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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差滤波和重要点提取相结合的压缩算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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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ＩｎＳＡＲ监测成果中含有大量的冗余信息，影响形变机理反演计算分析的效率，需要进行压缩处理。

结合ＩｎＳＡＲ数据特点和后处理需求，提出了基于重要点提取的矢量压缩法，该方法原理简单，压缩效率高。

顾及到ＩｎＳＡＲ成果含有各种误差，影响成果的可靠性和压缩效率，提出了将抗差滤波和重要点提取相结合进

行ＩｎＳＡＲ监测成果的数据压缩。实例验证抗差滤波具有较好的抗差能力，提取的等值线光滑可靠；相比于重

要点提取的直接压缩算法，基于抗差滤波的压缩算法具有更高的压缩比，能够更好地反映特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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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ＳＡＲ是基于连续空间覆盖特征的对地观

测技术，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１３］，因此监测数

据中存有大量的冗余信息，这不仅影响形变机理

反演的计算效率，而且还会因海量的数据使得反

演建模与分析变得不现实或不可行。为了便于后

处理分析，需要对ＩｎＳＡＲ监测成果进行精简压

缩。即对给定的数据进行压缩处理，消除一定的

冗余度，以节省存储空间和处理时间，提高运算性

能［４］。目前较成熟的数据压缩技术按压缩后对信

息的失真程度可分为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无损

压缩即是利用数据的统计冗余进行压缩，通过一

定的算法可以完全恢复成原始数据，但压缩率受

到数据统计冗余度的理论限制。常用的有Ｓｈａｎ

ｎｏｎＦａｎｏ编码法、Ｈｕｆｆｍａｎ编码法、游程（Ｒｕｎ

ｌｅｎｇｔｈ）编码法等。有损压缩则利用人类视觉对

图像中某些频率成分不敏感的特性允许压缩过程

中损失一定的信息。有损压缩可以保证有较大的

压缩比，尽管不能完全恢复原始数据，但所损失的

部分对理解原始图像的影响较小。常用的有损压

缩方法有主成分变换、离散余弦变换和小波变换

等。

目前，对ＩｎＳＡＲ数据后处理信息压缩的研究

还很少，张静等曾采用基于自适应算法的四叉树

分解对ＩｎＳＡＲ成果进行压缩处理
［５］，取得了较好

的成果。然而，四叉树分解是一种基于均匀性检

测的图像分割法，要求图像的大小为犖＝２狀，而且

压缩象限内小区域的地表形变容易被忽视。考虑

到ＩｎＳＡＲ监测成果压缩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冗余

信息，提取能够反映地表形变特征的点，便于后续

的反演建模，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基于重要点提取

的矢量压缩法，它属于一种有损压缩。

基于重要点提取的矢量压缩法即是从海量的

地表形变信息中提取特征点，以揭示地表的形变

规律，于是可借鉴规则格网向不规则三角网ＴＩＮ

转换的原理［６］提取重要特征点，达到数据压缩的

目的。考虑到ＩｎＳＡＲ形变信息提取过程中由于

受时间失相关、空间失相关、系统热噪声和地表散

射引起的失相关及大气效应等的影响，使得干涉

图中存有大量的噪声，进而导致提取的形变信息

中含有误差［２３，７］，如此直接进行压缩处理会因误

差的存在而误判，影响压缩效率，因此，有必要在

压缩处理之前先进行滤波处理，以滤除部分噪声

的影响。目前，对ＩｎＳＡＲ成果的误差处理大都采

用ＤＥＭ中常用的高斯滤波、均值滤波或中值滤

波进行抑制［５６］，可保证局部区域的光滑性。然而

高斯滤波和均值滤波不具有抗差性，当滤波窗口

内有异常值时，滤波值易受影响；中值滤波可以有

效地抵制异常值的影响，但由于未考虑局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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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特性，容易丢失有用的监测信息，尤其是特

征点。基于此，本文结合等价权原理［８１１］，提出了

一种基于抗差估计的误差滤除方法，暂称其为抗

差滤波。其基本思想是：先根据给定的窗口确定

统计初始值，计算残差，然后依据残差大小分配不

同的权值，重新计算，重复迭代，直至两次均值小

于给定的限差为止。这不仅充分顾及了局部区域

的统计特性，而且还能有效地抵制异常值对沉降

监测成果的污染。

１　基于重要点提取的矢量压缩法

为了便于ＩｎＳＡＲ的后处理，需要从海量的

ＩｎＳＡＲ监测成果中滤除非重要点。显然，如果数

据点能够逼近由周围点内插计算的结果，则此点

没有必要保留，可以压缩处理。于是，可将Ｉｎ

ＳＡＲ监测成果视为规则格网，并借用规则格网数

据向不规则三角网ＴＩＮ转换的思想进行重要点

提取，进而达到数据压缩的目的。其基本思想如

下。

１）连接待处理数据域的两个对角点，将其剖

分成两个三角网。

２）提取三角形所包含的三角点，按式（１）计

算各点离所在三角形的距离，并取其距离最大值

点为重要点，

犘犽 ＝

（狓，狔，狕）：犱＝
犃狓＋犅狔＋犆狕＋犇

犃２＋犅
２
＋犆槡

２
＝｛ ｝ｍａｘ

（１）

式中，犃、犅、犆、犇 为平面三角形的方程系数；（狓，

狔）为点的坐标；狕为形变信息或高程。

３）将重要点纳入三角网，并按Ｄｅｌａｕｎａｙ构

网法则重新构建，再次判断并计算相对新建三角

网的最大偏离点，循环迭代，直至点到三角面的最

大距离小于给定的阈值ε，即

犱ｍａｘ＝
犃狓＋犅狔＋犆狕＋犇

犃２＋犅
２
＋犆槡

２
＜ε

　　４）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三角点即为压缩后的

数据点，可以直接用于反演建模。

显然，阈值的大小决定了压缩比。通常可根

据反演建模的需要确定重要点个数或根据地表形

变监测的精度要求确定阈值。

基于重要点提取的矢量压缩法可以很好地保

留形变特征点，并可根据形变的相关性、连续性，

通过局部插值法恢复形变监测成果。另外，该方

法不受数据分布区域大小的限制，灵活简单。

２　抗差滤波与重要点提取相结合的

矢量压缩

　　由于压缩处理是以点离三角面的距离为判断

条件而进行的，因此当数据点含有误差时，会影响

监测成果的可靠性和压缩比。而ＩｎＳＡＲ成果从

原始数据的获取到最后形变信息的提取，尽管采

取了一系列的降噪手段进行误差的剔除与控制，

但监测成果中仍会含有各类误差。为了削弱误差

的影响，进一步提高监测成果的精度，一种简单的

方法就是进行滤波处理。常用的有加权滤波、均

值滤波和中值滤波，其中均值滤波是加权滤波的

特例。加权滤波和均值滤波具有较强的平滑性

能，能够有效地滤除随机误差的影响，从而使得等

值线光滑，但它们不具有抗差性，当滤波窗口内有

异常值时，滤波值易受影响；中值滤波可以有效抵

制异常值的影响，但它以中值代替中心点值，未顾

及局部区域的统计特性，极易将特征点作为粗差

剔除，从而使得滤波结果过分平滑化，难以从中提

取特征点，无法真实反映地形的起伏或形变的特

点。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抗差滤波的思想，即在

中值滤波与加权滤波的基础上，结合等价权原理

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该滤波值既能充分

顾及区域的统计特性，又能有效抵制异常值的影

响。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１）确定初值。确定窗口与初始权阵犘，进行

加权平均，并以此作为窗口中心值的统计初值，

狕^＝∑
犻，犼

狕犻犼狆犻犼／∑
犻，犼

狆犻犼 （２）

　　２）计算各观测值的残差并确定权。计算各

观测值的偏离值：

狏犻，犼 ＝狕犻，犼－狕^ （３）

　　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初始方差的影响，可用式

（４）计算初始方差因子
［８１１］：

σ^０ ＝ｍｅｄ（狏犻犼 ）／０．６７４５ （４）

然后按式（５）或其他权函数确定等价权
［８］：

珚狆犻犼 ＝

狆犻犼，狏犻犼／^σ０ ≤犮０

狆犻犼
犮０
狏犻犼／^σ０

，犮０ ＜ 狏犻犼／^σ
烅

烄

烆 ０

（５）

式中，犮０ 通常取作１．５～２．５。

３）计算滤波值。用等价权珚狆犻犼代替式（２）中

的权狆犻犼计算窗口中心滤波值，即

狕^＝∑
犻，犼

狕犻犼珚狆犻犼／∑
犻，犼

珚狆犻犼 （６）

将其代入式（２），反复迭代，直至两次滤波之差小

于给定的阈值为止。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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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权阵直接影响着统计值的计算，进而影

响到最后的抗差结果。从理论上讲，选择以距离

倒数为权的初始权阵比较合理，如对应于３×３的

窗口，高斯滤波中取各邻近点的权为：

犘＝

１ ２ １

２ ４ ２

１ ２ １

（７）

它不仅可以顾及周围点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很好

地保留当前点的信息，对特征点的提取也十分有

效。然而，如果格网中心点值异常，则会因此点赋

予过大的权而导致统计值异常，进而等价权计算

不合理，最终无法达到控制异常值影响的目的；相

反，若赋予当前格网点过小的权值，则易将特征点

误判为异常值，因此选择合适的初始权阵十分重

要。

值得说明的是，此处权犘的非对角线元素并

非表示观测值的相关性，而是各邻近点相对应的

权。

经抗差滤波后，ＩｎＳＡＲ形变监测成果在一定

程度上滤除了误差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重

要点提取，有望改善监测精度，提高压缩比。

３　计算与对比

３．１　不同滤波方法的比较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抗差滤波在ＩｎＳＡＲ数

据后处理应用中的效果，选取西安市某区域２００７

年的ＩｎＳＡＲ沉降监测数据，以３×３为滤波窗口，

按以下几种方案进行滤波处理：① 中值滤波；

② 均值滤波；③ 加权滤波，以高斯权阵式（７）为

权；④ 以单位权为初始权阵的抗差滤波；⑤ 以高

斯权阵式（７）为初始权阵的抗差滤波。

在抗差滤波计算过程中，等价权函数采用式

（５）所示的Ｈｕｂｅｒ函数。图１为采用不同滤波方

法后的等值线图。

为了进一步说明采用不同滤波方法后各形变

点的变化状况，以原始监测成果为标准，将滤波后

各点的形变量与原始数据进行比较，计算差值，获

取最大（最小）变化量及均方误差，结果如表１所

示。

图１　不同方案下的等值线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ｏｕ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１　不同方案下的统计指标／ｍ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ｍ

中值滤波 均值滤波 加权滤波
抗差滤波

初始权等精度 初始权不等精度

最大值 １．５０４８ １．６６０９ １．３１６９ １．５３３９ １．３０７９

最小值 －１．１９５９ －１．３７６４ －１．１３２７ －１．３４８３ －０．９９９２

均方误差 ０．０９６８ ０．１２３５ ０．０９６３ ０．１１５０ ０．０８８５

　　对比图１及表１可以发现：

１）由ＩｎＳＡＲ监测数据直接提取的等值线交

叉、扭曲、抖动明显，难以从中获取沉降的分布规

律，而经滤波处理后提取的等值线均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

２）均值滤波后的等值线光滑，但存在明显的

移位、变形，与原始数据存在较大的差异，均方误

差最大。

３）相比于均值滤波，中值滤波尽管比较接近

原始值，均方误差小，但等值线仍有抖动现象，不

够光滑。

４）加权滤波由于顾及了空间相关性，既保证

了等值线的光滑性，同时又逼近原始值，具有较高

的可靠性。

５）抗差滤波结果整体上都有所改善，但滤波

结果与初始权阵的选择有关。以高斯权阵为初始

权阵的抗差滤波既充分顾及了邻近域的统计信

息，又利用抗差原理遏制了异常值的影响，因此滤

波效果改善明显。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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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基于重要点提取的矢量数据压缩法在犐狀

犛犃犚成果后处理中的应用

　　为了检验基于重要点提取的矢量压缩法的效

果及滤波对压缩的影响，分别采用直接压缩和经

抗差滤波后再压缩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如图２所

示，其中图２（ｂ）和２（ｃ）中的黑点为压缩后的点

位。表２列出了压缩前后的数据点数及压缩比，

压缩过程采用的限差阈值为ε＝０．２ｍｍ。

表２　压缩前后数据量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Ｎｕｍｂｅｒｓ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状态 原始数据 直接压缩 滤波后压缩

数据点 ４０４０１ １０１３４ ２７５９

压缩比／％ ２５．０８ ６．８３

图２　滤波与压缩前后的ＩｎＳＡＲ形变监测成果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从图２及表２可以看出：

１）经压缩处理后，数据点明显减少。形变变

化明显处，数据点密集；变化平缓处，数据点稀少。

２）对原始图像直接采用基于重要点提取的

矢量压缩，数据量从原有的４０４０１个点减少到

１０１３４个点，压缩比达到２５．０８％。图像显示能

够很好地保留形变信号的细节信息。

３）进行抗差滤波后，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平滑，很好地遏制了一些噪声的影响，在此基础

上再进行压缩处理，其点数进一步减少到２７５９，

压缩比达到６．８３％，但仍能较好地保留地表形变

的特征信息。相比于压缩前和直接压缩，经滤波

后的压缩，其图像边缘特征更为明显，地表形变特

征得到更好的体现。

４　结　语

１）ＳＡＲ图像经干涉、解缠后得到的数据中

含有大量的误差，因此必须经过滤波处理方可应

用。抗差滤波由于既顾及了邻域的统计信息，又

通过等价权有效地抵制了异常值的影响，具有较

高的精度和可靠性。

２）抗差滤波的效果与初始权阵的选择有关。

采用以距离倒数为权的加权平均作为初始统计

值，滤波效果改善明显。

３）ＩｎＳＡＲ监测成果中存有大量的冗余信息，

影响后续的分析处理。基于重要点提取的矢量压

缩算法简单，在确保较好地保留形变信息的前提

下，能够有效压缩冗余信息，具有较高的压缩效

率。

４）对ＩｎＳＡＲ监测成果先进行抗差滤波，再

进行压缩处理，能够有效滤除噪声的影响，由此可

进一步提高压缩比，并能更好地保留形变特征，体

现形变趋势，揭示形变规律，便于形变机理的分析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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