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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边缘信息的犇犜犆犠犜干涉图滤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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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结合边缘信息的双树复小波变换（ｄｕａｌｔｒｅ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ＴＣＷＴ）干涉图

滤波算法。该方法是在ＤＴＣＷＴ几何多尺度变换域上，通过分析层间系数的传递性及层内系数的相关性确

定边缘系数，并利用贝叶斯双变量收缩函数分别对复数小波域的边缘及非边缘系数采用不同的阈值进行收

缩处理。实验结果表明，本算法对干涉图噪声有较强的抑制能力，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干涉图的边缘及细节信

息，处理结果优于传统小波域软阈值去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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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干涉图滤波是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ｉｎｔｅｒ

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ＩｎＳＡＲ）处理

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其处理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

响到数字高程模型、地表形变量等信息的获取精

度。现有的干涉图滤波方法主要分为空间域滤

波［１，２］、频率域滤波［３，４］和时频域滤波［５，６］等３类。

这些方法对干涉图噪声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虽

然时频域中的小波滤波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

持干涉图的细节及轮廓特征，但离散小波变换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ＷＴ）本身并不具

备平移不变性，并且每个尺度只提供了３个方向

的高频信息，前者使得重构的影像在奇异点、边缘

等信号强烈变化的地方出现震荡现象，后者不能

够很好地表征干涉图更多方向的细节信息。即使

是静态小波滤波方法［７］，也只对层内小波系数进

行处理，而没有考虑层间、层内小波系数之间的相

关性。

因此，本文提出了结合边缘信息的双树复小

波变换［８］干涉图滤波算法，其对干涉图的边缘及

非边缘系数采用不同的阈值进行双变量贝叶斯收

缩去噪，有效地保留了干涉图的边缘和细节信息。

１　犙狊犺犻犳狋双树复小波变换

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提出了ＱｓｈｉｆｔＤＴＣＷＴ
［９］，较传

统小波变换具有逼近的平移不变性，使得细节信

息在不同尺度下具有一致的连续性，而噪声并不

具备这一特性。此外，ＤＴＣＷＴ多了３个方向的

高频信息，非常有利于干涉条纹边缘、纹理等信息

的保留和检测。图１为Ｑｓｈｉｆｔ双树复小波变换

的分解过程［９］。

图１　ＱｓｈｉｆｔＤＴＣＷＴ分解树

Ｆｉｇ．１　ＱｓｈｉｆｔＤＴＣＷ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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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合边缘的犇犜犆犠犜干涉图去

噪算法

２．１　犇犜犆犠犜双变量贝叶斯收缩函数

在复数域里，干涉相位可以归一化为：

ｅｊφ狔 ＝ｃｏｓ（φ狔）＋ｊｓｉｎ（φ狔） （１）

式中，φ狔 为实域干涉相位。根据文献［２］该干涉

相位噪声符合加性噪声模型，即φ狔＝φ狓＋狏，其中

φ狓 为真实相位，狏为零均值噪声。

假设被加性高斯噪声污染的影像经 ＤＴ

ＣＷＴ变换后的系数为：

狔＝狑＋狀 （２）

式中，狔为含噪声影像的小波系数；狑 为原始影像

的小波系数；狀为噪声的小波系数。

由贝叶斯最大后验概率估计得：

狑^ ＝ａｒｇｍａｘ
狑
犘狑狘狔（狑狘狔）＝

ａｒｇｍａｘ（
狑

犘狀（狔－狑）·犘狑（狑））
（３）

式中，小波系数及其父节点系数的双变量概率密

度函数为［１０］：

犘狑（狑）＝
３

２πσ
２
·ｅｘｐ（－

槡３
σ

狑２
１＋狑槡

２
２）（４）

式中，狑２ 是狑１ 下一级同位置处的父节点系数。

噪声为独立于信号的高斯白噪声，其概率密

度函数为：

犘狀（狀）＝
１

２πσ
２
狀

·ｅｘｐ（－
狀２１＋狀

２
２

２σ
２
狀

） （５）

　　将式（４）、式（５）代入式（３）可以得到子带系数

狑１ 的双变量收缩函数：

狑^１ ＝
（狔

２
１＋狔槡

２
２－槡３σ

２
狀／σ狑）＋

狔
２
１＋狔槡

２
２

·狔１ （６）

式中，（犪）＋定义为（犪）＋ ＝
０，犪＜０

犪，｛ 其他
；σ狀、σ狑 分别是

噪声和无噪系数的标准差。

噪声方差的估计为：

σ^
２
狀 ＝ｍｅｄｉａｎ（^σ

２
１）／０．６７４５ （７）

式中，^σ
２
１ 为利用第一级±４５°子带系数得到的最大

似然估计结果。

２．２　犇犜犆犠犜边缘提取

对于小波变换后的系数，边缘系数乘积的结

果会成倍增加，而噪声系数乘积的结果则增加较

小，因此通过相邻尺度系数乘积可达到增强特征、

抑制噪声的目的。对于 ＤＴＣＷＴ而言，在进行

乘积计算时，可以利用复数小波的幅值来进行。

为了提取边缘信息，对于一个尺度犿，可以分别计

算犆（犿）＝狔（犿）·狔（犿－１）和犛（犿）＝狔
２（犿）两

个量值进行对比分析。前者是子带系数同它在相

邻粗糙尺度的父系数相乘的结果；后者是子带各

系数的平方。文献［９］根据以下３条来评定边缘

点系数：①犆是大值；②犆≥犛；③ 该点的父系数

为边缘点。对于最粗糙的尺度，只要满足前两条

则表示其为边缘点。

图２　层间尺度系数的传递性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ｃａｌ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图２表征了在ＤＴＣＷＴ域内相邻尺度系数

相乘可以增强边缘特征而抑制噪声的特性。

图２（ａ）是仿真图像，加入了０．２的零均值高斯白

噪声。由图２可以看出，犆值图像整体表现较暗，

能量高的区域相对集中，这些区域代表了该方向

上的３个边缘；而犛值图像中除了亮度较高的边

缘区域外，其他区域的亮点也较多，并且规律性不

强，表明有很多噪声存在。

根据上面对犆和犛的分析可知，边缘点在父

子尺度之间的依赖关系是非常大的，因此，对边缘

点而言，基于局部窗口的最大似然估计只取边缘

系数本身和其父系数；而非边缘点一般位于均匀

区域，尺度内的依赖关系更大一些，因此，对非边

缘系数，窗口包含非边缘系数和同一尺度内的相

邻系数。研究表明，边缘系数采用拉普拉斯概率

密度函数描述、非边缘采用高斯概率密度函数描

述更加合适［９］。由此，边缘点和非边缘点的含噪

系数估计值为：

σ^狔犽 ＝ 槡２ ∑
犼∈｛犽，狆（犽）｝

狔（ ）犻 ／２ （８）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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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狆（犽）为犽系数的父节点。

σ^
２
狔犽 ＝ ∑

犕

犼＝１

狔
２（ ）犻 ／犕 （９）

式中，犕 是窗口内的小波系数数目。窗口尺寸采

用下式获取：

犠犻＝犠ｌｅｖｅｌ２
ｌｅｖｅｌ－犻

－１ （１０）

式中，０＜犻＜ｌｅｖｅｌ，为复小波分解层序号；犠ｌｅｖｅｌ为

最粗糙层小波窗口尺寸。

由噪声系数标准差和噪声方差，可以得到无

噪系数的标准差的计算式：

σ^狑犽 ＝ （^σ
２
狔犽 －σ

２
狀）槡 ＋ （１１）

２．３　去噪算法实现

文献［５］验证了矢量化可以得到更好的滤波

效果。因此，结合本节提出的滤波方法，设计了双

树复小波域干涉图滤波策略，其步骤如下。

１）读入干涉图取出实部和虚部，进行矢量

化，并存储于两个矩阵犚犲、犐犿。

２）对犚犲进行ＤＴＣＷＴ变换。

３）提取各尺度、各子带的边缘图像，计算犆、

犛的值，并依据边缘判决条件提取边缘。

４）根据式（６）～式（１１）计算边缘、非边缘系

数的分布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并收缩边缘和非

边缘系数。

５）对处理后的复小波系数进行 ＤＴＣＷＴ

反变换。重复步骤２）～步骤５），完成对矩阵犐犿

的处理。

６）对滤波后的犚犲、犐犿重新进行矢量化，最后

由矢量化后的复数矩阵得到平滑后的干涉图的相

干系数，并生成干涉图。

本文以相干图、奇异点个数和相位梯度均值

３种方法来评价干涉图的滤波效果
［１１，１２］。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数据为ＥＲＳ１／２串行模式，获取时间分

别为１９９６０４１５和１９９６０４１６，中心为３５．６°Ｎ／

８７．２°Ｅ。采用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实现了ＤＴＣＷＴ域双

变量贝叶斯收缩干涉图滤波算法（记为ＣＥＩＤＢ）。

选择文献［５］中矢量分离式ＤＷＴ软阈值方法作

为对比。原始干涉图及ＤＷＴ软阈值、ＣＥＩＤＢ等

滤波方法获取的干涉图如封三彩图１所示，其原

始大小为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实验中，选取的

小波为ｓｙｍ４，阈值由 Ｄｏｎｏｈｏ所给的方法
［１３］获

取，分解层数为３；而ＣＥＩＤＢ方法分解层数为３

（选取边缘，实际分解４层），设定每层０．８Ｃｍａｘ为

大值的判断依据。

从视觉效果（封三彩图１）上可以看出，ＤＷＴ

软阈值算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原影像的平

滑度，但对干涉条纹的边缘区分度不够，较为模

糊，有些细节特征消失或出现了间断；而ＣＥＩＤＢ

方法得到的滤波结果的边缘较为连续，层次感较

强，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干涉图的细节信息，视

觉效果好于ＤＷＴ软阈值滤波方法。从相干图（封

三彩图２）中也可以看出，ＣＥＩＤＢ方法获取的相干

图的色调较亮的区域要多于ＤＷＴ软阈值滤波方

法，并且较为连续平滑，而ＤＷＴ软阈值滤波方法

得到的相干图不够平滑，出现了灰白相间的现象。

封三彩图３是封三彩图２中部和右侧白框内

影像的局部放大图。封三彩图３（ａ）、３（ｄ）原始干

涉图中的细节边缘较为明显；而经小波软阈值滤

波后，影像边缘特征出现消失或间断（封三彩图３

（ｂ）、３（ｅ））；本文算法得到的滤波结果中的边缘信

息都得到了一定的保留（封三彩图３（ｃ）、３（ｆ））。

从定量结果（表１）上看，ＣＥＩＤＢ滤波方法在

奇异点数目、相位梯度均值方面都好于ＤＷＴ软

阈值滤波方法；ＣＥＩＤＢ方法在相干均值上则低于

ＤＷＴ软阈值方法，但通过图２中的相干图可以

看出，ＣＥＩＤＢ方法得到的相干值应比ＤＷＴ软阈

值滤波方法得到的结果更为可靠。

表１　滤波前后评价指标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滤波方法 奇异点 相干均值 相位梯度均值

原始影像 １２３３ ０．６１７２ ０．５６６７

小波软阈值 ２７０ ０．７６２６ ０．３０７４

本文算法 ２２３ ０．７５５９ ０．２９９７

　　从执行效率上看，由于ＤＷＴ软阈值滤波方

法小波变换及阈值设置较为简单，因此速度较快；

而ＣＥＩＤＢ方法，在影像较小时，运算速度较快，但

随着影像的增大，所花费的时间将变长，这一方面

是同ＤＴＣＷＴ自身的变换有关，另一方面滤波

方法中的阈值是自适应的，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但从上述滤波效果的比较来看，本文算法具有一

定的研究价值。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并实现了一种考虑边缘信息的ＤＴ

ＣＷＴ干涉图滤波算法，其在去除噪声的同时，能

够保持干涉图的细节纹理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传统ＤＷＴ软阈值等时频域滤波方法所造

成边缘信息的模糊、损失等问题。将本文算法得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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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滤波结果同传统的ＤＷＴ软阈值滤波方法进

行了比较，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在后续研究中

需要考虑高分辨率的ＳＡＲ影像进行实验研究，并

对算法的执行效率作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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