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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序列小波消噪最佳分解尺度量化指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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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波消噪分解尺度确定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消噪效果。针对变形序列的消噪，将时序分析建模定

价的信息准则与高斯白噪声在小波变换下的特性相结合，提出了用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则作为量化指标，确定小波

消噪最佳分解尺度的方法。模拟数据和工程数据的验证结果表明，在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则计算值达到最小时，所

确定的分解尺度符合信噪分布规律，达到了较好的消噪效果，实现了作为小波消噪最佳分解尺度确定的量化

指标作用，提升了小波消噪在变形数据处理中应用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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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Ｄｏｎｏｈｏ提出小波阈值消噪的方法，并给

出阈值函数计算通用公式以来［１］，小波阈值法消

噪在信号处理及其相关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

且成为研究的热点［２９］。但在变形监测的实践应

用中，由于变形序列的先验信息未知，小波消噪最

佳分解尺度的确定缺乏依据，因此主要采用尝试

法，通过多个尺度下小波消噪效果的比较去选择

最佳分解尺度。文献［１０］提出用消噪前后信号之

间残差标准差的比值作为小波消噪最佳分解尺度

的确定指标，但经算例比较，发现该方法只能为确

定最佳分解尺度提供一个范围，不能实现最佳尺

度的准确定位。针对高斯白噪声为主的变形序列

小波消噪，提出用时序分析建模定价的Ａｋａｉｋｅ信

息准则计算式作为量化指标，确定小波消噪最佳

分解尺度的方法。仿真数据和实测数据的计算结

果表明，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则计算值最小时，可以确

定小波消噪最佳分解尺度，实现了作为小波消噪

最佳分解尺度确定的量化指标作用。

１　小波消噪最佳分解尺度量化指标

的确定

１．１　高斯白噪声小波变换的特性

对于零均值，方差为σ
２ 的高斯白噪声狀（狋），

其二进小波变换为犠犜犼，犽狀（狋），若小波函数ψ犼，犽

（狋）为实函数时，则有：

犠犜犼，犽狀（狋）
２
＝犚

狀（狋）ψ犼，犽（狋）ｄ狋
２

（１）

由于犈［狀（狋）狀（狋）］＝σ
２，小波函数ψ犼，犽（狋）为小波基

ψ（狋）伸缩平移所得，小波函数中每一个都有规范

化的范数‖ψ犼，犽（狋）‖＝‖ψ‖＝１
［１１］，所以有［１２］：

犈［犠犜犼，犽狀（狋）
２］＝

σ
２

２犼
（２）

即高斯白噪声小波变换后的序列犠犜犼，犽狀（狋），其

模平方和方差随分解尺度２犼 的增大而减小，其

中，分解层次犼（犼＝０，１，２，…）在二进小波变换中

代替尺度２犼，也称为尺度。

１．２　时序分析建模定价的信息准则

在时序分析建模时，模型阶次越高，模型逼近

原序列的准确性越好，模型残差越小；但是模型阶

次升高意味着模型参数增多，将会导致计算误差

增大。综合两方面的影响，Ａｋａｉｋｅ提出用所建模

型的一步预测误差的方差σ
２
犪 来构建准则函数，从

而判定模型的阶次。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则中的ＦＰＥ

准则、ＡＩＣ 准则和 ＢＩＣ 准则的计算函数分别

为［１３］：

ＦＰＥ（狆）＝
犖＋狆
犖－狆

σ
２
犪 （２）

ＡＩＣ（狆）＝犖ｌｎσ
２
犪＋２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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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Ｃ（狆）＝犖ｌｎσ
２
犪＋狆ｌｎ犖 （４）

式中，狆为模型阶次；犖 为原始序列的长度。

１．３　最佳分解尺度量化指标的确定

因为高斯白噪声的小波变换序列犠犜犼，犽狀（狋）

的方差随分解尺度犼 的增大而减小，且序列

犠犜犼，犽狀（狋）是相邻两个尺度上低频段对原序列逼

近之间的细节差异，即偏离程度，这正符合时序分

析中阶次升高模型逼近序列的准确性越好，模型残

差越小的思想。因此，信息准则中σ
２
犪 就可用序列

犠犜犼，犽狀（狋）的方差代替，模型阶次狆用小波分解尺

度犼代替，而当信息准则数值达到最小时，所对应

的分解尺度犼即为小波消噪的最佳分解尺度。

２　仿真算例

为验证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则作为最佳分解尺度

确定的量化指标的有效性，设计了三个仿真算例。

算例１　含高斯白噪声的余弦信号，频率为４

Ｈｚ，数据采样频率为１０００Ｈｚ；

算例２　含高斯白噪声的矩形信号；

算例３　仿真变形序列，其中包含了幂函数

模拟的趋势项，以季节为周期（９０ｄ）的正弦函数

模拟的周期项和高斯白噪声，采样周期为１ｄ。

算例中所加的高斯白噪声方差均为１。

算例１采用文献［１］中的通用阈值消噪，消噪

小波为ｃｏｉｆ２；算例２采用文献［２］改进的阈值函

数消噪，消噪小波为ｓｙｍ８；算例３采用文献［１３］

改进的阈值函数消噪，消噪小波为ｄｂ１０。三个算

例不同尺度的信息准则计算结果见表１。

表１中，三个算例的三种信息准则计算值均

在相同的分解尺度数上达到了最小，即最佳分解

尺度依次为犑１＝５，犑２＝３，犑３＝５，这说明三种准

则的效果是一样的；三个算例在各自最佳分解尺

度消噪后的残差方差分别为０．９２、０．９８、０．９４，也

都非常接近附加的高斯白噪声方差，消噪效果较

好。

表１　不同尺度小波消噪后信息准则的计算值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尺度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ＦＰＥ ０．２２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２．０２４

算例１ ＡＩＣ －１５３９．０ －２４２３．１ －２７２２．１ －３３６８．２ －３３４５．７ ７２２．１

ＢＩＣ －１５２９．１ －２４０８．３ －２７０２．３ －３３４３．５ －３３１６．２ ７５６．６

ＦＰＥ ０．３７７ ０．２３８ ０．４７０ ０．４６２ ２．９ １．６

算例２ ＡＩＣ －１９９３．９１ －２９３０．０３ －１５４４．９１ －１５８３．５１ ２１８９．８ ９９５．４

ＢＩＣ －１９８２．６６ －２９１３．１６ －１５２２．４１ －１５５５．３９ ２２２３．６ １０３４．８

ＦＰＥ ０．２５１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８ ０．５５４ ０．０７４

算例３ ＡＩＣ －１００９．７ －１５２７．１ －１９５０．４ －２２０４．９ －４３０．５ －１８９７．９

ＢＩＣ －１０００．４ －１５１３．３ －１９３２．１ －２１８２．０ －４０２．９ －１８６５．８

　　由算例１和算例３中的频率分布及采样频率

可以知道，算例１中余弦信号分布在犑１＝５的尺

度低频段，算例３中的周期项分布在犑３＝６的高

频段，趋势项分布在该尺度的低频段。由图１（ａ）

和图２及其频谱图也可以清晰看出，当选择６尺

度消噪时，余弦信号变得不光滑，模拟变形序列中

的周期项也消失了。因此，算例１和算例３的最

佳消噪尺度的确定完全符合其噪声和实际信号的

频率分布。

而对图１（ｂ）中的矩形信号，虽然它的波形图

在第４尺度比第３尺度光滑性要好一些，但矩形

的直角也已变得有点光滑，说明其有少量信息也

被消去了。这种情况下，最佳尺度的确定还应结

合消噪的目的进行选择，对变形序列而言，为尽可

能保留有用的变形信息，尺度３就是消噪的最佳

分解尺度。
图１　不同尺度小波消噪信号

Ｆｉｇ．１　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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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尺度小波消噪序列及其频谱

Ｆｉｇ．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Ｉｔ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３　工程实例

对厦门机场路某标段隧道施工中的铁塔倾斜

观测数据进行小波消噪，监测数据如图３所示。

小波函数采用ｄｂ６小波，阈值策略采取各尺度独

立阈值。按不同尺度进行小波消噪处理后，对应

的信息准则计算值见表２。

表２　不同尺度小波消噪后信息准则的计算值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尺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ＦＰＥ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８１

ＡＩＣ－４８３．５７５ －５０５．５６８ －５４５．０２９ －４２１．０４０ －３５６．７２５

ＢＩＣ－４８１．２７１ －５００．９６０ －５３８．１１７ －４１１．８２４ －３４５．２０５

图３　消噪序列与原序列的拟合情况

Ｆｉｇ．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表２数据表明，当三个准则达到最小时，最大

分解尺度应为３。按确定的最大分解尺度消噪，

消噪后残差标准差为０．０５５ｍｍ。消噪后数据序

列与监测数据拟合情况见图３，图３也反映出在

尺度３时，消噪后变形序列符合实际情况，实现了

消噪目的，最佳分解尺度确定是准确的。

４　结　语

模拟数据和工程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当变

形序列中的噪声以高斯白噪声为主时，Ａｋａｉｋｅ信

息准则计算式完全可以作为小波消噪最佳尺度确

定的量化指标，实现小波消噪最佳分解尺度的准

确定位，且计算简单。另外，该量化指标是在分解

尺度犼和小波变换序列犠犜犼，犽狀（狋）的方差之间寻

求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可以避免消噪时消除非

异常噪声的实际突变值，为后期变形分析保留了

重要信息，这一点在图２中反映得很明显，也进一

步表明基于信息准则的最佳尺度确定方法是可靠

的。从数值计算和使用的便捷性而言，ＦＰＥ准则

实践应用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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