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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能量变分方法进行高光谱数据去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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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超平面最小方案，针对高光谱数据在空间维和光谱维建立能量函数，通过两个权重系数调节空间

维数据曲面光滑程度和光谱曲线光滑程度，达到联合抑制噪声的目的。实验中，对 Ｈａｍａｍａｔｓｕ相机和

ＡＶＩＲＩＳ采集的高光谱影像数据中比较严重的噪声污染，该方法有效地降低了噪声的影响，在 ＡＶＩＲＩＳ水吸

收带处的去噪效果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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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高光谱去噪方法
［１６］中，大多数将空间

维处理和光谱维处理分离，忽略了高光谱数据在

空间维和光谱维同时具有的邻域相关性。本文根

据能量变分的原理，提出了一种针对高光谱数据

的非线性联合去噪方法，能够针对数据的局部特

性，在空间维和光谱维同时进行去噪处理。

１　算法原理

相关研究表明［７］，高光谱数据中噪声的类型

属于高斯白噪声，噪声与信号、噪声与噪声之间不

具相关性，噪声随波长的变化非常复杂，且具有空

间维和光谱维的多维特性。对于噪声的处理，需

要针对数据的局部特性，同时考虑空间维和光谱

维之间的联系。处理的原则为：允许邻近像元光

谱信号的总体差异，以保证清晰的地物边缘；根据

地物分布的空间连续性，应该抑制单波段内邻近

像元亮度的明显扰动；根据光谱连续性，抑制单个

像元光谱数据中的明显扰动。

当观测数据混入高斯白噪声后，根据极大似

然原理，通过最小二乘方法可以求得其最优解。

但对于图像数据去噪来说，在没有冗余观测数据

的条件下进行求解，是一个病态问题。为使病态

问题可解，需要引入正则化方法，如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

则化、总变分（ｔｏ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Ｖ）
［８］正则化等。

采用等灰度曲率驱动的 ＴＶ 方法有效改善了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方法的边缘模糊现象，但是同时也带来

了阶梯效应。本文针对具有空间维和光谱维的高

光谱数据，采用几何特征明显的超平面最小正则

化方法。

超平面最小正则化方法，是通过欧氏空间中

维度降一的超平面约束方法，即对应空间维的二

维曲面面积最小化和光谱维的曲线长度最小化，

建立能量函数。相比于采取梯度犾１范数的ＴＶ方

法，超平面最小正则化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阶梯

效应的出现。此外，通过改变系数调节残差项、空

间曲面面积项和光谱长度项三者的权重，使结果

符合预期。最后，通过 Ｅｕｌｅｒ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方程，将

能量最小问题转化为对应的偏微分方程，对方程

进行数值求解，可以获得最终的结果。

２　具体方法

对于定义域为Σ犚
３ 的高光谱数据，值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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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为［０，１］犚，在空间维和光谱维分别采用超

平面最小方案，将去噪转化为能量最小化问题：

ｉｎｆ
狌∫狌－犳

２犱Σ＋α∫ １＋狌
２
狓＋狌

２
槡 狔ｄΣ（ ＋

β∫ １＋狌
２

槡 λｄ ）Σ （１）

其中，犳为噪声污染数据；狌为待求去噪结果；狌狓、

狌狔 和狌λ 为其空间维和光谱维导数；α和β是两个

正的权重系数。括号内第一项为忠诚项，使处理

结果和原始数据保持一致，后两项为约束正则项，

第二项和第三项使空间维数据曲面面积和光谱维

光谱曲线长度最小化，通过两个权重系数调节三

者对结果的影响程度。这三项的共同作用，在保

留原有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对空间维和

光谱维分布噪声的平滑抑制。

可以求得式（１）对应的Ｅｕｌｅｒ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方程

为：

狌－αｄｉｖ
狌狓 狌［ ］狔

Ｔ

１＋狌
２
狓＋狌

２
槡（ ）

狔

－

βｄｉｖ
狌λ

１＋狌
２

槡（ ）
λ

＝犳 （２）

等号左边两个散度算子ｄｉｖ中第一个结果为空间

维数据曲面的平均曲率，第二个是光谱曲线的曲

率值。在给定α和β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求解式

（２）方程获得去噪结果狌，较大α值对应的结果具

有较小的空间曲面曲率而显得更平滑，较大的β
则会使光谱曲线更平滑。由于式（２）为非线性方

程，可以通过其迭代形式进行求解：

狌

狋
＝犳－狌＋α犃＋β犅 （３）

其中，犃和犅 分别代表两个散度项，可以证明，在

满足限制迭代步长的ＣＦＬ条件约束下，式（３）可

以稳定地收敛到其唯一解。采用有限差分方法，

用差分代替微分，差商代替微商，式（３）中的犃和

犅 可以写为：

犃＝
狌狓狓（１＋狌

２
狔）＋狌狔狔（１＋狌

２
狓）－２狌狓狌狔狌狓狔

（１＋狌
２
狓＋狌

２
狔）
３／２

犅＝
狌λλ

（１＋狌
２
λ）
３／２

　　在空间维和光谱维均匀采样的条件下，一阶

和二阶导数的中心差分计算方法为：

狌狓 ＝ （狌犻＋１，犼，犽－狌犻－１，犼，犽）／２

狌狓狓 ＝狌犻＋１，犼，犽＋狌犻－１，犼，犽－２狌犻，犼，犽

狌狓狔 ＝ （狌犻＋１，犼＋１，犽＋狌犻－１，犼－１，犽－

　　狌犻＋１，犼－１，犽－狌犻－１，犼＋１，犽）／４

　　忽略了空间维和光谱维的采样间隔的差异，

可以通过改变权重系数的大小来进行相应的平衡

调节，即当分辨率相对较高时增大对应的权重系

数，反之亦然。根据ＣＦＬ条件，式（３）中的迭代步

长Δ狋应该满足：

Δ狋≤Δ狌／犞 ｍａｘ

可以据此确定适当的Δ狋值。其中，Δ狌为数据量

化值的最小间隔，根据数据值域范围适当设置；

犞 ｍａｘ为犞 的最大绝对值。

权重系数α和β的取值，控制着最终的去噪

效果，其取值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首先，数据受

噪声污染的程度越大，取值应越大，对应域所进行

的平滑处理更明显，太小则处理作用不明显，但太

大也容易造成数据失真；其次，还要参考光谱数据

的值域范围，值域范围较小时，为获得较好的平滑

效果应该适当增大系数；此外，处理偏重于获得平

滑的光谱曲线时，采用β≥α。相关实验表明，系

数的取值范围都不应超出［０．１，１０］。

３　实验与分析

使用 ＨａｍａｍａｔｓｕＣ４７４２９５１２ＥＲ相机采集

得到的城区自然景物高光谱影像Ｓｃｅｎｅ６
［７］进行

实验，光谱范围为可见光４００～７２０ｎｍ，３３个波

段，波段间隔为１０ｎｍ，大小为１０２０像素×１３３９

像素。原始数据经过了初步的处理，主要包括针

对暗噪声、轴偏暗角、散射光以及波长无关的抖动

处理［９］等。相对于数据中的其他波段，４００ｎｍ波

段的噪声影响比较明显。如图１所示，图１（ａ）、

１（ｂ）、１（ｃ）为Ｓｃｅｎｅ６影像局部的４００ｎｍ、４１０

ｎｍ以及４２０ｎｍ的建筑物立面反射率数据，噪声

影响依次减弱。

图１　Ｓｃｅｎｅ６影像局部４００ｎｍ、４１０ｎｍ及４２０ｎｍ

波段原始数据及处理结果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ｃｅｎｅ６Ｉｍａｇｅ（Ｐａｒｔ）ｏｎ４００ｎｍ，

４１０ｎｍａｎｄ４２０ｎｍ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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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噪声污染相对严重的最小波长４００ｎｍ

波段可以获得更可靠的光谱微分信息，首先，对数

据进行光谱维对称延拓，然后，使用α＝０．５和β＝

１．５的本文方法对延拓后的全部波段归一化数据

进行去噪处理。３个波段对应的处理结果如图

１（ｄ）、１（ｅ）、１（ｆ）所示，４００ｎｍ波段中的噪声影响已

经大大减弱，同时，各个波段边缘仍然保持清晰。

数据中两个位置处理前后的光谱曲线如图２

（ａ）所示，可以看出，在本文方法处理之后，光谱曲

线变得更加平滑，具有更好的光谱连续性。反映

数据信息的各个波段数据方差如图２（ｂ）所示，处

理前后的统计曲线基本轮廓基本一致，表明数据

中的有用信息在处理中保持得较好。

图２　Ｓｃｅｎｅ６数据的光谱曲线和方差数据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ｃｅｎｅ６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机载可见红外成像光谱仪（ＡＶＩＲＩＳ），采集光谱范

围为３８０～２５００ｎｍ，２２４波段，波段间隔大约１０

ｎｍ。以其提供的ＬｏｗＡｌｔｉｔｕｄｅ数据为例，选取

其中大小为１００像素×２００像素的局部区域数据

作为考察对象，数据在水吸收带的辐射信号微弱，

受噪声影响相对较为严重，比如图３（ａ）所示的对

应１３６３ｎｍ波长处的第１０８波段数据。

使用小波去噪方法，分别利用空间维 Ｄａｕ

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以及空间维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和光谱

维双正交小波联合进行去噪处理，第１０８波段对

应的结果如图３（ｂ）、３（ｃ）所示。选择所有波段，

在进行归一化之后，使用α＝０．５和β＝０．７的本

文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处理结果第１０８

波段如图３（ｄ）所示。可以看出，处理后中心区域

附近的小片水域变得更加清晰，植被分布区域的

轮廓也相对更清楚，数据质量有了明显改善。相

比而言，本文方法去噪结果的视觉效果更好。

图３　ＬｏｗＡｌｔｉｔｕｄｅ数据第１０８波段局部及其处理结果

Ｆｉｇ．３　Ｂａｎｄ１０８ｏｆＬｏｗ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Ｉｍａｇｅ（Ｐａｒｔ）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比较数据的典型地物光谱曲线，以土壤和水

体为例，使用本文方法进行处理前后光谱曲线如

图４（ａ）所示，处理之后的光谱曲线和原始数据基

本保持一致，在有波动变化的部分进行了平滑处

理，在数据保真的同时提高了光谱连续性。

此外，根据 ＮＤＶＩ指数分布情况，人工选择

数据中辐射值较均匀的部分植被区域（图３（ｄ）中

矩形标示），进行噪声方差统计，比较数据处理前

后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的变化情况，如图４（ｂ）所

示，本文去噪方法处理结果的ＰＳＮＲ有所改善，

尤其是在水吸收带１４００ｎｍ和１９００ｎｍ附近，

这说明本文处理过程中对噪声进行了有效抑制，

空间维结合光谱维的平滑处理，可以对噪声污染

严重的数据进行数据重构。

图４　ＬｏｗＡｌｔｉｔｕｄｅ数据光谱曲线和峰值信噪比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ＰＳＮＲｆｏｒＬｏｗ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４　结　语

本文使用能量变分方法，综合考虑数据在空

间维和光谱维的超平面最小问题，使得去噪处理

可以在空间维和光谱维同时进行，并且可以通过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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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系数调节两者平滑作用的 强弱。针对

Ｈａｍａｍａｔｓｕ相机和 ＡＶＩＲＩＳ的高光谱数据进行

去噪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有效地降低了噪声

对某些波段数据的影响。这种空间维和光谱维的

联合平滑方法，其处理的效果与平滑范围（空间、

光谱）内的数据自身有密切关系，在噪声污染程度

较低的数据附近处理的效果要比污染程度严重的

区域中心相对好一些。因此，在使用该方法时，可

以在污染严重的区域加入质量较好的数据，以达

到进一步改善处理结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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