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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边缘检测中极化信息利用率不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结合自适应最优对比增强与均值比的合成

孔径雷达边缘检测新方法，并分析新算法特性后，推导了其快速版本。实验结果表明，新方法具有更好的检测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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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点噪声导致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影像上线

状特征提取困难增加［１］。尽管已有多种用于

ＳＡＲ影像的边缘检测方法，但绝大多数研究集中

于单极化影像［２］。

目前，极化ＳＡＲ影像边缘检测可分为两类：

① 将矩阵形式的极化数据转换为标量影像再采

用单极化强度影像比值算子进行边缘检测，常使

用总功率图（ＳＰＡＮ）。② 先对各极化通道的强度

影像分别检测边缘，再对多个检测结果进行融合，

常用的融合法有最大值法或均值法，前者被称为

矢量比值最值法；后者被称为矢量比值均值法。

两算法均把各通道当成不相关，数据中的极化信

息几乎没有得到利用，检测效果并不理想。

如何充分利用极化信息是极化ＳＡＲ影像边

缘检测面临的主要困难。已有方法多针对实影

像，通道间的相位差和相关性几乎没有发挥任何

作用［３，４］。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自适应最

优对比增强与均值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ｐｏｌａｒｉ

ｍｅｔ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ｖｅｒａ

ｇｉｎｇ，ＡＯＰＣＥＲＯＡ）的边缘检测方法。

众多ＳＡＲ影像边缘检测算法中，比值算子

（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ＲＯＡ）
［５］是最经典算法之一，

对乘性噪声敏感性较低，具有恒虚警率特性。

极化最优对比 增 强 （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ＰＣＥ）
［６７］根据两个给定

目标的散射特征，利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求解一组

收发极化对，使得在该极化方式下两目标的对比

度最大。此时，散射功率可表示为：

犘＝犉
犎·犆犉 （１）

式中，犉、犆分别是收发天线的极化矢量与目标的

协方差矩阵；犎 为共轭转置。

１　犃犗犘犆犈犚犗犃边缘检测

１．１　犃犗犘犆犈犚犗犃算法原理

极化ＳＡＲ数据的优势在于能合成任意极化

下的回波功率。新方法在滑动窗口模板边缘检测

中，模板两侧的像素被看作是两类目标犃、犅，先

求解最优极化后计算滑动窗口内的像素在该极化

方式下的回波影像，使得极化合成的影像中边缘

最明显。再采用 ＲＯＡ 算子检测边缘。称其为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可表示为：

犈＝ｍａｘ（犈犻）

狅＝犼ｗｈｅｒｅ犈犼 ＝ｍａｘ（犈犻）
（２）

式中，犈为边缘强度；狅为边缘方向；犈犻为模板犻的

边缘强度：

犈犻＝ｍａｘ珔犐犃，犻／珔犐犅，犻，珔犐犅，犻／珔犐犃，（ ）犻 （３）

式中，珔犐犃，犻、珔犐犅，犻分别为模板犻下边缘两侧最优极化

功率的均值。最优极化功率可由式（１）得到，其中

最优极化方式是犆－１犅犆犃 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

向量，犆犃、犆犅 分别是模板两侧平均协方差矩阵。

协方 差 矩 阵 形 式 的 极 化 ＳＡＲ 数 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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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ＯＰＣＥＲＯＡ算法流程如下。

１）参数初始化。选择一定大小的滑动窗口，

边长通常为５～９个像素。设置滑动窗口位置为

第一个像素。

２）依次处理４个方向模板。设当前模板编

号犻＝１。

３）计算模板两侧像素的协方差矩阵，记为

犆犃，犻、犆犅，犻。

４）分别求犆－１犅，犻犆犃，犻和犆
－１
犃，犻犆犅，犻的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其中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犉犻，即

为最优极化状态。

５）按照犘＝犉犎犻 ·犆犉犻 计算最优极化状态下

滑窗内像素的回波功率犐犻。

６）分别计算模板两侧最优极化状态下回波

功率均值，记为犐犻犃、犐犻犅，计算犈犻＝ｍａｘ（犐犻犃／犐犻犅，

犐犻犅／犐犻犃）。

７）模板编号增１，重复步骤３），直至所有模

板处理完毕。

８）计算犈＝ｍａｘ（犈犻），即为当前像素的边缘

强度，对应的方向为边缘方向。

９）移动滑动窗口至下一个像素，直到所有像

素处理完毕。

最优极化方式能随着窗口的滑动和模板的变

化根据场景自适应调整，在该极化方式的回波影

像上检测边缘，检测得到最优的边缘强度和方向，

提高了极化信息利用率。其次，针对ＳＡＲ影像特

有的乘性斑点噪声，结合了适合乘性噪声的ＲＯＡ

算子，并基于模板使用均值估计边缘两侧的协方

差矩阵，能有效地降低斑点噪声影响。

１．２　犃犗犘犆犈犚犗犃快速算法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算法中，对于每个像素都需要

通过四次求解特征值问题获得最优极化方式，并

对滑动窗口内的所有像素进行极化合成，然后模

板卷积求取平均值，计算ＲＯＡ。计算复杂，效率

较低，有必要进行优化处理。

算法的核心处理最优极化目标增强中，求解

特征向量是必要过程。分析ＲＯＡ算法和ＯＰＣＥ

的意义发现，ＲＯＡ中边缘两侧像素强度均值之比

与ＯＰＣＥ求得的最大特征值有重要关系。考察

模板边缘两侧目标犃、犅，假定珔犐犃≥珔犐犅，忽略方向

犻，ＡＯＰＣＥＲＯＡ表示为：

犈＝
珔犐犃
珔犐犅
＝
犈（犐犃）

犈（犐犅）
（４）

式中，犐犃、犐犅 分别为最优极化强度影像上边缘两

侧强度随机变量，可由犐犃＝犉
犎·犆犃犉 和犐犅＝犉

犎

·犆犅犉 求得，犆犃、犆犅 分别为边缘两侧像素的协方

差矩阵，也是随机变量。化简式（４），有：

犈＝
犈（犉犎·犆犃犉）

犈（犉犎·犆犅犉）
＝
犉犎·犈（犆犃）犉

犉犎·犈（犆犅）犉
（５）

　　最优极化强度影像上ＲＯＡ检测结果就是影

像增强后的对比度，即犉 对应的特征值。因此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就可以优化为犆－１犅，犻犆犃，犻和犆
－１
犃，犻犆犅，犻的

最大特征值的计算，去除了特征向量、极化合成和

ＲＯＡ计算，效率得到大幅提高。

２　实　验

２．１　数据描述

１）模拟犔波段极化ＳＡＲ数据。图１（ａ）是用

于模拟的地物目标影像，包含５个不同的目标，包

括圆形、弧形和直线等３类不同边缘。根据乘性

相干斑噪声模型，融合极化协方差矩阵与高斯随

机噪声，得到模拟的单视极化矢量［８］，通过４像素

×４像素视处理，得到大小为３００像素×３００像素

的多视协方差矩阵影像，图１（ｂ）所示为模拟极化

影像总功率图。

图１　犔波段模拟极化数据

Ｆｉｇ．１　犔ｂ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Ｄａｔａ

２）真实极化ＳＡＲ数据。真实极化ＳＡＲ数

据是经过１３视处理犔波段协方差矩阵ＥＭＩＳＡＲ

数据，像元地面间隔为５ｍ×５ｍ，空间分辨率约

为８ｍ。实验影像大小为４００像素×４００像素，包

括农田、农场、树篱、林地等多种地物类型，图２为

总功率影像。

图２　犔波段真实极化ＳＡＲＳＰＡＮ影像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Ｎｏｆ犔ｂａｎｄＲｅ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ＲＤａｔａ

２．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ＳＡＲ影像中滑窗大小为５像素×５像素

或７像素×７像素时噪声影响与边缘定位精度取

得最优折衷，采用这两种尺寸的窗口进行实验。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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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模拟影像实验

ＳＰＡＮ比值法、矢量比值最值法、ＡＯＰＣＥ

ＲＯＡ和快速ＡＯＰＣＥＲＯＡ检测结果如图３。

　　利用真实边缘来评估漏检性。５像素×５像素

图３　模拟影像的边缘检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

滑窗结果中，ＳＰＡＮ比值法结果影像中部的弧形

边缘强度较小，边缘不清晰，易与附近非边缘区域

的虚假混淆，且边缘出现断裂，连续性不够。剩余

３种方法的真实边缘均较明显，除矢量比值最值

法边缘较细，定位精度较高外，几乎没有明显差

异。接着对非边缘区域的虚警效应进行比较发

现，差异主要在右上角圆外的区域，ＳＰＡＮ比值法

中随机纹理最明显，呈现裂纹状，非边缘区边缘强

度较大，且空间波动明显；矢量比值最值法中随机

纹理较小，虚假边缘减小，但是存在多处点状亮

斑；ＡＯＰＣＥＲＯＡ 与快速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 的非边

缘区域边缘强度较小，灰度值接近于０，几乎没有

波动。７像素×７像素滑窗实验也可得到类似结

论。

采用一维剖面法进一步分析。在狔方向上，

取边缘最为丰富的狓＝２００列，剖面见图４。该剖

面上分布着５处边缘，分别位于狔＝１４，１０２，１４５，

１９６，２７８。除ＳＰＡＮ比值法外，其余３种方法均

能从剖面图上看到明显峰值。ＯＰＣＥＲＯＡ与快

速ＯＰＣＥＲＯＡ的剖面几乎完全一致，且峰值最

为明显。需要注意到的是比值最值法与 ＯＰＣＥ

ＲＯＡ的结果非常接近。原因是ＯＰＣＥ中的最优

极化方式往往与 ＨＨ、ＨＶ、ＶＶ 某种较接近，

ＯＰＣＥ后的影像也与 ＨＨ、ＨＶ、ＶＶ中的某一影

像近似，检测的结果也较为接近。

上述剖面中最小边缘信号峰值与最大边缘噪

声峰值如表１。最小边缘信号峰值是真实边缘对

应的峰值中的最小值，记为犈狊，ｍｉｎ，最大边缘噪声

峰值是指非真实边缘峰值的最大值，记为犈狀，ｍａｘ，

定义像边缘信噪比ＳＮＲ为：

ＳＮＲ＝１０ｌｇ（犈狊，ｍｉｎ／犈狀，ｍａｘ） （６）

　　ＳＮＲ用于衡量模拟影像边缘检测结果的优

劣，其值越大，表示检测性能越佳。从表１得到，

ＳＰＡＮ方法中ＳＮＲ为０．９８ｄＢ，是四种方法中最差

的，表明部分真实边缘难以正确检测到，虚假边缘

产生较高虚警；矢量比值最值法相对于比值均值法

提高０．３７ｄＢ，而ＡＯＰＣＥＲＯＡ是所有方法中最高

的，达到了５．０５ｄＢ，相比矢量比值最值法提高

０．２８，较ＳＰＡＮ比值法提高了４．０７。快速ＡＯＰＣＥ

ＲＯＡ与ＡＯＰＣＥＲＯＡ方法接近，仅少了０．０５，这

种近似误差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表１　模拟影像不同方法边缘检测信噪比分析（５×５）

Ｔａｂ．１　ＳＮＲｏｆＥｄ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

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５×５）

方法 犈狊，ｍｉｎ 犈狊，ｍａｘ 信噪比／ｄｂ

ＳＰＡＮ比值 １．７２ １．３７ ０．９８

比值最值 ４．３８ １．４６ ４．７７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 ４．４１ １．３８ ５．０５

快速ＡＯＰＣＥＲＯＡ ４．３９ １．３９ ４．９９

　　非边缘区强度统计如表２，ＡＯＰＣＥＲＯＡ与

其快速法的均值和方差较为接近，两者均值和方

差性能均优于矢量比值最值法和ＳＰＡＮ比值法。

表２　模拟影像非边缘区边缘强度统计（５×５）

Ｔａｂ．２　Ｅｄｇ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ｏｎｅｄｇｅ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５×５）

方法 均值 标准差

ＳＰＡＮ比值 １．１０ ０．４３

比值最值 １．０７ ０．４０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 １．０６ ０．３５

快速ＡＯＰＣＥＲＯＡ １．０５ ０．３６

　　图５（ａ）、５（ｂ）分别为窗口为５像素×５像素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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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７像素×７像素３种方法（对应于图３（ａ）～

３（ｆ））的接收者操作特征（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曲线，快速算法结果与ＡＯＰＣＥ

ＲＯＡ非常接近，图中未绘出。图５（ａ）、５（ｂ）中用

于判断是否正确检测的与真实边缘的距离阈值分

别为２像素和４像素。两种不同窗口均表明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方法具有较好的检测性能。

模拟影像实验表明，ＡＯＰＣＥＲＯＡ与其快版

本效果基本相同，与其他方法相比，具有较好的真

实边缘检测性能和非边缘区的虚警抑制性能。

图４　模拟影像不同检测方法的剖面图（７×７，狓＝２００）

Ｆｉｇ．４　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７×７，狓＝２００）

图５　图３结果对应的ＲＯＣ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ＯＣ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Ｆｉｇ．３

２．２．２　真实影像边缘检测

与模拟实验相同分别使用５像素×５像素或

７像素×７像素两个窗口尺寸对真实极化ＳＡＲ影

像进行了实验，结果如图６。图６（ａ）和６（ｂ）所示

ＳＰＡＮ比值法真实边缘漏检严重，部分边缘连续

性较差，且非边缘区域噪声造成的零碎边缘虚警

较多，灰度不均匀。图６（ｃ）和６（ｄ）所示矢量比值

最值法比ＳＰＡＮ比值法有较大改善，边缘更为明

显，连续性得到有效改善，虚假边缘减少。图６

（ｅ）和 ６（ｆ）所示，ＡＯＰＣＥＲＯＡ 方法和快速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结果基本一致，相比前面两种方法

边缘更为清晰，特别是弱小边缘得到了增强，非边

缘区边缘强度较低，且较为均匀。尽管真实ＳＡＲ

影像边缘情况众多，边缘形状和方向较为复杂，边

缘强弱不一，难以进行定量的评价，定性分析亦可

得出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方法及其快速算法效果最佳

的结论。

图６　真实影像不同方法的边缘检测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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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ＡＯＰＣＥＲＯＡ与其快速算法效率比较

分别选择１０２４像素×１０２４像素和２０４８像

素×２０４８像素的影像在主频为２．８Ｇ的双核计

算机上进行了实验，结果如表３，快速算法的计

算时间有大幅提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窗口增

大，节省绝对时间基本相同，但效率提高的百分比

却降低了，原因是卷积运算求取边缘两侧协方差

和特征值问题耗时较多，快速算法仅提高了后者

的效率。前者则随着窗口增大，时间会大幅增加。

表３　犃犗犘犆犈犚犗犃改进前后效率分析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ＡＯＰＣＥＲＯＡ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方法
图像大小／

像素×像素

窗口大小／

像素×像素

时间

／ｓ

节省时间

／ｓ
优化前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 ５×５ ６．５

２．８
优化后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 ５×５ ３．７

优化前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 ７×７ ８．８
２．７

优化后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 ７×７ ６．１

优化前 ２０４８×２０４８ ５×５ ２６．８
１１．９

优化后 ２０４８×２０４８ ５×５ １４．９

优化前 ２０４８×２０４８ ７×７ ３５．６
１１．１

优化后 ２０４８×２０４８ ７×７ ２４．５

　　由于数据有限，实验中仅使用中等分辨率的

数据进行了实验，更高分辨率的检测效果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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