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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灰度分割的自适应矩匹配条带噪声去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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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国产卫星全色影像中的随机条带噪声现象，提出了一种采用灰度分割的自适应矩匹配条带噪声

去除方法。该方法首先将不同反射特性的地物按照灰度差异进行分割处理，然后对每一个分割区域分别采用

标准矩匹配进行处理，从而抑制标准矩匹配处理过程中造成的灰度畸变。选取资源１号０２ＣＨＲ光学影像进

行实验，结果表明，与现有的去噪方法相比，所得图像质量有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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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常用的去条带噪声的方法归纳起来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影像空间域特征提出的去

噪方法［１５］；另一类是将空间域和频率域结合去除

条带噪声的方法。其中，空间域去噪的典型算法

有基于矩匹配的条带噪声去除法［３］，这类算法对

于处理地物单一的影像效果很好，处理地物丰富

的卫星影像却效果不佳。在此基础上，文献［６，７］

提出了基于均值补偿的矩匹配方法，该方法很好

地处理了标准矩匹配算法纠正影像时造成的探元

间的灰度畸变，却并没有纠正标准矩匹配算法造

成的探元内的灰度畸变，且该方法对单波段的全

色影像并不适用。空间域和频率域相结合的去噪

算法目前由于计算量大、性能不稳定，在实际生产

中并不经常使用。因此，本文在分析随机条带噪

声主要成因的基础上，结合标准矩匹配方法和现

有的改进矩匹配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条带噪声

去除方法。

１　采用灰度分割的自适应矩匹配方

法

　　标准矩匹配算法
［３］是基于地物单一这个前

提，但是，卫星影像中往往地物类型复杂，不同探

元的均值和方差本身就存在巨大差异，将这个差

异消除会改变地物实际的光谱信息。对此，本文

提出了一种改进策略———采用灰度分割的自适应

矩匹配方法。根据影像处理的基本理论可以知

道，影像直方图的峰值代表了影像中包含的地物

类型，标准矩匹配方法虽然在处理地物丰富的影

像时会造成灰度畸变，但对于灰度范围跨度较小

的单个峰值的曲线分布，标准矩匹配方法在对影

像进行噪声去除处理时，并不会造成影像中产生

灰度畸变现象。因此，将单一探元内部的成像数

据根据影像直方图分布的差异进行区分，对不同

的灰度区域分别进行标准矩匹配处理，这样就可

以解决标准矩匹配由于均值改变导致的探元间的

灰度畸变，以及由于方差改变导致的探元内的灰

度畸变。具体处理公式为：

狔＝
∑
犕

犿＝０

σ犿狉

∑
犕

犿＝０

σ犿犻

狓＋∑
犕

犿＝０
μ犿狉－∑

犕

犿＝０
μ犿犻
σ犿狉

σ犿犻
（１）

式中，狓、狔分别为第犻列影像各像素校正前、后的

灰度值；σ犿狉、μ犿狉为灰度等级为犿 时，无噪声参考

列的方差和均值；σ犿犻、μ犿犻为灰度等级为犿 时，第犻

个扫描列的方差和均值。对于每个灰度等级的成

像数据，并非所有探元都需要参与相应的校正计

算，只有当探元在扫描成像时包含有对应灰度等

级的成像数据，才参与相应的校正计算。

本文算法的关键在于分割处理，即处理单元

中心的获取。本文规定灰度等级划分的原则为：

① 灰度级跨度范围应小于某一阈值，以免处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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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灰度跨度较大造成标准矩匹配处理时产生灰

度畸变现象；② 处理单元中心对应的像元个数应

该在单元内最大值处，且要大于一个阈值以保证

处理单元中大部分是地物反射成分而不是噪声成

分，从而达到去噪的目的而非噪声增强处理；

③ 处理单元的划分应该自动收敛，使得处理无需

人工干预。

获取处理单元的关键在于准确定位直方图的

峰值点，为了提高直方图峰值点获取的准确性，本

文采用多层滤波的方式，并设置限定条件，对灰度

跨度范围依据噪声的特点进行限定，从而在去除

条带噪声的同时抑制标准矩匹配算法带来的灰度

畸变现象。

通过对国产卫星全色影像中残留的条带噪声

进行分析发现，随机条带噪声和其四周影像的能

量相关性较高，因此，随机条带噪声也可以根据成

像数据灰度等级区分方式被分配到不同的灰度等

级之中。

１．１　获取影像亮度值曲线图

假设一幅影像的大小为犕×犖，那么亮度值

曲线图根据下式计算得到：

犛（犽）＝ ｛ ∑
犻＝犕－１，犼＝犖－１

犻＝０，犼＝０

犐犈（犻，犼）狘犐犈（犻，犼）＝＝犽｝

（２）

式中，犽表示对应的灰度级；犐犈（犻，犼）表示影像中此

该类灰度级的个数。亮度值曲线犛（犽）通常由两

部分组成：变化较平缓的基线和一些峰值。变换

较平缓的基线说明了影像包含地物的丰富程度；

而一些峰值则说明了影像中一些反映纹理特征的

地物类型。由于随机条带噪声和地物类型存在高

非线性相关性，因此，随机条带噪声的成分随机分

布于这些峰值周围，它们共同组成影像中的地表

地物反射率。

１．２　获取并去除亮度值曲线图的基线

本文采用中值滤波的方法来求取基线，事实

证明它能有效抑制峰值的影响。为了去掉亮度值

曲线中的基线成分，使用一个大小为犠犉 的窗口

作为中值滤波的处理窗口。输出的去基线的亮度

值曲线犛（犽）犳 为：

犛（犽）犳 ＝犛（犽）－ｍｅｄ（犛（犽－狋）狘狋∈犠）　 （３）

式中，犠＝｛狋｜－（犠犉－１）／２≤狋≤（犠犉－１）／２｝；

ｍｅｄ是指中值滤波处理。将去水平基线的亮度值

曲线采用均值和方差进行归一化处理，处理公式

为：

犛（犽）狀 ＝
犛（犽）犳－μ（犽）犳

σ（犽）犳
（４）

式中，犛（犽）狀 就是均一化后的结果，其中，μ（犽）犳

可以假设为０，因为犛（犽）犳 经过了去基线处理。

本文设定一个阈值犜，那么，选取的区间中心的候

选值为：

犘（犽）犮 ＝
１，狘犛（犽）狀狘＞犜｛０ （５）

　　犜的选取至关重要，如果犜 选择大了，一些

峰值点将会被排除在外；如果犜 选择小了，一些

非峰值点将会被囊括进来。为了确保犜 的合理

性，本文选取最大｜犛（犽）狀｜的一半作为阈值。

１．３　获取处理单元中心

首先采用迭代的方式求取峰值点，这是出于

中值滤波的窗口大小选择的考虑。如果窗口选择

过大，一些峰值点将被划分到基线中去；如果窗口

选择太小，一些非峰值点会被囊括到最后的结果

当中。为了保证峰值点选取的结果最优，本文采

用２１～３逐步递减的方式来进行基线求取。每一

次迭代时，若第犽个灰度级是峰值点，那么犘（犽）犮

就加１，本文算法的迭代次数设为Ｃｏｕｎｔ。峰值点

的判定函数公式为：

犘（犽）＝
１，犘（犽）犮＞Ｃｏｕｎｔ／２｛０ （６）

将求取的峰值点函数犘（犽）中的峰值代入到未经

直方图拉伸处理的影像的亮度值曲线当中。若其

对应的像素个数大于某一个阈值犐（对于８ｂｉｔ量

化的影像，犐＝１／２５５＝０．００３），那么保留这个处

理中心；否则，当做伪峰值予以去除。

１．４　获取不同灰度区域并进行标准矩匹配处理

以两个最近的处理中心的距离犺为单位，对

其进行扩展，获取处理单元。在处理过程中，当犺

较大时，为了确保处理单元灰度跨度的要求，需要

对犺进行调整；当犺较小时，可以将两个处理单元

合并。本文实验中，考虑到国产卫星随机条带噪

声与周围地物灰度差异均小于５个ＤＮ值，设置

犺的最大值为２５，最小值为５。最后，对单个处理

单元进行标准矩匹配处理。

２　实验与分析

采用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的资源１号

０２ＣＨＲ成像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并将本文算法

与现有的标准矩匹配方法进行比较。图１～３、表

１显示了本文实验的结果。

图１的处理结果和图２的直方图对比结果表

明，对于直方图存在多峰现象的情况，采用本文方

法能够很好地消除掉原始影像中的条带噪声，而

５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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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矩匹配算法的去噪效果却不佳。图３的局部

放大图对比结果也进一步说明了ＺＹ０２ＣＨＲ的

光学影像经标准矩匹配处理后，影像存在较为严

重的灰度畸变，从而导致直方图的分布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表１中对校正前后图像中的均匀场的

定量评估也证实了本文算法的效果要优于标准矩

匹配算法。其中，熵值越大说明影像越不稳定，对

于均匀场影像而言，即影像中的噪声成分越多；信

噪比越大说明影像中包含的有效信息越多；同时，

图１　噪声去除效果对比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ｎｏｉｓｅ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２　直方图分布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ｎｏｉｓｅ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３　局部放大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Ｄｅｎｏｉｓｅ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１　均匀场景处理前后参数对比结果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ｍｏｏ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ｎｏｉｓｅ

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边缘能量 标准差 熵 对比度 信噪比 相对辐射精度

原始影像 ０．１２０７８２ ０．９８０５９６ １．３９２３１ ０．４８ ２４．７６３８ ０．０７７７８４５

标准矩匹配处理 ０．１２８６８６ ０．９９３６９６ １．４０６２３ ０．４７８２６１ ２４．８８０３ ０．０６３９７１１

本文方法处理 ０．１９３３８９ ０．９７９８１８ １．３１５６１ ０．５ ２５．１１８４ ０．０６２２４１８

６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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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辐射精度的大小衡量了影像的均匀程度，其

值越小越均匀。

３　结　语

本文对现有的矩匹配算法进行了改进，解决

了在信息量较少的情况下探元内和探元间灰度畸

变的问题和影像内部地物反射特征失真即纹理缺

失方面的问题。利用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

的资源１号０２ＣＨＲ成像数据进行了应用测试，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相对标准矩匹配去噪方

法而言，效果较好，证明了本文算法应用于复杂地

物场景条带噪声去除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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