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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尺度分析和加权最小二乘法的非制冷红外
条纹噪声校正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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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红外成像质量的同时更大程度地保持纹理信息,提出一种多尺度分析和加权
最小二乘法的条纹噪声非均匀性校正算法。该算法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图像进行平滑，应用
小波变换提取平滑图像的垂直分量，并将其垂直分量替换为原始图像的垂直分量，利用小波重
构输出校正后的图像。算法能够精准地去除红外噪声，而不会带来更加麻烦的“鬼影”问题。
用该算法对多组不同红外图像数据进行仿真实验，并与其他先进的红外条纹非均匀校正算法
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所提算法校正结果有较好的视觉效果和图像质量评估参数。
关键词：红外图像；非均匀校正；条纹噪声去除；加权最小二乘法；焦平面阵列
中图分类号：TN215

文献标识符：A

Uncooled Infrared Stripe Noise Corr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scale Analysis and Weighted Least Squares
JIANG Ping1,2, WANG En-de2, JIN Lei2, QI Kai2, YI Chun-lin1, HAN Bing2
(1.School of Automation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enyang Ligo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59, China )
（2.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China )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rared images while maintaining texture informa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a multi-scale analysis and weighted least squares method for stripe noise nonuniformity correction is proposed. The algorithm uses the weighted least squares method to smooth
the image, applies the wavelet transform to extract the vertical component of the smooth image which
is replaced with the vertical component of the original image subsequently, and reconstructs the
corrected image by wavelet reconstruction.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accurately remove infrared
noise without causing more troublesome "ghosting" problem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experimented on multiple sets of different infrared image data, and compared with the state-of-the-art
destriping algorith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has better visual effects and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parameters.
Key words: Infrared imaging； Nonuniformity correction； Strip noise removal； Weighted least
squares； Focal Plane Array
OCIS Codes: 130.3060；130.6750；110.4280

0 引言
非制冷红外焦平面阵列（Focal Plane Array, FPA),的空间非均匀性由探测单元响应的差异和读出电
路的不均匀性造成，在红外图像中产生严重的空间域固定模式噪声(Fixed Pattern Noise, FPN)[1]。对于非
制冷红外凝视型探测器，这种噪声通常表现为条纹状。为了提高红外图像的质量，需要进行条纹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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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性校正。
非均匀性校正算法（Non-Uniformity Correction, NUC）具备良好的去除 FPN 能力，大致分为两类：
基于校正的算法[2-4]和基于场景的算法[5-8]。两点校准方法[3]作为经典的校正算法会中断系统的工作以消
除温度漂移的影响，不适用于动态红外成像的应用。场景算法中基于多帧场景信息的 NUC 算法[6,7]局限
性在于处理数据量大，硬件实现变得困难，且容易导致图像出现累积的重影问题。目前一些研究主要集
中于场景算法中基于单帧图像的 NUC 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上述限制。
单帧 NUC 算法[9-10]通常将图像分成高频部分和平滑部分，对高频部分进行去噪，如果图像的纹理信
息不足，那么分离噪声和图像的纹理是十分困难的。保边滤波去噪的方法（双边滤波和引导滤波）[11-13]
可通过设置阈值来区分边缘和噪声，以达到边缘保持的作用。然而，当图像的纹理信息较弱时，算法可
能会错误地把纹理信息当作噪声删除掉，或将振幅较大的条纹噪声当作纹理信息保存下来。CAO 等[14]
提出小波条纹校正算法，对图像进行三级尺寸分解且在每级尺寸上进行滤波，但算法复杂，且去噪效果
不理想。L-model 算法利用读出电路结构的先验知识，对像素进行分组，并应用校正模型对像素进行归
一化处理，使相同组的像素有相似的输出[15]。基于统计的灰度校正算法[16-18],假设相邻列的直方图相同，
通过相邻直方图关系来修改列的直方图信息。基于约束优化方法[19-20],假设条纹噪声影响水平方向梯度，
而对竖直方向梯度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将其转换为能量函数最小化的问题。
本文基于单帧图像的 NUC 算法，提出一种多尺度的校正方法，以精准去除条纹噪声而保留图像的
细节信息。该算法不需要处理多帧图像从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重影，可以从第一帧就实现条纹非均匀性
校正，且不会丢失图像边缘信息。算法直接对垂直分量进行替换，不破坏其它分量。

1.基于多尺度分析和加权最小二乘法的校正算法
如图 1，提出的 NUC 算法主要流程为：1)利用小波分解提取原始图像的高频分量，包括水平分量、
垂直分量和对角分量。2)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原始红外图像进行约束平滑，选取小正则化参数保留边
缘细节，并平滑图像的平坦区域。将平滑后的图像进行小波变换，分解出垂直分量。3)将原始红外图像
的垂直分量替换为加权最小二乘法约束后的垂直分量，最后进行小波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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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算法的工作流程
Fig. 1 Workflow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1.1 小波变换图像多尺度分析
小波变换将任意函数表示为小波的叠加。与傅里叶变换不同，小波变换同时保留了空间和频率信
息，利用不同形状的窄群小波表示信号的局部和非周期性模式，具有多尺度分析的特点，能够有效地
从信号中提取信息[14,21]。小波变换的一个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可以把图像不同方向的信息分解到对应的
分量中[22,23]。因此本文选用小波分解表示图像的不同方向信息。
对于连续小波变换，小波系数的实现公式为

Wa ,b =

1
a

 f ( x)

a ,b

（1）

( x)dx

式中，a 和 b 为沿 x 轴的比例参数和平移参数，f(x)表示原始输入信号，  a ,b ( x) 表示母波基函数，可以
表示为
x -b
)
a
在实际图像去噪中，需要将连续的小波及其小波变换离散化[21]。数学定义为

（2）

φa ,b = φ(

φm, n = 2 -m/2 φ(2 -m x - n)

（3）

式中，m 和 n 为沿 x 轴确定小波的位置和宽度。式(3)为离散小波函数，则函数 g(t)的离散小波变换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ation, DWT)为
W f (m.n) =  g (t )m , n (t )dt

（4）

R

小波变换从原始图像 f (i) 提取出高频分量 U (i) 和近似分量 X (i) ，其公式为
（5）

f (i)=X (i)+U (i)=X (i)+N (i)+V (i)

由式（5）可知，高频分量中不仅包含条纹噪声 N ( i ) ，还有垂直纹理信息 V (i) 。小波分解后信号 U (i)
表示为
（6）

U (i) = {H i ,Vi , Di }

式中， H i 代表水平分量， Vi 代表垂直分量， Di 代表对角线分量。由图 2 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条纹噪声
存在于高频分量的垂直部分，因此直接在原始图像的垂直分量部分进行校正。

(a)

Original image

（c）Vertical component

（b）High frequency

（d）Horizontal component

(e) Diagonal component

图 2 小波分解原始红外图像

Fig. 2 Wavelet decomposition of a raw infrared image.
1.2 加权最小二乘法条纹平滑

目前，非制冷红外成像系统的读出电路大多采用 CMOS 架构，与 CCD 读出电路不同的是，CCD 读
出电路中所有像素通过一个放大器对信号进行处理，而 CMOS 读出电路中每一列像素公用一个放大器。
由于不同运放之间的电子学性质差异，会在 CMOS 读出电路的列与列之间产生非均匀性，在图像中表现
为条纹状。
对于一幅带有条纹噪声的红外图像 g，通常期望输出图像 u 能够保留图像的边缘细节信息，同时，
除了边缘梯度变化大的地方外应该尽量平滑[24]。数学模型为
u = arg min  (u p − g p )2 +  ax , p ( g )
uP

p

u2
u2
+  ay , p ( g)
x p
y p

（7）

式中，下标代表像素点空间位置，其中 p 表示像素的位置，  是正则项参数；第一项 (u p - g p ) 是图像的
2

目标函数，代表输出图像和输入图像越相似越好；第二项是正则项，通过最小化的偏导，使得输出图像
越平滑越好。 ax , p ( g ) = (

l
( p) + 
x
a

)

-1

和 ay, p ( g) = (

a

l
( p) + 
y

) ，平滑项的权重采用相加的形式，当
-1

输入图像的边缘梯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希望其约束小一些，以保留图像的边缘结构信息；当图像的边
缘梯度变化很小的时候，这些细节信息被认为是平坦区域，约束自然可以大一些，  平衡两者比重， 
越大图像也就越平滑[25,26]。式（7）写成矩阵为
u = arg min(u - g)T (u-g) + (uT DxT Ax Dx u + uT DyT Ay Dy u)
u

（8）

式中， Ax , Ay 为以 a x , p , a y , p 为对角元素的对角矩阵， Dx ， D y 为前向差分矩阵和后向差分算子，要使得式
（8）取得最小值，把输入图像 g 的矩阵表示形式设定为 I，输出图像 u 需满足
u = ( I +  Lg )-1 g

（9）

其中
Lg = DxT Ax Dx + DyT Ay Dy

（10）

由此可知，正则化参数  的值将影响图像平滑的输出质量。图 3 是采用不同  值的校正结果，可知，
正则化参数  不能采用太小的值（  =0.2），会有残余的条纹噪声存在，如图 3(b)中方框所示；当然  也
不能太大（  =2），如图 3(d）中箭头所指的部分，会明显地模糊图像细节。图 4 为相对应的高频部分，
从高频分量能够更加清晰地观察图像的校正质量。实验中正则化参数采用  =0.8。

(a) Original image

（c）  =0.8

（b）  =0.2

（d）  =2

图 3 不同正则化参数校正结果
Fig.3 Different regularization parameter correction results

(a)

Original image

（b）  =0.2

（c）  =0.8

（d）  =2

图 4 不同正则化参数校正高频
Fig.4. Different regularization parameters to correct high frequency

2.实现细节
2.1 细节说明
对于 M×N 大小的图像（M 和 N 默认为偶数），经过 db1 小波基分解后舍弃图像的垂直分量，保留
其它分量。进行图像平滑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将边缘以外的区域进行平滑操作。为了避免图像细
节信息丢失，采用正则化参数  =0.8。输入图像为 g,首先对 g 矩阵的第一维度上做差分，也就是相邻行
相减，得到(N-1)×M 维的矩阵，按列生成向量，就是 Ay 对角线上的元素构成的矩阵。然后对 g 矩阵的
第二维度做差分，也就是相邻的列进行相减，得到 N×(M-1)的矩阵，按列生成向量，对应 Ax 的对角线
元素，最后代入式（9）进行计算。将平滑后的图像进行小波分解，提取垂直分量，并替换原始红外图像
的垂直分量，最后进行小波重构，输出校正后的图像。
2.2 程序
Algorithm1.Single frame infrared image stripe non-uniformity correction method
Input: The original infrared image g.
1. Wavelet decomposition original image .
Parameter: Use db1 wavelet base.
Initialization: Decompose the original image g into approximate components A1, vertical components V1,
horizontal components H1, diagonal components D1.
2. Weighted least squares constrained image smoothing
Parameter: The input image is g. The regularization parameter  =0.8.

Initialization: (u p - g p ) 2 converges the edge information of the image , Smoothing with regular
terms. Smoothed image extracts vertical component is V1´
Output: The final corrected result I =A1 +V1´+ H1+ D1.

3.实验结果和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去噪能力，在原始红外图像上对算法进行了测试，并将其与目前处理条纹非均
匀性效果较好的方法进行实验对比，这些比较方法的所有自由参数都是使用相应的引用设置为默认值。
3.1 数据集和对比算法
图 5 为待处理的原始红外图像。这些图像由不同的传感器得到，受到轻微或严重的条纹噪声，详细
说明见表 1。

(a) Building

(b) Street
图 5 待处理的三幅原始红外图像

(c) Suitcase

Fig. 5 Three raw infrared images for testing.
表 1 测试数据的详细信息
Table 1 The details of the test data
Test data

Source

Size

Sensor
Thales
Minie-D
camera

Description
Rich scene information, obvious edge
information and obvious stripe
nonuniformity.

Building

Tendero’s
dataset

640 × 480

Street

Tendero’s
dataset

384× 288

Thales
Minie-D
camera

Rich scene information, small details
and obvious stripe nonuniformity.

Suitcase

Tendero’s
dataset

320× 220

Thales
Minie-D
camera

Simple
scene,
nonuniformity.

slight

stripe

针对这三幅不同程度条纹噪声的红外图像，利用三种效果优秀的非均匀条纹校正算法,包括中间均衡
直方图(Midway Histogram Equalization，MHE) 算法[16]、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算法（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算法[27]和引导滤波算法（Guide Filter，GIF）算法[12]，以及本文算法进行校
正处理。MHE 算法假设相邻列的直方图相同，通过相邻直方图关系来修改列的直方图信息。GIF 算法通
过引导图片对输入图片进行保边去噪，其本质是假设引导滤波的输出图像与引导图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CNN 算法是将神经网络的方法引入红外图像处理领域，解决传统的条纹噪声问题。
3.2 主观效果对比
原始图像及经 NUC 处理后的图像如图 6~8 所示。观察图像可以发现，这三种校正算法的处理效果
有明显区别。GIF 算法处理的结果并不理想，图像中会残留较多的条纹噪声（如椭圆圈中区域所示）。
MHE 算法能够有效去除非均匀条纹噪声，但是图像过于平滑，模糊了边缘细节。CNN 算法得到的结果
有较温和的视觉效果，但图像同样会存在细节的丢失问题。本文提出的算法得到了最好的视觉效果，去
除了条纹噪声而没有引入虚影，且保存了图像的大部分边缘细节。

（a）Original image

（b） GIF

（d） MHE

（c） CNN

（e）Proposed method

图 6 建筑物的条纹非均匀校正结果
Fig. 6 Stripe nonuniformity correction results for Building.

（a）Original image

（b） GIF

（d） MHE

（c） CNN

（e）Proposed method

图 7 街道的条纹非均匀校正结果
Fig. 7 Stripe nonuniformity correction results for Street.

（a）Original image

（b） GIF

（d）MHE

（c） CNN

（e）Proposed method

图 8 手提箱的条纹非均匀校正结果
Fig. 8 Stripe nonuniformity correction results for Suitcase.

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计算原始图像和经算法校正后图像的列均值，结果如图 9 所示，条纹噪
声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列均值之间的快速变化。图 9(a)为图 7(a)的列均值变化曲线，经 GIF 算法校正后减
少了由条纹噪声引起的变化，但仍能观察到一些小波动，表示未校正的残余非均匀性，如图 9(b)。MHE
算法基本修正了这些小波动，然而，可以看出曲线过于平滑，说明属于图像细节的变化也因为过平滑而
损失了，如图 9(d)。本文提出的算法和 CNN 算法得到的曲线相似，如图 9(e)和(c)，在平滑了条纹噪声
的同时保持了图像细节相对应的小变化。

（a）Original image

(b)

（c） CNN

GIF

(d) MHE

(e) Proposed method
图 9 原始图像及其校正图像的列均值变换曲线
Fig.9 Column mean transformation curves of original and corrected images.

3.3 客观指标对比
用两种常见的图像质量度量参数来评估算法的去条纹性能，即峰值信噪比（PSNR）和结构相似性指
数（SSIM）[19]。PSNR 表示输出图像与参考图像之间的像素误差，其值越高代表图像的失真程度越小。
公式定义为
PSNR = 10 log10

2552
MSE

式中，MSE 表示输出图像与参考图像之间的均方误差。

（11）

SSIM 提供了图像滤波结果的结构感知评价，公式定义为

SSIM ( E, F ) =

(2 μ E μ F + k1（
) 2σ EF + k 2）
2
2
( μ E + μ F + k1 )( σ E2 + σ F2 + k 2 )

（12）

式中，E 和 F 表示滑动窗口从过滤图像和引用图像提取的图像块，σ E , σ F , μ E , μ F , σ EF 分别表示 E 和 F 的
标准差、均值、互相关。 k1 和 k 2 取常数，作用是避免除法中分母为零的错误。在实际的测量结果中，通
常 SSIM 值的范围为 0 到 1，越接近 1 说明图像过滤后结构保持效果越好。
表 2 和表 3 分别显示了三种方法实验处理三幅红外图像后得到的 PSNR 值和 SSIM 值。对比可以发
现，本文提出方法的 PSNR 值和 SSIM 值都相对应地达到了最高，验证了其优越性。

Method
MHE

表 2 原始红外图像的 PSNR(单位：dB)
Table 2 PSNR for raw infrared images (unit: dB)
Building
Street
Suitcase
27.26
24.83
21.08

GIF

29.32

28.74

26.47

CNN
Proposed

30.07
31.84

29.54
30.97

31.02
31.56

Method
MHE
GIF
CNN
Proposed

表 3 原始红外图像的 SSIM
Table 3 SSIM for raw infrared images
Building
Street
0.704
0.827
0.879
0.936

0.824
0.896
0.902
0.954

Suitcase
0.902
0.975
0.983
0.983

为了评估算法的细节保护能力，引进垂直梯度均值误差（AVGE）[28]。其数学公式为

AVGE =

1 P
  y (Qp ) −  yQp
P p=1

（13）

式中， Qp 是像素为 p 的带噪图像，P 为像素的个数， () 为去噪方法，  y 表示垂直梯度算子。因此，
AVGE 表示校正图像和原始图像梯度的变化，条纹校正算法的优越性应体现在减少不均匀性的同时保持
垂直梯度不变，因此 AVGE 的值越接近 0，表明算法的保留图像细节能力越好。从表 4 中可以看出，CNN
和本文算法得到较小的 AVGE 值，能够体现出本文算法有较好的细节保护能力。
Table 4
Method

表 4 不同场景下校正算法的 AVGE 值
AVGE value of the correction algorithm in different scenarios
Building
Street
Suitcase

GIF

0.026

0.037

0.142

MHE

0.124

0.431

0.283

CNN

0.019

0.215

0.185

0.014

0.026

0.135

Proposed

统计了几种方法的运行时间来检验算法的复杂程度，实验环境为 Matlab 2016a，英特尔酷睿 i5 CPU
（3.40 GHz）和 8 GB RAM。统计结果见表 5。与其他三种算法相比，本文方法所需的运行时间最少，
且随着图像场景复杂程度增加，其所需的运行时间稳定在一个很低的程度，意味本文算法有潜力应用在
硬件电路系统中。
表 5 不同方法计算原始红外图像的时间（单位：s）
Table 5 Computing time of different methods for raw infrared images (unit: s)
Sequence
Resolution
GIF
MHE
CNN
Proposed
Building
640 × 480
1.264
1.782
3.756
0.643
Street
384× 288
0.352
0.864
1.952
0.146
Suitcase
320 × 220
0.172
0.468
1.260
0.109

3.4 更多讨论
条纹噪声有其自身的特征，其每一列强度可看作是大致相同，且列与列之间明显不同，条纹噪声基

本存在于图像的高频分量，如图 10（b），经过本文算法校正后消除了条纹噪声且保留图像细节信息，
如图 10(c)。进一步通过图像的边缘检测直观地展示本文算法性能，如图 10(d)，未经校正的红外图像边
缘存在大量噪声，会把强噪声当作图像的边缘细节，严重影响后续的应用。经过本文算法校正后可以清
晰地识别出图像的边缘信息，如图 10(e)。证明了本文算法的应用价值。

（a）Original image

(b)Original image high frequency

（d）Original image edge detection

（c)Corrected image high frequency

（e)Correct image edge detection

图 10 提出的算法校正结果
Fig.10 Proposed algorithm correction result

4.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多尺度分析和加权最小二乘法的校正算法，算法的优势在于利用小波变换对图像进
行多尺度表示，引入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图像的保边平滑，避免了算法处理过程中将强噪声作为细节信
息保留下来，保证了去噪的过程中不会丢失图像细节。与几种条纹效果较好的算法进行实验对比，结果
表明，本文算法的校正结果具有较好的视觉效果，且算法得到的 SSIM 和 PSNR 指标最佳，能够去除条
纹噪声并保持图像的边缘细节。
未来的工作将集中在条纹噪声的频谱分析上，开发自适应条纹噪声频率检测器。此外，对于条纹不
均匀性校正，将考虑更多关于红外图像的先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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