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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缩感知的犛犃犚图像犆犉犃犚目标检测算法

何　楚１　张　宇１　廖紫纤１　徐　新１

１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压缩感知（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ｓｅｎｓｉｎｇ，ＣＳ）和恒虚警率（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ｆａｌｓｅａｌａｒｍｒａｔｅ，ＣＦＡＲ）目

标检测算法，用于合成孔径雷达（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ＳＡＲ）图像的目标检测。针对传统的均值类和有序

统计量类ＣＦＡＲ目标检测算法，首先对每个局部滑窗的背景杂波像素利用压缩感知进行重建，以此来降低

ＳＡＲ图像相干斑现象的影响，然后利用重建后的数据进行杂波分布参数的估计，并利用ＣＦＡＲ检测器进行目

标检测。在真实的ＳＡＲ图像中证明了上述目标检测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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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是一种主动式成像雷

达，它能够全天候、全天时地对目标进行观测，并

且具有较高的分辨能力，遥感范围广，具有一定的

穿透能力［１］。近年来，随着ＳＡＲ成像技术的不断

发展，ＳＡＲ图像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

为了实时处理ＳＡＲ图像中的海量信息，自动且快

速的ＳＡＲ图像解译技术成为研究的热点，而目标

检测作为ＳＡＲ图像解译技术的关键环节发展迅

速。在ＳＡＲ图像的目标检测算法中，恒虚警率

（ＣＦＡＲ）
［２］目标检测算法因其具有恒定的虚警率

和自适应阈值等特点成为ＳＡＲ图像中目标检测

领域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类算法。

ＳＡＲ图像有着不可避免的严重相干斑现象，

相干斑现象的存在会增加ＳＡＲ图像解译的困难，

因此，对ＳＡＲ图像进行预处理是ＳＡＲ图像解译

技术的前提。现阶段的预处理方法主要有多视处

理［３］、空域滤波［４５］、小波变换处理［６］等。然而，这

些预处理方法或多或少需要一些图像的先验信息

或者对滤波参数有一定的要求，选择不当则会引

起图像信息的丢失，存在一定的难点。近年来快

速发展的压缩感知理论［７］指出：若信号在某个变

换域是可压缩的或者稀疏的，则可以根据较少的

测量值精确地恢复原始信号。本文将压缩感知作

为一种ＳＡＲ图像预处理的方法，与ＣＦＡＲ目标

检测算法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基于压缩感知的

ＳＡＲ图像ＣＦＡＲ目标检测算法。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① 利用压缩

感知对局部滑窗中背景杂波像素进行重建，从信

噪比较小的 ＳＡＲ 图像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

② 利用提出的改进的ＣＦＡＲ目标检测算法在典

型的ＳＡＲ图像上进行目标检测，得到了较为满意

的检测效果。

１　犛犃犚图像的犆犉犃犚目标检测

在确知恒定的白色高斯噪声中，对ＣＦＡＲ方

法的研究在近 ３０ａ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８９］。

ＣＦＡＲ检测方法是一种基于对比度的目标检测算

法。它是在给定虚警率的条件下，结合背景杂波

的统计特性，自适应地求取检测阈值，最后通过检

测阈值与目标像素值的比较来检测出可能的目标

区域。假设狆（狓）为ＳＡＲ图像杂波分布模型的概

率密度函数，狆犳犪为给定的虚警率，则自适应检测

阈值犐犮可以通过式（１）求解得到：

１－犘犳犪 ＝∫
犐犮

０
狆（）狓 ｄ狓 （１）

　　Ｒｏｈｌｉｎｇ
［１０］将目标检测的背景杂波情况分为

均匀杂波背景、杂波边缘环境和多目标环境等３

种。根据不同的杂波环境，现已发展为两大类基

本的ＣＦＡＲ目标检测算法：均值类ＣＦＡＲ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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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ＣＦＡＲ。均值类 ＣＦＡＲ 主要包括单元平均

ＣＦＡＲ（ＣＡＣＦＡＲ）、单 元 选 大 ＣＦＡＲ（ＧＯ

ＣＦＡＲ）、单元选小ＣＦＡＲ（ＳＯＣＦＡＲ），而统计类

ＣＦＡＲ常用的为有序统计量ＣＦＡＲ（ＯＳＣＦＡＲ）。

后续的大多数ＣＦＡＲ目标检测算法是由这４种

基本 ＣＦＡＲ 目标检测算法发展而来的。ＳＯ

ＣＦＡＲ目标检测算法在多目标环境下表现出好的

检测性能，但是在均匀背景下的检测性能会下降，

在杂波边缘因为阈值较小的原因会出现大量的虚

警；而在多目标环境中，相对于均值类的ＣＦＡＲ

而言，ＯＳＣＦＡＲ目标检测算法具有较好的抗干

扰目标的能力，可以取得良好的检测性能，其在均

匀杂波背景和杂波边缘的检测性能会有所下降，

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本

文实验中选取基于ＯＳＣＦＡＲ和ＳＯＣＦＡＲ方法

进行验证。

２　基于压缩感知的犛犃犚图像犆犉犃犚

检测

　　对于ＳＡＲ图像而言，成像原理有着严重的相

干斑现象，相干斑现象的存在使目标信息提取不

准确，严重影响目标检测的性能。近年来快速发

展的压缩感知理论表明，当信号在某一个变换域

中稀疏，可以通过少量的观测值恢复出原始信号，

而随机矩阵特征向量的正交性则可以消除信号之

间的相干性［１１１２］，对ＳＡＲ图像的相干斑抑制有很

大的改善。

２．１　背景像素的压缩感知重建

利用压缩感知对图像背景像素重建的主要步

骤如下。

　　１）将参考窗口中用于估计背景杂波分布参

数的像素按顺序形成一个一维向量犪。对于ＣＡ

ＣＦＡＲ和 ＯＳＣＦＡＲ目标检测算法而言，向量犪

表示的是背景窗内所有的杂波像素，而 ＧＯ

ＣＦＡＲ和ＳＯＣＦＡＲ目标检测算法中向量犪表示

的是前沿滑窗和后沿滑窗中杂波像素总和值较大

或者较小的那部分杂波像素。

２）用观测矩阵Φ 对代表背景杂波像素的一

维向量犪进行低维空间的投影，得到压缩感知观

测值向量狔，如式（２）所示。本文所采用的观测矩

阵是高斯随机矩阵。

狔＝Φ犪 （２）

　　３）选择一种重建算法对背景杂波像素进行

重建。即利用式（３）所示的最小１范数的优化问

题来完成背景杂波像素的重建。本文采用的重建

算法是基追踪（ｂａｓｉｓｐｕｒｓｕｉｔ，ＢＰ）算法。

ｍｉｎ狘狘Θ狘狘１　ｓ．ｔ．　狔＝Φ犪＝ΦΨΘ ＝犃
犆犛
Θ

（３）

式中，Θ 为信号犪 在正交基Ψ 下的变换系数向

量。采用压缩感知的方法，使得信号各个分量描

述具有最大的不相关性，即保证了目标的主要信

息得到表达，同时正交的处理方式也消除了相干

斑的影响。

２．２　基于压缩感知的犛犃犚图像犆犉犃犚目标检测

利用压缩感知理论对参考窗口中的杂波像素

进行压缩感知重建之后，根据重建之后的背景杂

波像素估计背景杂波的分布参数，结合给定的虚

警率，从而得到检测阈值，最终根据检测阈值得到

目标检测的结果。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算法主要包括以下３个关

键步骤。

图１　基于压缩感知的ＣＦＡＲ算法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ＳＯＳＣＦＡＲ

　　１）确定背景杂波的分布模型。关键是选择

一个合适的背景杂波模型来对ＳＡＲ图像的背景

杂波进行建模，在对真实的ＳＡＲ图像进行目标检

测时，要根据图像的背景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背景

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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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波分布模型，也要考虑所选分布模型参数估计

的难易程度。本文选取韦布尔（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是

因为其在高分辨率、低入射角情况下，能够很好地

描述海杂波和地物杂波［１３］。

２）分布参数估计。根据重建后的杂波数据

利用矩估计法对分布参数进行估计：

狔＝
犈（狓２）
（犈（狓））２

＝

Γ（１＋
２

犮
）

［Γ（１＋
１

犮
）］
２

（４）

犮＝
犪２

狔－１
＋

犪１

狔－槡 １
＋犪０；犫＝

犈（狓）

Γ（１＋
１

犮
）

（５）

式中，韦布尔分布的各阶矩为犈（狓狀）＝犫狀Γ（１＋

狀
犮
），犪０、犪１、犪２ 采用多项式曲线拟合的方式进行求

解，最后根据式（４）、式（５）得到形状参数犮和尺度

参数犫。

３）阈值估计。韦布尔分布的阈值为：

犜＝犫（－ｌｎ（狆犳犪））
１／犮 （６）

３　实　验

３．１　实验数据

本文进行实验的两幅ＳＡＲ图像均是Ｔｅｒｒａ

ＳＡＲＸ的单极化ＳＡＲ图像。第一幅ＳＡＲ图像

的大小为７６８像素×７６８像素，分辨率为２．６ｍ×

２．６ｍ，表示的场景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海岸。

第二幅ＳＡＲ图像的大小为６６８像素×５９３像素，

分辨率为１ｍ×１ｍ，场景为戴维斯·蒙山空军基

地。

３．２　实验设置

实验１　在场景为伊斯坦布尔的ＳＡＲ图像

上进行对比实验，检测目标为船舰目标。

实验２　在场景为戴维斯·蒙山空军基地的

ＳＡＲ图像上进行对比实验，检测目标为飞机目

标。在两组实验中，虚警率大小为１０－６，滑动窗

口的大小为３６像素×３６像素，背景杂波窗口的

宽度为５，滑窗的中心宽度为４。

在对比实验１中，本文用检测率犘犱 和品质

因数ＦｏＭ来对目标检测算法性能进行评估，两者

的定义如下：

犘犱 ＝
犖犱狋
犖狋狉
，ＦｏＭ＝

犖犱狋
犖犳犪＋犖狉狋

（７）

式中，犖狋狉表示待检测图像中目标的数目；犖犱狋表示

检测出的目标数目；犖犳犪表示虚警数目。

　　对比实验２，除了利用检测率作为评估标准

外，还采用完整率和准确率作为评价标准，完整率

是检出正确飞机目标的像素与原图像中飞机目标

总像素之和的比值；准确率是检测出正确飞机目

标的像素之和与检测出的目标总像素之和的比

值。

３．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３．１　舰船类线型目标检测

为了保证在多目标的情况下ＣＦＡＲ算法的

有效性，本文设计的实验采用均值类ＳＯＣＦＡＲ

以及统计类 ＯＳＣＦＡＲ参数提取为基础的、基于

压缩感知的ＣＦＡＲ目标检测方法。在对比实验１

中，本文列出了ＳＯＣＦＡＲ和 ＯＳＣＦＡＲ的目标

检测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舰船目标检测结果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ｈｉｐ

检测算法
实际目

标数

检测目

标数

虚警

数目

检测

概率

品质

因数

计算

时间

ＳＯＣＦＡＲ １８ ４ ９０％ ０．７５ ８ｍｉｎ

ＯＳＣＦＲＡ
２０

１９ ４ ９５％ ０．７９ ９ｍｉｎ

ＣＳＳＯＣＲＡＲ ２０ ０ １００％ １ ２．５ｈ

ＣＳＯＳＣＦＡＲ ２０ ０ １００％ １
２ｈ

４５ｍｉｎ

　　通过图２（ａ）以及表１可以看出，基于压缩感

知的ＣＦＡＲ检测算法对舰船类的线目标检测在

以下方面有所提高：① 加入压缩感知之后的

ＣＦＡＲ检测算法能够检测出之前遗漏的目标，提

高了检测率。一些与周围背景环境对比度较小的

目标加入压缩感知后，提高了图像的信噪比，使以

前漏检的目标能够被检测出来。② 检测结果不

需要进行聚类就能够形成完整的目标区域，更好

地保证了目标的结构特征。在高分辨率的ＳＡＲ

图像中，目标成为延展目标，分布在一片连续的区

域，一般的目标检测后要通过聚类将同一目标中

分离的部分连接起来，但是在加入压缩感知之后，

检测出来的目标已经形成一片连接的区域，而不

需要进行聚类操作；③ 虚警数目得到减少，品质

因数提高，使目标信息提取更加准确。

３．３．２　飞机类硬目标检测

在对飞机目标的检测中，本文采用的数据为

戴维斯·蒙山空军基地的ＳＡＲ图像，如图２（ｂ）

中第一幅图。

同舰船类目标检测一样，本文采用的是基于

均值类ＳＯＣＦＡＲ以及基于统计类ＯＳＣＦＡＲ算

法作为基于压缩感知的ＣＦＡＲ目标检测方法，并

将对应的未加入压缩感知的算法作为对比实验。

在对比实验２中，因为飞机这类硬目标的形

态较明确，采用ＣＦＡＲ这种点目标的检测方法从

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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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率上很难区分性能的差异，如图２（ｂ）所示，

所有的方法都１００％的检测出了飞机目标，但是

对于检测出的飞机目标的目视效果有一定的差

异。因此，为了区别不同算法在目视效果上的差

异，本文引入了准确率和完整率作为最终评价标

准。从图２（ｂ）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算法能够检

测出更完整的飞机形态。同时，改进的算法可以

更好地将飞机的分离部分连接成整体，对目标结

构信息保持得比较好，使检测结果更接近飞机真

实的形态。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加入ＣＳ采样进

行预处理之后，目标检测的完整度好且准确度都

有了一定的提高，这说明压缩感知的预处理方式

对相干斑现象有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另外，从

ＳＯＣＦＡＲ和ＯＳＣＦＡＲ这两种算法上来讲，ＯＳ

ＣＦＡＲ算法在目标检测的完整度更高，可以更大

限度地检测出属于飞机目标的像素点，更适合于

多目标的检测情况。

图２　不同方案实验结果统计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表２　飞机目标检测结果

Ｔａｂ．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ｅｒｏｐｌａｎｅ

检测算法
实际目

标数
检测率

准确率

／％

完整率

／％

计算

时间

ＳＯＣＦＡＲ ７９．５５ ８３．８８ ５ｍｉｎ

ＯＳＣＦＲＡ
２６ １００％

７９．６２ ８７．９９ ６ｍｉｎ

ＣＳＳＯＣＲＡＲ ８１．８９ ９１．９８ １．５ｈ

ＣＳＯＳＣＦＡＲ ８０．４５ ９５．８１ １．５ｈ

３．３．３　时间效率比较

实验还从计算效率的角度比较了以上几种方

法的性能，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基于压缩感知的

ＣＦＡＲ方法显著提高了检测精度并在时间复杂度

上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仍然在可行的范围内。

可见，本文提出的算法是在牺牲时间效率的前提

下来提高检测精度的。

通过两组实验可以看出，采用压缩感知进行

重建的方法相比于没有压缩感知的方法通过正交

分解，有效地消除了ＳＡＲ图像相干斑的影响，改

善了检测性能。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压缩感知的ＣＦＡＲ目

标检测算法，用于ＳＡＲ图像的目标检测，并在两

幅真实的ＳＡＲ图像上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首

先利用压缩感知理论对每个参考窗口中的背景杂

波像素进行重建，然后利用重建之后的数据来进

行ＣＦＡＲ目标检测，得到可能的目标区域。实验

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的检测性能得到提高，从而

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下一步的工作将从算法优

化的角度考虑，优化算法计算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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