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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小波阀值算法的变形监测数据滤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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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变形监测数据的去噪问题，在分析现有阀值确定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小波阈值算法。

实际算例表明，新算法能够有效地克服软阈值法存在的恒定偏差，进一步地提高了消噪的精度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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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监测所获取的变形信号，包含信号和误

差（噪声）两部分，对变形数据进行预处理，从而有

效减小观测误差、提取变形特征、分析变形规律，

是变形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１３］。去噪算法

一般是利用噪声的一些先验知识对带噪信号在最

小均方误差意义上进行估计。Ｄｏｎｏｈｏ等在小波

变换的基础上提出了小波阈值去噪的概念，并证

明了此方法可在Ｂｅｓｏｖ空间中得到其他任何线性

形式不可能达到的最佳估计［３］。

Ｄｏｎｏｈｏ提出的硬阈值去噪法，可以很好地保

留图像边缘等局部特征，但由于硬阈值函数的不

连续性，容易引起去噪图像中出现振铃、伪吉布斯

效应等视觉失真。Ｄｏｎｏｈｏ又提出一种软阈值去

噪法，软阈值处理相对平滑些，但由于估计小波系

数和带噪小波系数间有恒定的偏差，从而造成去

噪图像边缘模糊等失真现象。有学者在软阈值法

的基础上，在噪声（小波系数）和有用信号（小波系

数）之间存在一个平滑过渡区，更符合自然图像的

连续特性，但它仍具有造成边缘模糊等缺点［５］。

Ｇａｏ等提出的半软阈值法
［６］可以兼顾软、硬的优

点，但要估计两个阈值，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赵瑞

珍基于软阈值法提出的新算法能有效地克服软、

硬阈值法的缺点，同时也考虑到噪声在小波变换

下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减小的特性，但是，这种阈值

算法计算得到的第一层阈值较大，其阈值估计不

太合理［７］。

１　小波阈值滤波

信号经小波变换后，由信号产生的小波系数

包含有信号的重要信息，其幅值较大，但数目较

少，而噪声对应的小波系数幅值小、数目多。通过

在不同尺度上选取合适的阈值，并将小于该阈值

的小波系数置零或弱化，而保留大于阈值的小波

系数，从而使信号中的噪声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最

后经小波逆变换，得到滤波后的重构信号［８］。

１．１　阈值函数

软、硬阈值方法虽然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但两种方法本身都有一些潜在的

缺点。为了克服软、硬阈值法的缺点，赵瑞珍提出

的模平方处理法函数如下［７］：

狑^犼，犽 ＝
ｓｇｎ（狑犼，犽） 狑２犼，犽－λ

２
槡 犼，狑犼，犽 ≥λ犼

０，狑犼，犽 ＜λ
烅
烄

烆 犼

（１）

模平方处理法具有很好的连续性，且当 狑犼，犽 ≥

λ犼 时，其高阶可导，便于进行各种去噪处理。当

狑犼，犽 →＋∞时，^狑犼，犽→狑犼，犽，因此，模平方处理法

函数以直线 狑^犼，犽＝狑犼，犽为渐进线，随着狑犼，犽的增加

狑^犼，犽逐渐接近狑犼，犽，克服了软阈值函数中 狑^犼，犽和

狑犼，犽之间的恒定偏差的缺点。

１．２　改进的阈值估计

常用的小波阈值估计方法有固定阈值、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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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阈值、启发式阈值和极大极小阈值等４种阈值

选择规则［８］。对于一段含噪信号，使用固定阈值

降噪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但将有用信号的高频

部分当作噪声信号除去了。为了克服固定阈值的

缺点，赵瑞珍提出了阈值方案如下（简称赵方案）：

λ犼 ＝σ ２ｌｎ槡 犖／ｌｎ（犼＋１） （２）

此阀值方案有效地克服了软、硬阀值的缺点，但是

首层阀值过大，故此，本文在赵瑞珍的改进方案的

基础上作如下改进：

λ^犼 ＝σ ２ｌｎ槡 犖／ｌｎ（ｅ＋犼－１） （３）

式中，ｅ为自然对数。

当尺度犼＝１时，其结果与原固定阈值计算公

式一致，避免了首层阀值过大问题；当尺度犼＞１

时，阈值λ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减小，这正好与噪声

在小波变换各尺度上的传播特性相一致。对于

犼∈犣
＋，存在ｌｎ（ｅ＋犼－１）＞ｌｎ（犼＋１）＞０，又因

为固定阈值λ＝σ ２ｌｎ槡 犖恒大于零，从而推导出：

λ犼 ＝σ ２ｌｎ槡 犖／ｌｎ（犼＋１）＞λ^犼 ＝

σ ２ｌｎ槡 犖／ｌｎ（ｅ＋犼－１）＞０ （４）

　　由式（１）～式（３）可知，随着尺度犼的增加，阈

值λ犼 和^λ犼都逐渐减小，使 狑^犼，犽更加接近狑犼，犽，从

而有效地克服了软阈值法中 狑^犼，犽和狑犼，犽之间恒定

偏差的缺点；又由式（４）可知，改进阈值方案能更

有效地克服软阈值法中 狑^犼，犽和狑犼，犽之间恒定偏差

的缺点。

计算时假设信号噪声方差σ
２＝１，犖＝１２０。

固定阈值因在不同的尺度下总是为常数，未能体

现当尺度增加、噪声的幅值逐渐减小的特征。从

表１中可以看出，当犼＝１时，改进阈值方案与固

定阈值计算公式一致。而赵方案与固定阈值计算

得到的阈值差值为 １．３６９９，相对差达到了

１８．１％，计算得到的阈值趋向于将带噪小波系数

全部置零。当犼＞１时，随着犼的增大，两种阈值

方案计算得到的阈值都逐渐减小，较好地体现了

与被滤波噪声的相互关系。改进的阈值方案计算

得到

的阈值恒小于赵方案计算得到的阈值，表明改进

的阈值方案能更有效地克服软阈值法恒定偏差的

缺点。

表１　两种阈值方案的比较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尺度犼 固定阈值 赵方案 改进方案 两种方案的差值

１ ３．０９４３ ４．４６４２ ３．０９４３ １．３６９９

２ ３．０９４３ ２．８１６６ ２．３５６２ ０．４６０４

３ ３．０９４３ ２．２３２１ １．９９４５ ０．２３７６

５ ３．０９４３ １．７２７０ １．６２４５ ０．１０２５

１０ ３．０９４３ １．２９０４ １．２５７３ ０．０３３２

２０ ３．０９４３ １．０１６４ １．００５３ ０．０１１１

２　工程实例

图１是位于某江岸有断裂的危岩上的监测点

高程犎 位移１０ａ的变形观测数据随时间的变化

曲线。从图１可以看出，高程犎 有逐步下降的变

化趋势，由于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该曲线

有很多毛刺。由文献［１０］可知，该变形观测数据

既包括有明显的沉降趋势，也含有以年为周期的

规律性变形信息。

图１　高程犎 位移曲线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ｖｅ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为了说明基于改进阀值方案的的模平方处理

法（以下简称改进的模平方处理法）去噪的优越

性，现采用ｓｙｍ８小波基函数，对该信号进行３层

分解去噪处理，用于对比实验的方法有硬、软阈值

法、模平方处理法。

图２　各种方法去噪的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由图２可以看出，硬阈值法去噪提取了部分 周期性变形信息，如在时间序号（２０～４０）处，但总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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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没能很好地提取以年为周期的变形信息，如在

时间序号５５处、（８０～９０）处、（１１０～１２０）处过于

平滑了原始信号；软阈值函数由于估计小波系数

和带噪小波系数间有恒定的偏差，信号重构精度

较差，去噪曲线过于光滑，基本上不能提取以年为

周期的变形信息；模平方处理法克服了软、硬阈值

法的缺点，也考虑到噪声在小波变换下随着尺度

的增大而减小的特性，去噪后曲线光滑，较好地去

掉了毛刺，特别是在时间序号５５处、（８０～９０）处，

都很好地提取了以年为周期的变形信息，但这种

阈值算法计算得到的第一层阈值较大，阈值估计

不太合理，在时间序号（１１０～１２０）处还是没有反

映出以年为周期的变形信息；改进的模平方处理

法去噪后曲线比较光滑，没有多余震荡，以年为周

期的变形信息提取得较好，如在时间序号５５处、

（８０～９０）处、（１１０～１２０）处。从而得到更接近真

实值的数据，也更好地反映了危岩的沉降变形规

律，给后期的变形预报分析提供了更精确的数据。

为了从数值上反映改进的模平方处理法的优

点，比较了４种阈值去噪方法的信噪比、均方根误

差，如表２所示。从滤波的效果上来看，信号的信

噪比越高，均方根误差越小，则消噪信号越接近于

原始信号，去噪效果越好。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用的方法仅限于白噪

声，对于有色噪声，如Ｐｏｉｓｓｏｎ噪声等，去噪的效

表２　４种阈值去噪法的信噪比和均方根误差比较

Ｔａｂ．２　ＳＮＲａｎｄＲＭＳＥｏｆＦｏｕｒ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信噪比（ＳＮＲ） 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硬阈值方法 ２５．２９８９ ０．５９２７

软阈值方法 ２４．２９５０ ０．６６５３

模平方处理法 ２５．８９３０ ０．５５３５

改进的模平方处理法 ２６．２３６０ ０．５３２１

果有待分析。对于有多周期的形变信号的应用，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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