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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类和模糊滤波的 X 光图像椒盐噪声滤除算法

*

袁桂霞 1，周先春 2
(1. 江苏开放大学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南京 21001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南京 210044)
摘

要：为了解决当前椒盐噪声滤除算法对 X 光图像滤除效果不佳且运算效率不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融合多级分类

和自适应模糊滤波的椒盐噪声滤除方法，主要包括像素点多级分类和自适应模糊滤波两个部分。在像素点多级分类阶
段，先结合先验知识设计快速的一级粗分类，将像素点分为椒盐噪声、信号和可疑噪声三类。对于可疑噪声，再提取
区域内的直方图分布特征，设计 BP 神经网络分类器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将图像中的所有像素点分为信号和椒盐噪声
两类。在自适应模糊滤波阶段，针对三种模糊集合分别创建模糊隶属度函数，计算模糊隶属度值，通过模糊加权求和
恢复像素点亮度。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的像素点分类正确率高，滤波后图像的峰值信噪比高，平均滤波耗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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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 and pepper noise filtering algorithm for X-ray images with
multi-level classification and fuzzy filtering
Yuan Guixia1, Zhou Xianchun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 Mechanical Electrical Engineering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7, China; 2. School of
Electronic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current salt and pepper noise filtering algorithms for X-ray images are ineffective
and low efficiency, this paper proposed a salt and pepper filtering algorithm with multi-level classification and adaptive fuzzy
filtering, which included two parts: pixels’ multi-level classification and adaptive fuzzy filtering. In the process of multi-level
classification, it designed a rapid rough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priori knowledge, to divide the pixels into three categories:
salt and pepper noise, signal and suspicious noise. For the suspicious noise, it extracted the histogram distribution features in
the region, and designed the BP neural network classifier to classify the pixels, and finally classified all the pixels in the image
into two kinds of signal and salt and pepper noise.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ve fuzzy filtering, it created fuzzy membership function
for three fuzzy sets, and calculated fuzzy membership value, and restored pixel brightness by fuzzy weighted summ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method has high accuracy of pixel classification, high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of filtered
image, and less average time-consuming of filtering.
Key Words: salt and pepper noise; filtering; neural network; membership degree; fuzzy fil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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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区分信号和椒盐噪声，然后针对不同属性的像素点设计

引言

不同的滤波方法，从而保证在滤除噪声的同时不破坏原有信号

椒盐噪声是数字图像采集或者传输过程中引入的一种常见

[7~10]

。例如文献[7]提出了一种提出一种面向高密度椒盐噪声的

噪声，呈黑白杂点分布，对图像的质量影响较大[1]。为了滤除图

图像滤波算法，该方法利用直方图形状特征对像素点进行分类，

像中存在的椒盐噪声，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方法。对于

检测椒盐噪声的位置。采用多方向加权均值滤波方法进行噪声

受椒盐噪声污染程度小的图像，通常可以采用标准中值滤波、

的滤除。文献[8]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转换的加权均值滤波方法

极值中值滤波、递归开关中值滤波等方法。这些方法的复杂度

来去除图像中的椒盐噪声，主要包含噪声检测和噪声去除两个

较低，运算效率高，但是对于受椒盐噪声污染程度稍大的图像，

阶段。在噪声检测阶段，提出了一种相邻处理过点的绝对差分

滤波效果不佳，而且可能造成图像模糊

[2~6]

。在滤波过程中，为

和方法对像素点进行分类。在噪声去除阶段，采用一种距离相

了保护图像的细节信息，有学者提出先对图像中的像素点进行

关的模糊转换加权均值滤波方法滤除噪声。这两种方法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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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都较高，但是像素点分类和噪声滤除效果的适应性不强，

融合多级分类和自适应模糊滤波的椒盐噪声滤除方法，实现流

对于 X 光图像等灰度层次不丰富的图像噪声滤除效果欠佳。为

程如图 2 所示。该方法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对图像中的

提高像素分类正确率，文献[9]提取了图像的预测误差、核均值

各个像素点进行分类，判别像素点是真实信号还是椒盐噪声。

等多个特征，并采用支持向量机方法进行学习和分类，可以实

在分类时，本文综合考虑运算效率和分类性能两个方面的问题，

现像素点的精确分类。针对不同类别的像素点，设计了自适应

先结合椒盐噪声和真实信号的明显差异进行一次快速的粗分类，

的滤波方法，可以有效去除椒盐噪声。文献[10]提出了一种基于

粗分类阶段将像素点分为三类：椒盐噪声、信号和可疑噪声。

支持向量机椒盐噪声去除方法，通过分类运算识别噪声像素，

对于属性为可疑噪声的像素点，再提取区域内的直方图分布特

通过回归运算滤除噪声。这两种方法在像素点分类方面性能提

征，设计 BP 神经网络分类器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将图像中的

高明显，滤波效果也有较大提高，但运算效率偏低。

所有像素点分为两类：即信号和椒盐噪声。接着，设计一种自

为了兼顾滤波效果和运算效率，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像素

适应的模糊滤波方法，针对不同类别的像素点进行不同的滤波

点多级分类和自适应模糊滤波的椒盐噪声滤除方法。该方法的

处理，目标是在滤除椒盐噪声的同时尽可能保持图像较高的信

主要创新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像素点多级分类阶段，为了提

噪比，避免造成图像模糊。

高运算效率，本文设计了一种快速的一级粗分类步骤，结合先
验知识区分明显的椒盐噪声和信号，对于不易区分的可疑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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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机器学习方法进行精确分类，提高分类正确率；二是在自
适应模糊滤波阶段，通过三种模糊集合的模糊隶属度加权求和，
自适应恢复像素点亮度，滤波效果好。

1

椒盐噪声模型
椒盐噪声模型是由两个固定的脉冲模型构成的，一类脉冲

噪声的值很大，在 256 级灰度图像中脉冲噪声的灰度值达到最

(a)原始图像

(b)添加 10%椒盐噪声

(c)添加 20%椒盐噪声

(d)添加 30%椒盐噪声

(e)添加 40%椒盐噪声

(f)添加 50%椒盐噪声

大值 255，通常称此类噪声为“盐”噪声；另一类脉冲噪声的值很
小，在 256 级灰度图像中脉冲噪声的灰度值达到最小值 0，通
常称此类噪声为“胡椒”噪声。令 p1 表示在图像中“胡椒”噪声的
出现概率， p2 表示在图像中“盐”噪声的出现概率，那么图像中
椒盐噪声的出现概率为 p1  p2 。在椒盐噪声模型中，用“l”表示
“胡椒”噪声，因为其值最低（如 l = 0），用“h”表示“盐”噪声，
所以其值最高（如 h = 255）。令 xi 表示受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
中的第 i 个像素的灰度值，那么椒盐噪声模型[9]可以表示为
l , 概率为p1

xi  h , 概率为p2
 x , 概率为p
3
 i

(1)

其中： p3  1  p1  p2 ， xi 是像素点的真实像素值，也即受椒盐
噪声污染之前的像素值。
图 1 为图像受椒盐噪声污染的示例。其中，图 1(a)为原始
的胸部 X 光图像，(b)为原始图像受 10%噪声污染的图像，(c)
为原始图像受 20%噪声污染的图像，(d)为原始图像受 30%噪声
污染的图像，(e)为原始图像受 40%噪声污染的图像，(f)为原始
图像受 50%噪声污染的图像。可见，椒盐噪声在图像中以黑色

图1

受不同程度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

2.2 像素点多级分类

或白色杂点的形式出现，当噪声污染程度较小时，可以看到图

区分图像中的真实信号和椒盐噪声，有助于有针对性地设

像中大部分像素点的真实灰度值得以保留；但当噪声污染程度

计自适应的滤波方式，保护真实信号的亮度分布不被破坏。因

较大时，图像中大部分像素的真实亮度被椒盐噪声填充。

此，在滤除图像中的椒盐噪声之前，本文先对图像中的所有像

2

本文方法

2.1 算法框架
为了滤除椒盐噪声，增强 X 光图像质量，本文设计了一种

素点进行分类，辨别每一个像素点的属性（即信号还是椒盐噪
声）。在像素点分类方面，基于学习的方式通常可以取得较高的
分类准确度，但时运算效率一般较低。本文为了兼顾像素点分
类正确率和运算效率，设计了一种多级分类策略。首先依据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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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盐噪声污染图像的特性设计一级快速的粗分类步骤，区分明

其中：R{xi } 表示第 i 个像素点的周围邻域像素点的亮度值集合，

显为信号或者椒盐噪声的像素点。然后针对余下那些不易区分

本文采用 8 邻域方式，也即 R{xi } 表示第 i 个像素点的周围 8 邻

的像素点，采用 BP 神经网络分类器进行精确分类。具体描述

域内的 8 像素点的亮度值。

如下。

这样，一级粗分类通过简单的统计运算将像素点的类别分
为三类：信号、椒盐噪声和可疑噪声。对于可疑噪声，其类别
输入图像

属性还不明确，本文在二级细分类步骤中进行最终划分。
（2）二级细分类

一级粗分类

对于可疑噪声，本文采用机器学习方法进行细分类。首先，
提取可疑噪声周围邻域像素点的亮度分布直方图，表示为
信号

可疑噪声

椒盐噪声

H  xi  
二级细分类

nj
n

, j  0,1,

,255

(3)

其中：n 表示第 i 个可疑噪声周围邻域 R{xi } 的像素点总数， n j
信号

表示 R{xi } 中灰度值为 j 的像素点的数量。本文将该直方图作为

椒盐噪声

第 i 个可疑噪声点的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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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其送入已经训练好的 BP 神经网络分类器进行特
自适应模糊滤波

征分类，输出像素点属性的分类结果。BP 神经网络分类器是一
种常用的分类器，本文使用三层 BP 神经网络分类器[11]，输出
结果只有两种：0 和 1。0 表示信号，1 表示椒盐噪声。BP 神经

输出复原图像

图2

网络分类器可以通过大量样本训练得到，本文采用的训练方法

实现流程

是：
Step1：选择 10 幅没有污染的 X 光图像，分别对其添加 10%、

（1）一级粗分类
对于受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而言，通常存在以下特性：
第一，图像中只有部分像素点受到污染，而其他像素点的
亮度保持不变；

20%、30%、40%和 50%五种程度的椒盐噪声；
Step2：采用前述的一级粗分类方法将图像中的像素点分为
三类，并只保留属性为可疑噪声的像素点；

第二，椒盐噪声的亮度值处于图像中整体亮度值的两端，
也即，要么最大，要么最小。

亮度分布直方图特征。这里，不统计边界像素点特征。
Step4：对于属性为可疑噪声的像素点，比较该像素点亮度

基于这两个特性，本文设计的一级粗分类步骤为：
Step1：遍历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点，统计图像中像素点亮
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记为 h 和 l，有

l  min  xi 

i

h

max
 xi 

i

Step3：对于属性为可疑噪声的像素点，提取邻域 R{xi } 的

与原图（也即未受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对应像素点的亮度是
否相同，如果相同，则标记该像素点的特征向量的标签为 0，
否则标记该像素点的特征向量的标签为 1。

(1)

Step5：将特征向量和对应的标签送入三层 BP 神经网络，
学习神经网络的参数，构建 BP 神经网络分类器。

其中， xi 表示受污染图像中的第 i 个像素点的亮度值。

2.3 自适应模糊滤波

Step2：再次遍历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点，记 c( xi ) 表示第 i

前面对图像中的像素点进行了分类，对于分类为信号的像

个像素点的属性，c( xi )=0 表示第 i 个像素点为信号，c( xi )=1 表

素点，其亮度值在滤波后不变。对于分类为椒盐噪声的像素点，

示第 i 个像素点为椒盐噪声， c( xi )=2 表示第 i 个像素点为可疑

其亮度值采用自适应模糊滤波方法复原。下面详细介绍自适应

噪声。这里，粗分类可以细分为两个步骤：

模糊滤波方法的实现过程。

Step2-1：如果当前像素点的亮度值不等于 h 或 l，则判定

首先，构建三个模糊集合：Dk、Md 和 Br。其中，Dk 是针
对偏暗像素的模糊集合，Br 是对偏亮像素的模糊集合，而 Md

该像素点为信号。
Step2-2：如果当前像素点不是信号点，则统计其邻域像素
点的亮度值，如果其邻域像素点的亮度值都不等于当前像素点
的亮度值，则判定该像素点为椒盐噪声。
上述两个子步骤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0 , xi  h且xi  l

c  xi   1 ，xi  R  xi 

2 , 其他

(2)

是对中间亮度像素的模糊集合，具体地，



hl
Dk   xi l  xi 

3 



 h  l
2  h  l  

 xi 
Md   xi

3
3 



Br   x 2  h  l   x  h 
 i

i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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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三个模糊集合分别创建模糊隶属度函数。本文采用
钟形隶属度函数，定义为

五年性能相对较优的椒盐噪声滤波方法，见文献[7~10]。

  x b
j
m j  xi   1   i
  a j






2

实验 1

1


 , xi  R  xi  , j  Dk,Md,Br (5)



像素点分类正确率对比

对比文献所述方法和本文方法在对受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
进行滤波之前，都需要先对像素点的属性进行分类。像素点分

其中： a j 和 b j 为第 j 个模糊集合的参数，可以依据受污染图像

类的正确率越高，则后续滤波的性能越好。因此，先对不同方

（包括非噪声像素点和噪声像素点）的直方图和噪声像素值来

法的像素点分类正确率进行评价。为了评价不同方法的鲁棒性，

计算。记 H {xi } 表示受污染图像的直方图，H {xi } 表示图像中噪

本文选择受不同程度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进行实验。如图 1 所

声像素灰度值分布的直方图，那么模糊直方图可以表示为

示，选择五幅受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污染程度分别为 10%、

H  xi  

H  xi   H  xi 

20%、30%、40%和 50%。并对这五幅图像中各个像素点的属性
(6)

  H  x   H  x 
255

i

xi  0

i

p j  xi  

进行标记，方法是：对受污染图像中的任一像素点，比较该像
素点亮度与原图（也即未受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对应像素点

概率密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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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峰值信噪比（PSNR）和滤波耗时。参与对比的方法是近

的亮度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标记该像素点的属性为信号，

H  xi 

 H x 

否则标记该像素点的属性为椒盐噪声。然后，采用本文方法与

, j  Dk,Md,Br

i

xi  j

(7)

四种对比方法分别对五幅图像进行像素点分类，测试像素点分
类正确率，也即属性分类正确的信号点和噪声点总数与图像中

于是，第 j 个模糊集合的参数可以表示为

像素点总数的比值，统计结果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见，本文


 H  xi 

xi  j
a

j

 H  xi  , j  Dk,Md,Br

xi  0,255

b j   xi p j  xi 
xi  j


方法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图像都能得到最高的像素点分类正确率
指标，文献[9]所述方法次之。该方法使用的是多特征融合与支
(8)

持向量机分类器的方法进行像素点分类，其中多特征融合运算
复杂度较高，而且没有像本文这样采用快速的一级粗分类步骤，
运算效率偏低，这将在下一个实验中对比测试。文献[10]所述方

在滤波过程中，将每一个输入像素的灰度值视为一个模糊

法尽管也用到了机器学习方法进行分类，但该分类器对小样本

变量，分别计算该模糊变量对三个模糊集合的隶属度值。输入

的学习能力偏多，当图像受椒盐噪声污染程度超过 30%之后，

像素的隶属度可以归一化为

像素点分类正确率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文献[7]和[8]方法的像素



xi Rxi 

w j  xi  



xi Rxi 

点分类正确率明显偏低，尤其是受椒盐噪声污染程度较大时。

xi

m j  xi 

, j  Dk,Md,Br

(9)

这是因为此类方法没有采用学习的方式，而设计的经验规则适
应能力不强。

对像素点邻域的灰度值进行模糊加权求和，可以表示为

sj 



xi Rxi 

wj  xi  xi , j  Dk,Md,Br

(10)

对像素点邻域内信号像素点的灰度值求平均，得

xi 

 x
 1  c  x 
i

xi R xi , c  xi   0

xi R xi 

(11)

i

那么，采用自适应模糊滤波复原的像素点灰度值可以表示
为

xi  s j , j  arg min

j  Dk,Md,Br

s

j

 xi



(12)

这样，采用自适应滤波算法，可以根据像素点邻域直方图

图3

的灰度分布自适应求解最优的复原结果。

3

实验与分析
本文的实验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评价算法性能。一是对比不

实验 2

像素点分类正确率对比

峰值信噪比和滤波耗时对比

峰值信噪比（PSNR）是反映图像中噪声强度的重要指标，
峰值信噪比越大，说明图像受噪声污染的程度越小，图像质量

同方法对受不同程度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的像素点分类正确率；

越好。图 4 给出了上述五种方法对受不同程度椒盐噪声污染的

二是对比不同方法对受不同程度椒盐噪声污染的图像进行复原

图像进行滤波之后图像的 PSNR 对比情况。由图 4 可见，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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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图像都能得到最高的 PSNR 指标，文献

由图 5 可见，主观上评价，本文方法以及文献[9]和[10]所

[9]所述方法次之，文献[10]所述方法的 PSNR 指标也较好，但

述方法的滤波之后椒盐噪声去除明显，滤波效果明显优于文献

文献[7]和[8]所述方法的 PSNR 指标随着椒盐噪声污染程度的

[7]和[8]所述方法的滤波效果。仔细对比，可以发现本文方法的

增大下降明显。这说明本文方法对受不同程度椒盐噪声污染的

滤波结果中残余的椒盐噪声最少，说明本文方法的滤波效果最

图像的滤波效果最好，而且鲁棒性强。

优。
滤波耗时反映了算法的运算效率，本文在 Intel I7 CPU、16
GB 内存的计算机上进行仿真实验，对比不同方法的滤波耗时。
表 1 给出了对比结果。其中，滤波耗时是指上述五幅图像滤波
的平均耗时。由表 1 可见，本文方法的滤波耗时最少，文献[9]
所述方法的滤波耗时最长。其原因从理论上分析如下：
首先，文献[9]和[10]所述方法与本文方法一样都采用了像
素点分类步骤。但是本文方法在像素点分类阶段采用多级分类
策略，而且第一级分类采用简单的统计运算进行分类，运算效
率非常高，而且第一级分类可以区分大部分像素点属性，因此

chinaXiv:201805.00255v1

总体而言本文方法在像素点分类阶段所耗时的时间明显下降，
整体滤波耗时也得以降低。
图4

峰值信噪比对比

为了更直观地对比不同方法的性能，下面对比不同方法的

其次，本文在滤波阶段采用自适应模糊滤波方法，一次滤
波就可以得到最终结果。而文献[7]和[8]所述方法需要通过多次
迭代才能得到滤波结果，滤波耗时理论上高于本文方法。

图像滤波结果。限于篇幅，仅给出了五种方法对椒盐噪声污染
程度为 50%的 X 光图像的滤波效果，如图 5 所示。其中，图 5(a)

因此，总体而言，本文方法的平均滤波耗时最少，说明本
文方法的运算效率最高。

为受污染图像，(b~f)分别为文献[7~10]和本文方法的滤波结果。

(a)添加 50%椒盐噪声

表1

滤波耗时对比

方法

平均耗时/ms

文献[7]方法

17

文献[8]方法

13

文献[9]方法

37

文献[10]方法

29

本文方法

11

(b)文献[7]方法滤波结果

4

结束语
椒盐噪声是图像采集过程时经常会遇到的一种噪声，尤其

是在 X 光成像过程中，椒盐噪声对图像的质量影响较大。本文
提出了一种融合多级分类和自适应模糊滤波的椒盐噪声滤除方
法，可以有效去除图像中的椒盐噪声，而且对受不同程度椒盐
噪声污染的图像的适应能力强。另外，本文方法的运算效率高，
(c)文献[8]方法滤波结果

(d)文献[9]方法滤波结果

可以实时进行图像的滤波处理，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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