实

信号，其差很小，若层数进一步增加，则偏离真实

信号，因此均方根变化量具有极小值。平滑度要

求越小越好，一般的信号具有长期稳定性，变化平

缓，平滑度好，引入噪声后，平滑度降低，去噪后的

信号应具有比原始信号更好的平滑度。互相关系

数和信噪比则要求越大越好，符合去噪前后信号

的相似性和噪声能量较小的特点。

在小波策略阶段，不同的小波策略仅对去噪

效果产生影响，而不会引起去噪信号的失真，与原

始信号的差值主要由噪声控制，差值越大，说明噪

声剔除越多，去噪效果越好，因此４项指标值应越

大越好。而在小波分解重构阶段，分解层数有限

定，如果继续分解，会带来去噪信号的失真。信号

是否失真是小波分解重构阶段与小波策略阶段的

主要区别。

对于犻组小波策略（共狀组）的去噪数据，可

计算相应的狏犻、狉犻、ｓｎｒ犻和狆犻，共得到狀个相应的

值，并对４组狀个指标值进行归一化。

４项指标归一化公式如下：

珔犺犻＝ 犺犻－犺（ ）ｍｉｎ ／犺ｍａｘ－犺（ ）ｍｉｎ （１）

式中，犺犻取狏犻、狉犻、ｓｎｒ犻或狆犻；珔犺犻为相应的归化值，取

犘狏犻、犘狉犻、犘ｓｎｒ犻或犘狆犻；犺ｍａｘ为相应组的最大值；犺ｍｉｎ

为相应组的最小值。４项归化指标取平均后得到

综合归化指标犘ｇｅｎ，取值区间为［０，１］。

去噪均方根误差归一化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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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ＲＭＳ犻 ＝ ＲＭＳｍａｘ－ＲＭＳ（ ）犻／ ＲＭＳｍａｘ－ＲＭＳ（ ）ｍｉｎ

（２）

ＲＭＳ犻越小，其归化值越大。

２　综合归化指标评价小波策略的有

效性分析

　　为了验证综合归化指标用于评价时序数据去

噪中小波策略的有效性，本文采用长度为１００００

的模拟时序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包含了周期项、趋

势项和噪声项：

犛＝ｅ
－狋·１０

－４

· ｓｉｎ４０π（ ）狋＋ｓｉｎ４２π（ ）（ ）狋 ＋

　ｓｉｎ１０π狋＋（ ）３ ＋狋／１０００＋ε （３）

式中，ε～犖 ０，０．（ ）１ 。模拟信号如图１所示。

图１　模拟信号

Ｆｉｇ．１　ＡｎａｌｏｇＳｉｇｎａｌ

考虑到软阈值对所有小波系数都进行阈值量

化处理，对于平缓的信号，去噪效果比硬阈值好，

这里直接选用软阈值。阈值形式常用的有固定阈

值形式、无偏似然估计、启发式选择和极大极小原

理阈值形式。小波种类选取ｄｂ、ｓｙｍ、ｃｏｉｆ、ｂｉｏｒ、

ｒｂｉｏ和ｄｍｅｙ系列小波，最小消失矩为１，最大消

失矩为１０，以上共构成２１２组小波策略。每组小

波策略的小波分解最佳层数由文献［６］中的方法

得到。

使用不同的小波策略对模拟信号去噪，提取

最佳分解层数的去噪信号，计算与纯净信号的均

方根误差以及４项评价指标值，从中计算相应的

归一化值犘狏、犘狉、犘ｓｎｒ和犘狆。最后按均方根误差

归一化值犘ＲＭＳ由小至大排列，分析均方根误差与

４个归一化指标间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的４项归化指标值的变化趋势基本和

归化均方根误差值一致，说明使用４项归化指标

来评价小波策略是合理的。其中，犘狏、犘狉两项指

标正确地反映了去噪效果，与前面分析一致，小波

策略阶段，两项指标应越大越好。计算４项归化

指标分别与归化均方根误差的相关系数，公式如

下：

Ｃｏｖ犼 ＝∑
狀

犻＝１

犘犻犼－珚犘（ ）犼 犘ＲＭＳ犻－珚犘（ ）ＲＭＳ ／

图２　不同小波策略归化均方根差与

四项归化指标间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Ｔｒｅ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ｌ

ｅ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ｕｒ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狀

犻＝１

犘犻犼－珚犘（ ）犼槡
２

∑
狀

犻＝１

犘ＲＭＳ犻－珚犘（ ）ＲＭＳ槡
２ （４）

其中，犘犻犼为第犻组小波策略第犼 项归化指标；

犘ＲＭＳ犻为第犻组小波策略的归化均方根误差；狀为

小波策略总数。最后统计犘狏、犘狉、犘ｓｎｒ、犘狆与犘ＲＭＳ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６２、０．７２、０．７４、０．８６。可

见，４项归化指标与归化均方根误差存在正相关

性，但相关性程度不高，将其平均后得到综合归化

指标，计算相关系数为０．９１，相关性提高。如图３

所示，综合归化指标能很好地拟合归化均方根误

差，两者基本等价，可用综合归化指标替代均方根

误差来评价小波策略的优劣。

图３　不同小波策略归化均方根误差与

综合归化指标间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ＭＳｅｒｒｏ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从图２和图３分析归化指标的趋势线，在１

～３０段出现反常，此时去噪效果较差，而归化指

标值较高，显然此段的小波策略应评定为劣；３１～

１６４段较平稳，此段的小波去噪效果相近，小波策

略评定为一般；１６５～２１２段小波策略较优。劣小

波策略主要聚集在ｂｉｏｒ小波，分解重构端消失矩

为１，阈值形式为无偏似然估计的组合。较优小

波策略的阈值形式主要为固定阈值和极大极小原

理阈值，消失矩在２～５，小波种类影响不大，但建

议使用ｄｂ和ｒｂｉｏ系列小波。除去劣小波策略的

去噪结果，保留３１～２１２段的小波策略结果，重新

５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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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相关系数，则犘狏、犘狉、犘ｓｎｒ、犘狆、犘ｇｅｎ与犘ＲＭＳ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９、０．９２、０．７２、０．９５、０．９５。

可见，各相关系数明显提高，综合归化指标与归化

均方根误差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５，具有高度相关

性。在实测数据去噪中，使用３１～２１２段的小波

策略，以综合归化指标的大小来评定小波策略的

优劣，综合归化指标较大的相应小波策略即较优，

其去噪效果与可靠性较好。

３　实测超导重力数据小波去噪分析

超导重力仪观测为研究地球内部构造提供了

丰富的数据，主要包含了各周期的短波、中波和长

波及其各种非周期波［７］。本文从ＩＳＤＣ获得了ｃｂ

站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３０日共１０ｄ的数据。从图４

可见虚框中的数据噪声较大。

图４　ｃｂ站超导重力数据

Ｆｉｇ．４　ＳＧＤａｔａｉ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ｂ

由于前述的模拟数据和超导重力数据的各分

量相似，根据模拟数据小波策略的分析结果，本实

例剔除ｂｉｏｒ小波、分解和重构端消失矩为１的组

合，使用余下的１３２组较优的小波策略来去噪。

计算４项归化指标与综合归化指标，按综合归化

指标升序排列，如图５所示。其中，犘狏 指标有递

减的趋势，但幅度较小，和模拟数据有所不同，说

明了单一指标对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响应，对评

价去噪效果有片面性。其他三项指标均为上升趋

势，而４项归化指标具有相同的突变点，且平均以

后得到的综合归化指标不出现突变点，表明４项

归化指标平均的合理性，综合归化指标从整体上

反映了小波去噪的效果。最后得到最优小波策略

为ｒｂｉｏ３．５，阈值形式为固定阈值，而最劣小波策

略为ｓｙｍ７，阈值形式为启发式选择。比较两种策

略的小波去噪效果，如图６所示。由于超导重力

仪噪音水平低［１０］，且重力值较大，因此图中无法

明显地反映出信号的去噪效果。

为了进一步说明小波策略的优劣对去噪效果

确实产生了影响，计算两种小波策略去噪后的信

号与原始信号的差值，称之为去噪残差，其分布作

图５　重力数据小波去噪归化指标变化趋势

Ｆｉｇ．５　Ｔｒｅｎｄ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

图６　最优和最劣小波策略去噪效果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为去噪可靠性来定性分析去噪效果。从图７可

见，最劣小波策略的去噪残差接近于零，基本没有

去噪，对原始数据质量并无改善。同时，在整个时

间轴上，去噪残差分布均匀，这有悖于原始信号的

噪声分布。原始信号在１５０００ｍｉｎ处的噪声很

大，其余部分噪声很低，整个时间段的去噪残差分

布应在１５０００ｍｉｎ处达到最大，而其余部分值很

小。最优小波策略的去噪残差分布符合这一特

点，其去噪残差与原始信号的各处噪声水平相适

应，结果具有可靠性，表明去噪残差的分布可作为

时序数据去噪可靠性评价的一个定性指标。

图７　两种小波策略去噪信号与原始信号差值

Ｆｉｇ．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Ｔｗｏ

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Ｓｉｇｎａｌ

超导重力数据经过去噪后，在１５０００ｍｉｎ处

仍存在较大的噪声，这是因为小波去噪阈值是由

小波分解最高频率层信号作白噪声估计得到的，该

６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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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是针对整个数据的平均噪声水平而言的，而在

１５０００ｍｉｎ处，噪声水平较高，阈值却小，不能完全

剔除噪声，可以增加该段的去噪阈值来将噪声完全

剔除。事实上，超导重力仪极其稳定且噪音水平

低［１０］，１５０００ｍｉｎ处的超导数据是否为强噪声有待

确定，有可能是地球深部信息的反映，如地震。

４　结　语

针对本文模拟数据和实测数据的处理结果及

分析表明，在小波策略评价中，单一指标均与均方

根误差存在正相关性，而综合归化指标与均方根

误差正相关性最高，且比单一指标更具有全面性

和可靠性，用于小波策略评价能得到较好的效果。

另外，不同的时序数据具有不同的特性，对于

一般的实测数据，由累积的经验与资料可先生成

原始模拟数据，分析这类时序数据的小波策略的

选择，在模拟阶段，应剔除去噪效果不佳且综合归

化指标出现反常的小波策略。对以阶跃信号为主

的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使用硬阈值的固定阈

值形式、消失矩为１的小波策略去噪效果较好，不

同性质数据的小波策略的优劣存在差异。实测数

据去噪中，应选择模拟阶段综合归化指标较高且

稳定的小波策略段，为了保证去噪的可靠性，选择

至少两类优小波策略和一类劣小波策略，比较分

析去噪残差大小及分布特征，定性分析结果的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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