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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残差图像的自适应 K-SVD 声呐图像去噪 

沈  彤1,2，胡绍海1,2 

（1.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44； 

2.现代信息科学与网络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4） 

摘  要： 针对声呐图像乘性斑点噪声的特点结合稀疏表示理论，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残差图像的自适应 K 奇异

值分解(K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K-SVD)声呐图像去噪算法。首先，对声呐图像进行均值滤波得到类卡通

图像(低频分量)，源图像和类卡通图做差得到残差图像(高频分量)，经实验验证残差图像中的噪声分量服从加性

广义高斯分布。然后，利用自适应 K-SVD 方法去除广义高斯噪声分量，将去噪后的高频分量和低频分量结合得

到初步去噪图像。最后，采用向导滤波方法恢复图像的边缘信息，得到最终的声呐去噪图像。实验结果表明，本

文算法在有效去除声呐图像的斑点噪声的同时能够保留图像的细节信息，具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和客观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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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水下安全和水下资源开发等国防和国

民经济领域问题，使得声呐成为各国重视发展的技

术。目前声呐不仅用作水文测量、海洋石油勘探、

船舶导航和海底地质地貌的勘测，还广泛用于鱼雷

制导、水雷引信，同时也是各国海军进行水下监视

使用的主要技术，如目标探测、定位以及跟踪。成

像声呐作为最直观的水下探测设备之一，它以图像

的形式表示目标信息，并为目标识别提供原始数

据。 

由于受到混响噪声（主要包括多变的海洋环

境、声波传播特性和声呐设备的干扰等）的影响，

和一般光学图像相比较，声呐图像表现出分辨率

低，噪声干扰严重，斑点噪声突出，目标边缘模糊、

残缺等特点[1]。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声呐图像进行

后续的目标检测、识别分类等处理，需对其进行去

噪处理。 

目前空间域与变换域是图像去噪按处理信号

分类的两个处理领域。空间域去噪主要有均值滤

波、维纳滤波以及形态学滤波等，这些方法对噪声 

有较好的平滑效果，但同时也会丢失一些图像的

细节如边缘，模糊了图像从而不利于后续处理。为 

 

了改进去噪并保持边缘的效果，先后提出了 Lee 滤

波、Kuan 滤波、Frost 滤波[2]等滤波方法，这些方

法虽然去噪效果有一定的提升，但算法却依赖于窗

口的大小，无法很好地兼顾去噪效果和保持边缘。

而后出现的双边滤波去噪[3]、基于偏微分方程的去

噪[4]和基于稀疏表示方法的去噪[5]，也是颇受学者

们的关注的空域去噪方法。双边滤波确实有一定的

边缘保持效果，但会出现梯度伪影现象从而影响图

像的质量；基于稀疏表示的去噪方法，大多是在给

定噪声方差的基础上进行去噪，同时去噪的结果会

丢失一些细节信息导致图像变得模糊。 

变换域中起初是基于傅里叶变换的频域去噪

法，而后随着小波变换的出现，小波域的去噪算法
[6]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小波去噪主要包括模极

大值去噪、阈值去噪和平移不变量去噪，应用较多

的则是阈值去噪法。小波去噪方法实现了空间域去

噪法所远达不到的边缘保持效果，但由于小波变换

只是对于表示点奇异的情况下最优，而对于表示线

奇 异 的情 况 下 边 缘保 持 效 果却 不 理 想 。曲 波

(Curvelet)变换和轮廓波(Contourlet)变换等多尺度

几何变换为基础的变换域去噪[7-8]，这些方法有效

地避免了小波只能最优表示一维奇异性的缺点，可

以将图像的纹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来，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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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去噪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因为声呐图像和光学图像存在较大的特性差

异，所以一般不能把光学图像去噪方法直接用于声

呐图像去噪。因此，本文针对声呐图像的乘性噪声

特点和反射回波特性，结合光学图像去噪方法，在

图像分解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颖的、基于残差图

像的自适应 K-SVD 声呐图像去噪方法。考虑到噪

声一般为高频分量，该方法先利用均值滤波将含噪

声的高频分量分解出来；经模拟声呐加噪图像可以

验证高频噪声基本服从广义高斯分布，然后用正态

分布去拟合噪声分布，估计出噪声方差；在已知噪

声方差的基础上利用自适应 K-SVD 方法进行去

噪；因为去噪的同时会平滑掉一些图像纹理细节，

最后再用原图像对初步去噪结果进行向导滤波，恢

复细节纹理信息得到最终的去噪图像。模拟和实际

声呐图像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在有效去除

斑点噪声的同时保留图像的边缘结构，实现了去噪

和保留细节的平衡。 

1  声呐的噪声模型 

声呐的噪声，可分为 3 种：环境噪声、混响和

声呐自噪声（机械噪声、电力噪声等），其中混响

对声呐的干扰最为严重。混响是声呐发射的声波经

过环境中各物体的散射而返回到接收点，所有散射

成分的总和[1]。已知单个散射体的幅度和相位，且

不同散射体的回波产生相干相消，所以声呐噪声的

模型[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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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心极限定理可知，当 N 足够大时， )(tX 和

)(tY 均服从高斯分布，通常 )(tSn 和 )(tn 是相互独

立的， )2,0(~)(  Utn (U：均匀分布),可推出 )(tX 和 

)(tY 相互独立，所以 )(tS 的幅值 22|)(| YXtS 

服从瑞利分布。 

由上述可知，声呐图像中的混响噪声类似于超

声图像、SAR 图像等的斑点噪声，可以用同样的乘

性模型来描述[1] 

RZI                    (3) 

其中，I 是含斑信号，R 为真实信号，Z 为混响

噪声随机变量[1]。加性高斯环境噪声和声呐自噪声，

相对于乘性斑点噪声来说要小得多，一般可只考虑

乘性噪声。 

2 自适应的 K-SVD 

K-SVD 算法是一种基于稀疏表示的超完备字

典设计算法[9]，而自适应就是使用图像样本来进行

字典原子库的设计，样本中包含了图像的特征，用

样本去训练可以生成更加有效表达图像信息的字

典，进而有利于图像分解的稀疏性。因为图像是有

结构的被认为是可以进行稀疏表示的也就是可以

用有限个字典原子进行组合表示，但是噪声是没有

结构的即不能进行稀疏表示，从而可以利用这个特

点达到去噪的效果。该算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稀疏编码 

假设 KMRD  为过完备字典，对源图像 NMRY 

进行稀疏表示分解处理，则其冗余稀疏表示模型

为： 

LXDXYD,X 
0

2

2
s.t.minarg     (5) 

式(1)中 X 表示图像的稀疏表示系数，L 是最大稀

疏度，利用正交匹配追踪算法，计算得到稀疏编码

矩阵 X，在得到 X 后，进入第二阶段。 

εDXYXX  2

20
s.t.minargˆ      (6) 

第二阶段：字典学习 

利用式(5)计算得到的 X，可以将模型简化为 
2

2
minarg DXYD            (4) 

利用 K-SVD 算法可以对式(4)逐列更新字典原

子和对应行上的非零项的系数值。若把矩阵 D 和矩

阵 X 分别用列向量和行向量表示，即 

1 2 1[ , , , , ]M K K KD d d d d              (7) 

1 2 1[ , , , , ]T T T T
K N N NX x x x x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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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要更新的是字典第 k 个原子，简化模型式

(5)可以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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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保证稀疏性，只更新 T
kx 向量的非零项，将其

保留构成向量 R
kx ，从误差矩阵 kE 中取出对应地列

向量构成矩阵 R
kE ,对该误差矩阵进行 SVD 分解则

有 
TR

k VUE                 (10) 

用 U 第一列的值更新原子 kd , R
kx 的更新值为V

第一列的值乘以  1,1 所得结果。每次更新完字典

的所有原子和相应稀疏表示系数即完成一次迭代，

误差小于预期设定值或达到 K 次迭代完成字典的

学习和图像的稀疏表示，把训练所得的稀疏表示系

数和字典原子相乘组合即得到去噪后的图像。 

3 向导滤波 

向导滤波[10]是一个根据向导图来处理图像的

滤波器，输入图像或者是另外有关图像都可以作为

向导图，利用输入图像进行向导滤波就可以保持图

像的边缘信息，从而达到恢复图像的效果。作为一

种边缘保持平滑滤波器，向导滤波不仅保留了双边

滤波等边缘保持滤波器的边缘保持平滑能力，也克

服了梯度伪影现象，是一种线性滤波算法。 

设 I 是向导图像、p 是输入图像且输出图像为

q，假定输出和向导图像在像素 k 的局部窗口中满

足线性关系： 

kkiki ibIaq  ,           (11) 

ka , kb 作为式(8)中的线性系数，是依据各个窗

口的数据确定的常数。文献[10]对上述模型进行了

证明，即在输入图像有边缘时，输出图像便会对其

边缘进行保留。 

q 即 p 去除噪声或者纹理之后的图像： 

            iii npq                (12) 

根据误差最小化原则应尽量使得输出图像和输

入图像之间的差别最小，从而求出模型中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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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3) 

利用线性回归可求解出线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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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和 2
k 分别是向导图 I在 k 中的均值与

方差。 是 k 中的像素数， kp 是输入图像 q 在 k

中的均值。将上述结果代入(8)得： 

    iii
ik

kiki bIabIaq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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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 

其中
1

i

i k
k

a a
 

  且
1

i

i k
k

b b
 

  。 

4 算法实现步骤 

本文算法的实现步骤如下所示： 

1) 对声呐图像进行均值滤波得到类卡通图像

(低频分量)，再将源图像减去类卡通图像得到残差

图像(高频分量)，实验验证高频分量中噪声分量符

合加性广义高斯分布，利用正态分布对其进行拟

合，估计噪声方差； 

2) 对高频分量利用自适应字典 K-SVD 方法去

除广义高斯噪声分量，将去噪后的高频分量和第一

步得到的低频分量结合得到初步去噪图像； 

3) 采用向导滤波方法恢复图像的边缘信息，

得到最终的去噪声呐图像。 

5 实验结果 

为了更好地评价本文算法的去噪性能，采用模

拟加斑图像和实际声呐图像进行去噪实验，并将结

果与中值滤波、维纳滤波、Frost 滤波[2]、小波阈值

算法[6]以及 Huo 等提出的曲波域贝叶斯估计去噪算

法[7]以及 PPB 去噪[14]和 SAR-BM3D 去噪[15]算法进

行对比。对实验结果用主观视觉评价和客观评价指

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5.1 模拟加斑图像验证 

因为声呐图像和超声图像成像原理相似，所以

模拟的参考图像就采用合成的无噪声的超声图像，

图像来源于http://telin.ugent.be/~sanja/[1]。为验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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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有效性，先利用模拟声呐加斑图像进行分

析。 

根据相关数学知识，相互独立且服从同方差正

态分布的两个分量组合为一个随机二维向量，那么

此向量的模服从瑞利分布。依据海底散射模型可

知，声呐图像的噪声近似服从瑞利分布[1]，所以模

拟加噪方法采用文献[11]提出的加斑方法，从而得到

模拟加噪图像。 

模拟加斑方法的具体步骤[1]如下： 

首先产生两个相互独立均值为 1，且标准差相

同的高斯随机变量，将两个变量分别作为复随机变

量的实部和虚部，从而生成一个复高斯随机场； 

利用噪声在邻域间的相关性，对(1)中生成的复

高斯随机场做 3*3 的均值滤波，将滤波结果的幅度

和选定图像进行相乘，得到最终加噪图像。 

(a)残差图像 (b)原高频分量 (c)噪声分量 

(d) a 图概率密

度分步图 

(e)b 图概率密度

分步图 

(f) c 图概率密度

分步图 

图 1  噪声分布验证图 
Fig.1  Noise distribution verification diagram 

利用模拟加斑图像可以验证残差图像中的噪

声分量服从加性广义高斯噪声分布，实验结果如图

1 所示，残差图像和原高频分量分别是由加斑图像

和源图像经过算法步骤(1)得到，两者做差得到高频

噪声分量。由图(f)噪声分量的概率密度分布图可以

看出噪声分量是符合广义高斯噪声分布的，因此可

以利用正态分布估计近似估计出噪声的方差。 

图 2 给出了模拟加斑噪声(σ=0.6)的源图和噪声

图，图 3 列出了不同去噪方法的实验结果。 

  
(a)源图 (b)模拟加噪图 

图 2 模拟加斑噪声(σ=0.6)源图和噪声图 

Fig.2  Simulated speckle noise (σ = 0.6) source  
and noise map 

  
(a)均值滤波 (b)维纳滤波 

  
(c)Frost 滤波 (d)小波阈值 

  
(e) Huo 方法 (f)PPB 

  
(g)SAR-BM3D (h)本文算法 

图 3 模拟加斑噪声(σ=0.6)不同去噪方法结果 

Fig.3  Simulated speckle noise (σ = 0.6) results of different 
denoising methods 

由(a)图和(b)图中可以看出，传统滤波方法对乘

性斑点噪声的去除效果较差，残留噪声较多且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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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多图像边缘等细节信息；由(c)图可知 Frost 滤

波效果比传统滤波方法有一定的改善保留一些细

节，但对于声呐噪声的去除效果也并不理想；而(d)

图中的小波阈值去噪去噪效果有提高，但在图像整

体边缘产生了伪轮廓现象；(e)图表明 Huo 等人提

出的曲波域贝叶斯阈值法避免了小波阈值的伪轮

廓现象，边缘等细节保持效果较好，但噪声去除效

果仍然不是很理想图像有些模糊；(f)图中 PPB 方法

去噪效果较好，但存在部分细节丢失和伪纹理的效

果；(g)图整体去噪视觉效果较好，但在边缘等细节

部分，存在模糊块效应；本文提出的方法实验结果

在去噪效果和边缘细节保持方面都完成较好，较之

其他方法去噪整体效果有明显的提高。 

本 文 采 用 的 客 观 评 价 指 标 包 括 平 均 梯 度

(AVG)、等效视数(ENL)、边缘保持度(β)、图像熵

(ENT)和结构相似度(SSIM)。 

平均梯度(AVG)：对图像细节变化的速率进行

反映，是用来表示图像的相对清晰程度的指标，它

的值越大说明得到的图像清晰度越高。 

等效视数(ENL)：可以用来衡量噪声对于图像

的相对强度，即算法的对噪声的抑制效果，它的值

越大，说明噪声越弱，图像效果越好。 

边缘保持度(β)：是表示去噪图像对于源图像的

边缘保留度，其值越大表明去噪图像对源图像的细

节保留越多，图像越清晰。 

图像熵(ENT)：反映了图像包含的信息量，图

像的熵越大，图像包含的像素灰度越丰富，灰度分

布越均匀，包含的信息越多。 
表 1 不同噪声方差模拟加斑图像不同去噪方法的评价

指标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different denoising 
methods for different noise variance simulatedspotted images 

σ=0.3 AVG ENL ENT β SSIM 

均值滤波 5.8806 3.1890 8.7579 0.6538 0.4026 

维纳滤波 5.5551 3.2520 9.2574 0.4034 0.3624 

Frost 滤波 8.4905 3.1067 9.6234 0.7377 0.4550 

小波阈值 7.7247 3.1191 9.3810 0.7018 0.4262 

Huo 方法 8.1659 3.0603 9.3258 0.8259 0.4849 

PPB 6.3030  2.9508 8.3888 0.8236 0.4441 

SAR-BM 
3D 

6.5802 3.0261 8.6905 0.9108 0.4319 

本文算法 8.8186  3.5069 9.7860 0.9118 0.5825 

σ=0.6 AVG ENL ENT β SSIM 

均值滤波 7.1996 3.1560 9.3262 0.5956 0.3729 

维纳滤波 6.6828 3.2237 9.6712 0.3851 0.3529    

Frost 滤波 11.0080 3.0033 10.1114 0.6487 0.3739 

小波阈值 8.7089 3.1232 9.7885 0.5373 0.3777 

Huo 方法 9.7454 3.0134 9.7721 0.7377 0.4143     

PPB 7.1956 2.8929 9.0692 0.7157 0.4335 

SAR-BM
3D 

8.5387 3.0641 10.0274 0.7824 0.4114 

本文算法 11.0099 3.5568 10.2194 0.7828 0.4367       

σ=0.9 AVG ENL ENT Β SSIM 

均值滤波 8.3088 2.9798 9.6803 0.4901 0.3412 

维纳滤波 7.9447 3.0014 9.9678 0.3443 0.3295 

Frost 滤波 13.3618 2.7562 10.4136 0.5486 0.3233 

小波阈值 9.5561 2.9658 10.0633 0.4164 0.3383 

Huo 方法 11.4616 2.8120 10.0818 0.6176 0.3634 

PPB 9.5545 2.7850 9.6209 0.6156 0.3969 

SAR-BM 
3D 

11.2276 2.9043 10.5265 0.6184 0.3447 

本文算法 13.3944 3.4065 10.5103 0.6284 0.3445 

 

5.2 声呐图像实验结果 

结构相似度(SSIM)：可以很好地度量两幅图像

结构性的相似程度并且符合人眼的视觉特性，其值

越接近 1，图像效果越好。 

表 1 中给出了不同方差下模拟加斑声呐图像在

不同去噪方法下的结果评价指标，综合表中数据可

以看出，本文算法对不同程度下的噪声干扰都有很

好的去噪效果，而且该算法在对于细节的保留以及

噪声去除方面的客观指标基本也都优于其他方法。 

图 4 列出了不同情况下的含噪声呐源图，图中

含有明显的斑点噪声。分别利用上述方法对两幅声

呐源图像进行去噪，去噪结果图分别由图 5 和图 6

所示，客观评价指标分别由表 2 和表 3 进行展示。 

由图 5 和图 6 可以看出，传统滤波方法的对声

呐图像的去噪效果较差，而小波阈值法和 Huo 提出

的方法，对噪声去除效果有一定的提高但产生了伪

轮廓现象并且存在模糊图像问题；PPB 去噪同样存

在细节丢失和边缘模糊问题；SAR-BM3D 方法边

缘部分存在模糊块效应；本文所提的算法在去噪和

保留边缘上做到了一定平衡，最终实现了较好的去

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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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声呐源图 1 (b)声呐源图 2 

图 4 含噪声呐图像源图 
Fig 4 source diagram of noisy sonar image 

  
(a)均值滤波 (b)维纳滤波 

  

(c)Frost 滤波 (d)小波阈值法 

  

(e) Huo 方法 

 
(f)PPB 

  
           

(g) SAR-BM3D (h)本文算法 

图 5 声呐源图 1 不同去噪方法结果 
Fig 5 Sonar Source Figure 1 Results of Different 

Denoising Methods 
              

 
(a)均值滤波 

 

(b)维纳滤波 

 

  
(c)Frost 滤波 

 
(d)小波阈值法 

  

(e) Huo 方法 (f)PPB 

  

(g) SAR-BM3D (h)本文算法 
 

图 6 声呐源图 2 不同去噪方法结果 

Fig 6 Sonar source Figure 2 different 

denoising methods results 

表 2 和表 3 中本文算法的客观评价指标数据也

基本优于所列其他方法，和主观实验结果一同验证

了本文提出的算法去噪的整体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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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声呐源图 2 不同去噪方法实验结果评价指标 

Tab.3  Sonar sourceFig. 2 Different denoising methods 
Experimental results evaluation indicators 

 
 
AVG 

 
ENL 

 
ENT 

 
β 

 
SSIM 

均值滤波 5.3571 4.9916 6.6951 0.0926 0.1582 

维纳滤波 5.0485 5.4028 9.9621 0.2712 0.1913 

Frost 滤波 10.525
9 

4.9699 8.8918 0.2912 0.1048 

小波阈值 2.6393 5.6428 9.9692 0.1031 0.0839 

Huo 方法 7.0165 5.4780 9.9682 0.6811 0.3419 

PPB 7.8879 4.0170 10.389
5 

0.7027 0.3780 

SAR-BM
3D 

8.7092 4.0696 10.690
7 

0.4920 0.1925 

本文算法 11.019
7 

5.6665 9.8715 0.8706 0.4949 

6  结论 

以混响噪声为主的散斑噪声的去除，对于声呐

图像的处理非常重要，它是目标分类、识别等后续

处理的基础。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残差图像的

自适应 K-SVD 声呐图像去噪方法。把声呐图像利

用图像分解的方法分解为类卡通图像和残差图像；

在残差图像中噪声分量符合广义高斯分布便可估

计出噪声方差；利用自适应 K-SVD 算法可有效去

除噪声；再利用向导滤波恢复边缘。模拟加斑声呐

图像和实际声呐源图的去噪在主观和客观评价指

标方面的实验结果都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在去噪

和细节保留方面均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自适

应训练产生字典的过程对算法的实时性有一定的

影响，在保证去噪效果的前提下继续提高算法的实

时性是以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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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K-SVD Sonar Image Denoising Based on Residual Image 

Shen Tong 1,2，Hu Shao-hai 1,2 

(1.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Network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icative speckle noise of sonar image and spa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an adaptive K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K-SVD) sonar image denoising algorithm based on residual 

image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mean filtering is performed on the sonar image to obtain a cartoon-like 

image (low-frequency component) and residual image (high-frequency component) is obtained by making difference 

between source image and cartoon-like image. The experiment proves that the noise component in residual image 

obeys the additive generalized Gaussian distribution. Then, the adaptive K-SVD method is used to remove the 

generalized Gaussian noise component, and the denoised high-frequency component and low-frequency component 

are combined to obtain the preliminary denoising image. Finally, the edge information of the image is restored by the 

Guided filtering method, and the final sonar denoising image is obtain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remove speckle noise of sonar image while retaining the details of the image, and has 

better visual effect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index. 

Keywords:  multiplicative speckle noise; K-SVD; Guided filtering; image denoising; sonar 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