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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S01：在待处理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

为中心的A×A区域，并在该区域内求出像素F(i，

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σ2
S(i ,j)，S02：在以像素F

(i，j)为中心的A×A区域中，求出像素F(i，j)的

噪声估计值与周围像素的噪声估计值的方差

σ2
N(i,j)，S03：判断像素F(i，j)的区域范围，S04：

若像素F(i，j)位于平坦区域，则对该像素进行滤

波处理并输出处理后的像素值；若像素F(i，j)位

于细节区域，则不对该像素进行处理直接输出该

像素的原像素值；所述待处理图像中未进行处理

的像素按照原值输出，形成处理后的图像。本发

明解决了现有图像噪声消除技术存在滤除噪声

的同时也破坏了图像纹理细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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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01：在待处理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并在该区域内求出像素F

(i，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σ2
S(i ,j)，其中，待处理图像由M行N列像素组成，M为大于等于3的整

数，N为大于等于3的整数，A为大于3小于M和N的奇数，

S02：在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中，求出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与周围像素

的噪声估计值的方差σ2
N(i,j)，具体步骤为：

S0201：在上述待处理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计算以像素F(i，

j)为中心的A×A区域中A2个像素的像素值的均值，该均值与像素F(i，j)的像素值之差的绝

对值为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用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替换待处理图像中像素F(i，

j)的像素值，得到噪声估计值图像；

S0202：在上述噪声估计值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并在该区域

内求出像素F”(i，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σ2
N(i,j)；

S03：判断像素F(i，j)的区域范围，采用如下公式：

其中，T1为区域控制阈值；

S04：若像素F(i，j)位于平坦区域，则对该像素进行滤波处理并输出处理后的像素值；

若像素F(i，j)位于细节区域，则不对该像素进行处理直接输出该像素的原像素值；所述待

处理图像中未进行处理的像素按照原值输出，形成完整的处理后图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2中得到噪声估

计值图像之前，在待处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上添加噪声，得到噪声图像，在所述噪声图像

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计算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中A2个

像素的像素值的均值，该均值与像素F’(i，j)的像素值之差的绝对值为像素F’(i，j)的噪声

估计值，用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替换噪声图像中像素F’(i，j)的像素值，得到噪声估

计值图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待处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

上添加标准差为30的高斯白噪声。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4  中采

用高斯模板对平坦区域像素进行滤波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1中像素F(i，j)

与周围像素的方差 其中， 为待处理图像中像素F(i，j)对应的像素

值，Xk为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中第k个像素对应的像素值，其中，1≤k≤A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202中像素F”(i，

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 其中， 为所述噪声估计值图像中像素F”(i，

j)对应的像素值，Xk”为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中第k个像素对应的像素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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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k≤A2。

7.根据权利要求1、2、5、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A等于3。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待处理图像中未进行处理的

像素包括第一行像素、第M行像素、第一列像素和第M列像素。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对待处理图像和噪声估计值

图像中各个像素的计算按照从第 行第 列到第 行第 列，再从第

行第 列到第 行第 列，再从第 行第 列到第

行第 列，以此类推的蛇形轨迹进行，直至完成第 行像素的去

噪。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4中区域控制阈

值T1范围为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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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图像去噪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图像处理技术，具体涉及一种图像去噪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当前的生产生活中，数字图像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信号处理和计算机视

觉领域中，从图像传感器获取的数据通常受到各种噪声污染，例如不理想的设备、数据采集

量化和外界干扰都将使数据退化降质，并且在传输、接收和处理过程中也会带来噪声，很大

程度上妨碍了后续图像的分析和理解。为了改善图像质量，提高图像后处理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有必要采用降噪技术来滤除图像噪声。由于现有降噪方法通常造成图像失真和模糊，

因此消除噪声依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现实中的信号或图像在生成、传输、接收和处

理的过程中经常受到各种噪声的干扰。噪声使信号或图像失真，严重影响后处理和分析，甚

至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图像的噪声从来源上可以分为系统噪声和环境噪声，系统噪声是来

自系统本身的噪声，而坏境噪声是来自外界坏境的噪声。为了得到优质量的图像，通常情况

下需要通过图像降噪的算法对图像进行处理和优化。传统的图像降噪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0003] (1)中值滤波：适用于滤除图像的椒盐噪声。但对于一些细节较多，特别是点、线、

尖顶细节较多的图像噪声的滤除效果不明显。

[0004] (2)均值滤波：采用邻域平均法的均值滤波适用于去除通过扫描得到的图像中的

颗粒噪声，虽然有力地抑制了噪声，但是也会由于平均而引起模糊现象。

[0005] (3)自适应维纳滤波：该方法根据图像的局部方差来调整滤波器的输出，局部方差

越大，滤波器的平滑作用越强，自适应维纳滤波的滤波效果比均值滤波效果要好，对保留图

像的细节和其他高频部分很有用，但是计算量较大。

[0006] (4)小波去噪：保留了大部分包含信号的小波系数，可以较好地保持图像的细节。

[0007] 这些传统算法在图像去噪过程中，通常是对全部图像都采用相同的滤波算法，即

对图像中没有噪声的部分也会进行处理，导致没有噪声的图像也受到滤波算法的干扰，影

响图像质量，同时加大运算量，降低图像处理效率。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可以对待处理图像中的平

坦区域与细节区域进行区分，解决了现有图像噪声消除技术存在滤除噪声的同时也破坏了

图像纹理细节的问题。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10] S01：在待处理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并在该区域内求出

像素F(i，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σ2
S(i,j)，其中，待处理图像由M行N列像素组成，M为大于等于3

的整数，N为大于等于3的整数，A为大于3小于M和N的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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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02：在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中，求出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与周围

像素的噪声估计值的方差σ2
N(i,j)，具体步骤为：

[0012] S0201：在上述待处理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计算以像素F

(i，j)为中心的A×A区域中A2个像素的像素值的均值，该均值与像素F(i，j)的像素值之差

的绝对值为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用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替换待处理图像中像素

F(i，j)的像素值，得到噪声估计值图像；

[0013] S0202：在上述噪声估计值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并在该

区域内求出像素F”(i，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σ2
N(i,j)；

[0014] S03：判断像素F(i，j)的区域范围，采用如下公式：

[0015] 其中，T1为区域控制阈值；

[0016] S04：若像素F(i，j)位于平坦区域，则对该像素进行滤波处理并输出处理后的像素

值；若像素F(i，j)位于细节区域，则不对该像素进行处理直接输出该像素的原像素值；所述

待处理图像中未进行处理的像素按照原值输出，形成完整的处理后图像。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02中得到噪声估计值图像之前，在待处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

上添加噪声，得到噪声图像，在所述噪声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计

算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中A2个像素的像素值的均值，该均值与像素F’(i，j)的

像素值之差的绝对值为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用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替换噪声

图像中像素F’(i，j)的像素值，得到噪声估计值图像；

[0018] 进一步地，在待处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上添加标准差为30的高斯白噪声。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04中采用高斯模板对平坦区域像素进行滤波处理。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01中像素F(i，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

其中， 为待处理图像中像素F(i，j)对应的像素值，Xk为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

中第k个像素对应的像素值，其中，1≤k≤A2。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0202中像素F”(i，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

其中， 为所述噪声估计值图像中像素F”(i，j)对应的像素值，Xk”为以像素F”(i，j)为中

心的A×A区域中第k个像素对应的像素值，其中，1≤k≤A2。

[0022] 进一步地，A等于3。

[0023] 进一步地，待处理图像中未进行处理的像素包括第一行像素、第M行像素、第一列

像素和第M列像素。

[0024] 进一步地，对待处理图像和噪声估计值图像中各个像素的计算按照从第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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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列到第 行第 列，再从第 行第 列到第 行第

列，再从第 行第 列到第 行第 列，以此类推的蛇形轨

迹进行，直至完成第 行像素的去噪。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04中区域控制阈值T1范围为1.0-1.8。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保护细节区域的图像去噪方法，利用噪

声噪声估计值去判断平坦区域和细节区域，处理速度快，硬件实现资源开销小，实现方便，

并将细节区域与平坦区域分开处理，不仅使得平坦区域得到了较好的效果，还能保留原待

处理图像中的细节区域，使得待处理图像中的纹理细节得到了保留，进一步提高了图像去

噪处理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种图像去噪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

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9] 如附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图像去噪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S01：：在待处理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A×A区域，并在该区域内求出

像素F(i，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σ2
S(i,j)，其中，待处理图像由M行N列像素组成，M为大于等于3

的整数，N为大于等于3的整数，A为大于3小于M和N的奇数，

[0031] 本发明中可以采用A＝3、5、7等奇数，A的取值不同并不会影响本发明的去噪方法，

但A的取值越小，采用本发明最终取得的去噪效果越好。本发明中，为了得到效果较好的去

噪图像，我们采用A等于3，当A取其他奇数值时，后续的去噪步骤并不受到影响。

[0032] 本 实 施 例以 A ＝ 3 为 例 进 行 说 明 ，像 素 F ( i ，j ) 与 周围 像 素 的 方 差

为了方便硬件实施，本发明中对上述方差计算公式进行简化，采用如

下计算公式： 其中， 为待处理图像中像素F(i，j)对应的

像素值，Xk为以像素F(i，j)为中心的3×3区域中第k个像素对应的像素值，其中，1≤k≤9。

[0033] 本步骤中待处理图像中除了第一行像素、第M行像素、第一列像素和第M列像素不

进行计算处理之外，其余的每个像素均对应一个方差σ2
S(i ,j)的值，并且计算的顺序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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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后期处理结果。为了使得计算有序进行，本发明优选采用从待处理图像的第2行第

2列到第2行第N-1列，再从第3行第N-1列到第3行第2列，再从第4行第2列到第4行第N-1

列，……以此类推的蛇形轨迹进行，直至完成第M-1行的像素计算。

[0034] 当A取其他值时，采用相同的蛇形轨迹进行像素去噪处理，具体为：对待处理图像、

噪声图像和噪声估计值图像中各个像素的计算按照从第 行第 列到第 行第

列，再从第 行第 列到第 行第 列，再从第

行第 列到第 行第 列，以此类推的蛇形轨迹进行，直至完

成第 行像素的去噪。

[0035] S02：在以像素F(i，j)为中心的3×3区域中，求出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与周围

像素的噪声估计值的方差σ2
N(i,j)，具体步骤为：

[0036] S0201：在上述待处理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3×3区域，计算以像素F

(i，j)为中心的3×3区域中3×3个像素的像素值的均值，该均值与像素F(i，j)的像素值之

差的绝对值为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用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替换待处理图像中像

素F(i，j)的像素值，得到噪声估计值图像。

[0037] 同时，本发明还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得到噪声估计值图像：在待处理图像中的每个

像素上添加噪声，得到噪声图像，在所述噪声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3×3区

域，计算以像素F’(i，j)为中心的3×3区域中3×3个像素的像素值的均值，该均值与像素F’

(i，j)的像素值之差的绝对值为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用像素F’(i，j)的噪声估计值

替换噪声图像中像素F’(i，j)的像素值，得到噪声估计值图像。本发明中在待处理图像上添

加的噪声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的任意噪声，本实施例中添加标准差为30的高斯白噪声。

[0038] 值得说明的是，当A＝3时，噪声估计值图像与待处理图像的关系为：将待处理图像

中除了第一行像素、第M行像素、第一列像素和第M列像素之外的像素用其对应的噪声估计

值来替代，即形成了噪声估计值像素。当A取其他值时，待处理图像中不做处理的像素以外

的像素用其对应的噪声估计值来替代，即形成了噪声估计值像素。因此，本发明中待处理图

像为真是的图像，与其相对应的模拟图像、噪声图像和噪声估计值图像均是为了本发明去

噪方法的进行虚拟出来的图像。为了使得本发明易于理解，本发明将噪声估计值图像中与

待处理图像中像素F(i，j)相对应的像素记为F”(i，j)。

[0039] S0202：在上述噪声估计值图像中，形成以像素F”(i，j)为中心的3×3区域，并在该

区域内求出像素F”(i，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σ2
N(i,j)。

[0040] 其计算方法与步骤S01中的计算方式类似。像素F”(i，j)与周围像素的方差

为了方便硬件实施，本发明中对上述方差计算公式进行简化，采用如

下计算公式： 其中， 为所述噪声估计值图像中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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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j)对应的像素值，Xk”为以像素F”(i，j)为中心的3×3区域中第k个像素对应的像素

值，其中，1≤k≤9。

[0041] S03：判断像素F(i，j)的区域范围，由于待处理图像在平坦区域存在相似性，在细

节区域存在着突变。因为这种性质，所以导致了图像的灰度值在平坦区域的方差较小，在细

节区域存的方差较大，根据这一特性，我们根据以下公式来判断图像所处的区域。

[0042] 其中，T1为区域控制阈值。

[0043] 其中，区域控制阈值T1根据大量试验数据得出范围为1.0-1.8，本发明中采用区域

控制阈值T1为1.4。

[0044] S04：若像素F(i，j)位于平坦区域，则对该像素进行滤波处理并输出处理后的像素

值；若像素F(i，j)位于细节区域，则不对该像素进行处理直接输出该像素的原像素值；所述

待处理图像中未进行处理的像素按照原值输出。

[0045] 平坦区域由于没有太多细节以及边缘，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滤波技术进行处理，

本发明采用的是3×3的高斯模板进行滤波处理，采用高斯模板首先因为高斯模板相对于均

值滤波来说具有更好的保护图像细节的作用，第二是因为对于其他滤波来说更容易硬件实

现，占资源少，其次，是因为此次去燥主要针对高斯白噪声。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分出的细节

区域，基本涵盖了整副图像的大多数细节纹理，为了保护这些细节信息，且分离出的细节区

域较为准确，故对细节区域不采取去噪处理，保持原像素值输出。

[0046] 至此，本发明中待处理图像中平坦区域的像素经过滤波处理输出，细节区域的像

素不做处理进行输出，待处理图像中未进行处理的像素不做处理进行输出，其中，未作处理

的像素包括待处理图像中第一行像素、第M行像素、第一列像素和第M列像素；最终形成处理

后的图像。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所述实施例并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

范围，因此凡是运用本发明的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结构变化，同理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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