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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资源一号０２Ｃ影像条带噪声的去除，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矩匹配方法。该方法以移动窗口的方式

对大范围卫星影像数据进行分段处理，并根据窗口内影像的信息量，自适应地确定窗口大小，且在参考值获取

时引入更合理的高斯加权均值。实验表明，与现有矩匹配方法相比，本文方法在取得良好去噪效果的同时，还

具有自动化程度高、灰度失真小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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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带噪声由多方面因素引起，如传感器机械

运动、ＣＣＤ光学性质的差异，温度变化等。目前

常用的去除方法有傅里叶变换法［１３］、直方图匹配

法［４，５］、矩匹配法［６１２］等。其中矩匹配法根据线性

关系，对各个传感器响应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进

行归一化，使其调整到同一个参考值，从而达到去

除条带噪声的目的。相对于直方图匹配法和傅里

叶变换法，矩匹配法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６］。

资源一号０２Ｃ卫星搭载有全色和多光谱相

机，其影像数据主要用于国土资源调查、环境监测

等领域。从已获取的卫星０级数据来看，部分全

色影像存在明显的纵向周期性条带噪声。由于资

源一号０２Ｃ影像的幅宽达６０ｋｍ，且往往横跨水

域、城镇、沙漠、森林等多种地物，用标准矩匹配算

法直接进行去噪处理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因此，

本文在标准矩匹配算法的基础上，做了以下三点

改进：（１）使用移动窗口，在列方向上对影像进行

分段处理；（２）根据窗口内影像的信息量自适应地

确定窗口大小；（３）考虑空间距离与权重的关系，

在参考值获取时使用高斯加权均值。

实验数据为两组含有条带噪声的资源一号

０２Ｃ影像，结果证实，本文提出的方法在取得良好

的去噪效果的同时，还具有自动化程度高、灰度失

真小等优点。

１　基于列均值修复的条带噪声去除

原理

１．１　由列均值反映影像条带噪声

对于一幅总行数和总列数分别为狉和犮的影

像，其灰度信息可用犮维列均值数组μ［犮］和列标

准差数组σ［犮］表示：

μ犼 ＝
１

狉∑
狉

犻＝０

犵犻犼，０≤犼＜犮 （１）

σ犼 ＝
１

狉∑
狉

犻＝０

犵犻犼－μ（ ）犼槡
２，０≤犼＜犮 （２）

式中，μ犼和σ犼分别为第犼列影像的灰度均值和标

准差；犵犻犼代表第犻行第犼列的像素灰度值。

图１中的资源一号０２Ｃ全色影像，左半侧无

条带噪声，其列均值曲线比较平缓；右半侧含有条

带噪声，其列均值受到噪声的干扰，在空间上变化

比较剧烈。左右两侧各选８０列作为样本，绘制其

列均值分布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１　资源一号０２Ｃ原始影像 （全色，共１２０００列）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ＢＥＲＳ０２ＣＩｍａｇｅ（ＰＡＮ，Ｃｏｌｕｍｎ１２０００）



　第４０卷第１２期 康一飞等：资源一号０２犆影像条带噪声去除的改进矩匹配方法

图２　 影像列均值分布

Ｆｉｇ．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ＧｒｅｙＣｏｌｕｍｎ

１．２　标准矩匹配法去噪原理

基于以上分析，可认为条带噪声的去除是从

含有噪声的列均值中恢复出真实列均值的过程，

可表示为：

犌犻犼 ＝
στ
σ犼
犵犻犼＋μτ－μ犼

στ
σ犼
，０≤犼＜犮，０≤犻＜狉

（３）

式中，犵犻犼和犌犻犼分别为第犻行犼列像素去噪前后的

灰度值；μτ和στ分别为参考列均值和参考列标准

差。在标准矩匹配方法中，μτ和στ 分别为整幅影

像所有列均值和列标准差的平均值［８］：

μτ＝
１

犮∑
犮

犼＝０
μ犼 （４）

στ＝
１

犮∑
犮

犼＝０

σ犼 （５）

　　标准矩匹配法会导致处理后影像一定程度上

灰度失真，纹理信息减弱，且当地物类型复杂时，

通常会产生“带状效应”［４］。对此，国内外学者提

出了很多改进策略，如傅里叶变换法、相关系数

法、图像分割法等。其中，傅里叶变换法依赖于低

通滤波器的选择，不利于自动化海量数据处理［８］；

相关系数法需要一张不含噪声且相关性很高的影

像作为参考［１０］。相比之下，图像分割法更适用于

资源一号０２Ｃ影像的自动化去噪处理。

２　基于自适应移动窗口加权列均值

补偿的矩匹配法

２．１　基于移动窗口的均值修复

资源一号０２Ｃ影像幅宽大，涵盖地物类型复

杂，若将所有列统计值的平均值作为参考值，则不

足以适应地物的变化。考虑到资源一号０２Ｃ影

像噪声仅存在于列方向上，本文以一维移动窗口

的方式对影像进行分段，缩小单次处理范围，以保

护影像细节信息。

具体设计为：设置宽度为犠 的窗口，其始、末

列号分别为犿、狀，中心列号为犽。将窗口内犠 列

影像列均值和列标准差的平均值作为参考值：

μτ＝
１

狀－犿∑
狀

犼＝犿
μ犼 （６）

στ＝
１

狀－犿∑
狀

犼＝犿

σ犼 （７）

　　代入到矩匹配的式（３）中。令犼＝犽，对该窗口

中心列犽上的像素进行灰度改正。然后将窗口沿

图像的行方向（与条带噪声垂直的方向）滑动一个

像素，重复上述过程，最终完成整幅影像的处理。

２．２　自适应确定窗口大小

对于上述基于移动窗口的矩匹配方法，窗口

宽度犠 会对处理效果产生影响：若宽度较小，则

能够有效地保护图像细节信息，但去噪效果较弱；

若宽度较大，则去噪效果较好，但影像细节纹理信

息会随之削弱。

本文采用自适应方法来确定窗口的大小，通

过计算窗口内影像列均值的方差犇，判断窗口内

影像信息量的大小：

犇＝
１

狀－犿∑
狀

犼＝犿
μ犼－珔（ ）μ

２ （８）

若犇较大，说明窗口内影像信息量较大，则减小

窗口宽度犠，使信息量减少；反之则增大犠，使信

息量增加。循环此操作，直至犇 的值在限定范围

以内。

２．３　方差阈值范围的确定

方差阈值范围的选取是上述窗口调整策略的

关键。对于初始大小为犠 的窗口，合理的阈值应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１）既能在影像的某段使犠

缩小，又能在某段使犠 增大，以充分发挥调节功

能；（２）既不能使犠 无限缩小，又不能使犠 无限

扩大。

基于上述条件，设计选取策略如下。

（１）固定窗口宽度犠 的大小，从左至右滑过

整幅影像，记录窗口内列均值的方差最大值

犇ｍａｘ＿犠和最小值犇ｍｉｎ＿犠；

（２）设置最小窗口犠ｍｉｎ。犠ｍｉｎ应小于犠 且

大于条带噪声的周期，对于资源一号０２Ｃ影像，

可设置犠ｍｉｎ＝５０。从左至右滑过整幅影像，记录

窗口内列均值的方差最大值犇ｍａｘ＿犠
ｍｉｎ
；

（３）设置最大窗口大小犠ｍａｘ。犠ｍａｘ应大于

犠 且小于影像总列数，可设置犠ｍａｘ＝犮／２。从左

至右滑过整幅影像，记录窗口内列均值的方差最

小值犇ｍｉｎ＿犠
ｍａｘ
；

（４）方差上下限犇ｍａｘ和犇ｍｉｎ应满足：

犇ｍａｘ＿犠
ｍｉｎ ＜犇ｍａｘ≤犇ｍａｘ＿犠

犇ｍｉｎ＿犠 ≤犇ｍｉｎ＜犇ｍｉｎ＿犠
ｍａｘ

３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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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验中，设置犇ｍａｘ和犇ｍｉｎ为：

犇ｍａｘ＝ （犇ｍａｘ＿犠
ｍｉｎ
＋犇ｍａｘ＿犠）／２

犇ｍｉｎ＝ （犇ｍｉｎ＿犠 ＋犇ｍｉｎ＿犠
ｍａｘ
）／２ （９）

２．４　使用加权均值

考虑到地物的空间相关性，按照窗口内某列

到窗口中心列犽的距离，给该列设置权重。用列

均值和列标准差的加权平均值代替原始平均值。

权重的分配采用高斯权重公式：

狑犼 ＝ｅｘｐ［－
（狓犼－狓犽）

２

２狋２
］，犿≤犼＜狀 （１０）

式中，狑犼表示第犼列对应的权重；狓犽和狓犼分别表

示窗口中心列犽和窗口中第犼列的对应位置；狋表

示带宽，实验中为了使窗口内所有像素点都有所

贡献，将狋设置为窗口大小的一半。则式（６）、式

（７）可改进为：

μτ＝∑
狀

犼＝犿
μ犼狑犼／∑

狀

犼＝犿

狑犼 （１１）

στ＝∑
狀

犼＝犿

σ犼狑犼／∑
狀

犼＝犿

狑犼 （１２）

　　此加权均值即为本窗口最终使用的参考列均

值和参考列标准差。

２．５　算法实现步骤

（１）统计并保存图像的列均值数组μ［犮］和列

标准差数组σ［犮］；

（２）设置初始窗口宽度犠，最大宽度犠ｍａｘ＝

犮／２，最小宽度犠ｍｉｎ＝５０，根据式（８）、式（９）计算方

差阈值犇ｍａｘ和犇ｍｉｎ；

（３）根据式（８）计算窗口内影像列均值的方

差犇，若犇＞犇ｍａｘ，则减小窗口宽度犠，若犇 ＜

犇ｍｉｎ，则增大犠；

（４）根据式（１０）～（１２）计算该窗口所使用的

列均值和列标准差的参考值；

（５）将步骤（４）计算得到的参考值代入到矩

匹配式（３）中，令犼＝犽，对该窗口中心列犽上的像

素进行灰度改正；

（６）将窗口沿图像的行方向滑动一个像素，

重复步骤（３）～（５），直至完成整幅图像的去噪

处理。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条带噪声去除效果评价

实验数据为两块含有条带噪声的资源一号

０２Ｃ卫星全色影像。测试影像１尺寸为２０００像

素×２０００像素；测试影像２为６０００像素×

６０００像素。分别使用标准矩匹配、基于灰度分割

的矩匹配［１１］和本文算法对其进行去噪处理。其

中本文算法的初始窗口宽度犠 设为１０１。实验

效果和列均值分布情况如图３～５所示。

图３　测试影像１去噪结果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ｓｔｒｉｐ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ｅｓｔ１

图４　测试影像２去噪结果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ｅｓｔｒｉｐ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ｅｓｔ２

４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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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处理前后影像列均值对比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Ｇｒｅｙ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从图５可以看出，标准矩匹配算法虽然平滑

了列均值曲线，取得了一定的去噪效果，但结果影

像灰度失真较大，细节信息损失严重。

两种改进算法在有效去除噪声的同时，都较

好地避免了带状效应，保护了影像细节信息。相

比之下，本文算法目视效果更优，且列均值曲线更

平滑，更接近原始影像灰度。

３．２　信息保留能力评价

本文引入灰度均值珚犌、灰度标准差σ（犌）、均

方误差 ＭＳＥ、空间细节相关系数ＣＣ．Ｌ等４个指

标［１３１５］，对去噪效果和信息保留能力进行定量评

价。

灰度均值和灰度标准差分别反映影像的平均

灰度和偏离平均灰度的程度，计算公式分别为：

珚犌＝
１

狉×犮∑
狉

犻＝０
∑
犮

犼＝０

犌犻犼 （１３）

σ（犌）＝
１

狉×犮∑
狉

犻＝０
∑
犮

犼＝０

（犌犻犼－珚犌）槡
２ （１４）

　　均方误差反映去噪处理后影像犌与去噪处

理前影像犵之间的灰度偏离程度：

ＭＳＥ＝
１

狉×犮∑
狉

犻＝０
∑
犮

犼＝０

（犌犻犼－犵犻犼）槡
２ （１５）

　　空间细节相关系数反映影像细节信息，其值

越大表示细节信息越强［１５］，计算公式为：

ＣＣ．Ｌ＝
∑
狉

犻＝０
∑
犮

犼＝０

犌犻犼－珚（ ）犌 犌′犻犼－珚（ ）犌′

∑
狉

犻＝０
∑
犮

犼＝０

犌犻犼－珚（ ）犌 ２

∑
狉

犻＝０
∑
犮

犼＝０

犌′犻犼－珚（ ）犌′槡
２

（１６）

式中，犌′代表对影像犌 进行８邻域拉普拉斯算子

处理后的影像像素灰度值。

分析表１参数可发现，与标准矩匹配和基于

灰度分割的改进矩匹配算法相比，本文算法的处

理结果均方误差较小，空间细节相关系数较大，标

准差较接近原始影像。这说明本文算法灰度失真

更小，细节信息保留能力更强。

表１　测试影像处理前后评价指标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评价指标
测试影像１ 测试影像２

原始影像 标准矩匹配 灰度分割矩匹配 本文矩匹配 原始影像 标准矩匹配 灰度分割矩匹配 本文矩匹配

灰度均值 ５７．６３５ ５７．１２３ ５７．１２３ ５７．１１６ １２８．８８４ １２８．２６８ １２８．２６３ １２８．５３４

灰度标准差 ４７．８２１ ４２．８６２ ４５．９９２ ４７．１０７ ５４．９４３ ４６．０８３ ５０．５７６ ５３．２８８

均方误差 ０ １９．５９５ ９．５４３ ７．５４９ ０ ２９．６４７ １７．５２５ １１．８７４

空间细节相关系数 ０．５０６ ０．６８０ ０．７１０ ０．７２７ ０．７１５ ０．６８３ ０．７３１ ０．７７８

４　结　语

针对资源一号０２Ｃ影像条带噪声的去除，本

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移动窗口加权列均值补

偿的改进矩匹配方法。实验表明，与现有矩匹配

算法相比，本文算法主要特点和优势如下。

１）列均值修复效果更好，可以有效去除影像

条带噪声；

２）处理后影像灰度失真较小，细节信息保留

能力较强；

３）人工干预较少，在没有条带噪声的区域，

不会引起新的噪声，适合海量数据的自动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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