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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波包阈值法的脉冲星信号去噪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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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波变换去噪只对信号的低频部分进行分解和处理，忽略了信号的高频部分的分解与处理，无法对
信号的整个频段信息的有效提取，进而影响脉冲星信号去噪的效果。鉴于此，本文提出利用小波包阈值法
对脉冲信号进行分析，针对小波包分解后的系数选用不同的阈值函数处理。实验结果表明，使用该方法进
行脉冲星信号的去噪效果得到了提高，其中脉冲星信号的信噪比、峰值信噪与平滑度指标都有相应的得到
了改善，为脉冲信号的去噪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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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脉冲星观测研究利器 FAST 在贵州平塘落成，自此我国开始了依靠国内设备发现
脉冲星的零突破。脉冲星是宇宙中的一类奇妙天体，是验证强引力场、强磁场和高密度等极
[1]
端物理环境下物理规律的“天然实验室” 。作为脉冲星研究的利器，FAST 采用 19 波束多
波束接收机系统每天 8 小时对天区进行大规模巡天搜素，搜寻并接收脉冲星发出的电磁波脉
冲信号，依据电磁脉冲信号确定天区中是否存在脉冲星。众所周知，处在遥远星空中的脉冲
星距地球约 3000~ 55000 光年，脉冲星发出的脉冲信号到达地球且成功被专用仪器接收的信
[2,3]
号能量十分微弱，整个脉冲信号淹没在极强的噪声中 。因此，脉冲星信号的去噪在整个
脉冲星信号的检测和发现中显得至关重要。
小波变换作为一种多分辨分析方法能够同时在时域和频域上对信号进行分析，由于其具
有时域局部化和多分辨特性而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数学显微镜”，非常适合处理非平稳信号
[4]
[5]
。脉冲星信号是一种典型的非平稳信号，朱晓明 等人提出小波分析运用到脉冲星信号去
噪。他们认为小波分析可以更好的对非平稳信号进行消噪处理，因而小波变换替代了传统的
傅里叶变换，在脉冲星信号的处理上大显身手。此后研究者们对小波变换去除脉冲星信号噪
[6]
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阎迪 等人探索了极大极小原理、Stein 无偏似然原理的脉冲星降噪
[7]
方法；柯熙政 等人尝试了改进阈值函数以提高脉冲星信号去噪效果，提出了软硬折中阈值
函数、指数型阈值函数处理脉冲星小波分解系数，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小波变换既能够较好的去除信号的噪声，又能较好的保持原有信号的数据，是处理信号
的相对理想的工具。但小波变换主要是针对低频段信息的提取和分析，对于信号的高频段信
息则经常忽略掉，这对于整个信号分析的精确度产生较大的影响。小波变换去噪是在小波函
数中选择一种合适的信号处理基函数，利用小波基函数进行小波分解，根据不同阈值函数的
处理结果进行对信号的重构，从而达到小波变换去噪。小波变换去噪在小波基函数的选择和
[8]
阈值函数选择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去噪效果，使得小波去噪效果存在了一定的随机性 。
随着小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小波包分析逐步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小波包分析是小波
分解的一般化，具有更好的信号去噪能力，既能够像小波分析一样对信号的低频部分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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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能够对信号的高频部分进行分解，能更好地提取各频段的有用信息。小波包理去噪方
[9]
法在图像、地震信号、心电信号、海波信号等领域不断应用，刘秀平等 开始尝试将小波包
滤波方法与 X 射线脉冲星脉冲噪声滤除进行结合，但并没有对小波包去噪进行系统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提出将小波包阈值法应用到脉冲星信号的去噪分析中，系统分析各种阈值函数
获得的去噪效果，实验显示小波包阈值法与传统的小波变换法相比，脉冲星信号的去噪效果
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为脉冲星信号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1 小波变换与小波包变换
1.1 小波变换方法
观测信号可以看作为𝑓(𝑡)，满足：
𝑓(𝑡) = 𝑠( 𝑡 ) + 𝑛( 𝑡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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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𝑓( 𝑡 )为接收到的原始信号即含噪信号，𝑛( 𝑡 )是方差为𝜎 2 的噪声，服从𝑛(0，𝜎 2 )分布，
𝑠( 𝑡 )为需要提取的去噪后的信号。一维含噪信号𝑓(𝑡)按照小波级数展开可以得到 n 个分辨率
小波的线性组合，具体的小波变换为：
𝑗

𝑊𝑓 (𝜓𝑗,𝑘 ) = 22 ∫𝑅 𝑓𝜓(2𝑗𝑛−𝑘) 𝑑𝑥

（1-2）

其中𝑊𝑓 (𝜓𝑗,𝑘 )为𝐿2 (𝑅)中取到的小波基𝜓𝑗,𝑘 的离散小波变换，小波变换系数由上式确定。

1.2 小波包变换方法
小波包变换是小波变换的拓展，具备小波变换处理观测信号低频部分的能力，同时能够
较好的分解观测信号的高频部分，收集观测信号各个频段的有用信息，进而提高去噪精度。
具体的小波包变换为：
𝜑(𝑥) = √2 ∑𝑛∈𝑍 𝑛 𝜑(2𝑥 − 𝑛)
{
（1-3）
𝜓(𝑥) = √2 ∑𝑛∈𝑍 g𝑛 𝜑(2𝑥 − 𝑛)
其中𝜑(𝑥)和𝜓(𝑥)分别为信号在L2 (𝑅)上多分辨分析中的尺度函数和小波函数，其中滤波器系
数为𝑛 和g𝑛 ，他们分别满足的条件为：
∑𝑛∈𝑍 𝑛 𝜑(2𝑥 − 𝑛) = 𝛿𝑘𝑙
（1-4）
∑𝑛∈𝑍 𝑛 = √2
g𝑛 = (−1)2𝑛−1

（1-5）
（1-6）

2 小波包多阈值去噪法
2.1 小波包分解与重构
小波包理论中的小波包变换具有分解与重组的性质[10]，具体小波包分解算法的数学表
达式为：
2𝑛
(𝑘) = ∑𝑙∈𝑍 𝑙−2𝑘 𝑤𝑗𝑛 (𝑙)
𝑤𝑗+1
（2-1）
2𝑛+1
𝑛
𝑤𝑗+1 (𝑘) = ∑𝑙∈𝑍 g𝑙−2𝑘 𝑤𝑗 (𝑙)
（2-2）
𝑛
2𝑛
(𝑘)
其中𝑤𝑗 (𝑘)表示在分解尺度为𝑗上的第𝑛条分叉树上的第𝑘个小波包分解系数，而𝑤𝑗+1
2𝑛+1
𝑛
和𝑤𝑗+1 (𝑘)表示𝑤𝑗 (𝑘)的两个分叉，具体相应的小波包重构算法的数学表达式为：
2𝑛
2𝑛+1
(𝑙) + ∑𝑙∈𝑍 g𝑘−2𝑙 𝑤𝑗+1
(𝑙)
𝑤𝑗𝑛 (𝑘) = ∑𝑙∈𝑍 𝑘−2𝑙 𝑤𝑗+1
（2-3）
其中𝑤为信号进过小波包分解后得到的分解系数；、𝑔为小波包分解的滤波器系数；
𝑗、𝑛为小波包分解中各分解节点的编号；𝑙、𝑘则为信号进行小波包分解所在的分解层数。

2.2 最优小波包基的确定
小波包分析处理观测信号时，对信号进行小波包分解。小波包分解与小波分解有所不同，
小波包分解是按照二叉树的形式进行分解，信号的低频和高频部分都进行相应的完全二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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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进行分解。信号分解的层数会直接影响信号的去噪效果，处理的信号在进行逐层分解
过程中必须要确定一个最优分解层数。分解层次过低会引起频段中混有有用信号，分解层次
过高时亦会使得结果有误差[11]。在小波分析去噪过程中分解层数过多会造成信号信息量的
丢失，从而导致信噪比下降，影响最终的计算效果。在小波分析的实际应用中，分解尺度一
般的取 3~5[12]，在本文的研究中取作 5 进行对比分析。
小波包变换中存在着多种小波构成的基底库，因此需要根据所处理信号的特性，结合代
价函数的评价标准进行选择。选择小波函数时需要充分考虑脉冲信号的特点，选择能够满足
给定区间的紧支性和足够的消失矩，以便能够更加有效地去除脉冲信号掺杂的噪声，提取出
真正的目标脉冲信号。为了从符合脉冲星信号特点的小波基函数中确定小波基函数，本节选
取了 SymN、CoifN、DbN、Bior 系列小波以及 Haar 小波进行了比较分析。为了便于比较分
析，本节中统一采用固定阈值规则，利用不同的小波基进行 5 层分解，分析结果如表 1、表
2、表 3、表 4 所示。其中 N 表示小波阶数、SymN、CoifN、DbN、BiorN 分别表示 Symlets、
Coiflets、Daubechies、Biorthogonal 系列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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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SymN、CoifN、DbN 系列小波基的脉冲星信号去噪后信噪比
Table 2.1 The SNR of Pulsar signal denoised by SymN, CoifN and DbN series wavelet bases
Sym N

Coif N

Db N

SNR

SNR

SNR

104.495421

93.487519

阶数 N
1
2

104.028278

122.461700

104.028278

3

113.023734

137.609002

113.023734

4

117.713573

150.993809

121.279292

5

128.273024

163.244416

128.628087

6

135.525030

174.287862

135.497251

7

142.075414

176.879722

142.056956

8

148.166205

172.385781

148.189196

9

153.963343

171.814606

154.003296

10

159.679101

172.627403

159.637559

11

161.617158

175.312769

165.295176

12

170.280179

176.374491

170.247172

13

173.439558

180.927850

172.002886

14

178.031220

177.493286

177.478973

15

176.211857

176.077450

182.380212

表 2.2 SymN、CoifN、DbN 系列小波基的脉冲星信号去噪后信噪比
Table2.2
阶数 N

The SNR of Pulsar signal denoised by SymN, CoifN and DbN series wavelet bases
Sym N

Coif N

Db N

RMSE

RMSE

RMSE

1.1590260180636194e+38

1.159937964771207e+38

1
2

1.159105137508623e+38

1.1591729484203662e+38

1.1591051375086237e+38

3

1.15902630444004e+38

1.159201733565514e+38

1.1590263044471583e+38

4

1.1591290190598036e+38

1.1591803200172715e+38

1.1593325604448439e+38

5

1.1589381807874201e+38

1.1591317586993424e+38

1.159134635851061e+38

6

1.1590973148920641e+38

1.1590666107944755e+38

1.1590291941601505e+38

7

1.159204508875512e+38

1.1590039338852231e+38

1.1591823177722796e+38

8

1.1590881427106949e+38

1.1589613392166439e+38

1.1591410945254123e+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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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589676535028293e+38

1.1589479802663968e+38

1.1590081322083972e+38

10

1.1590847694307965e+38

1.158964702074117e+38

1.1590547974489843e+38

11

1.1589516584680341e+38

1.1590042562137324e+38

1.1591076638631676e+38

12

1.1591001911149105e+38

1.1590495391531836e+38

1.1590266700820342e+38

13

1.158990764381691e+38

1.1590798965814301e+38

1.1590067783780341e+38

14

1.1590776721200966e+38

1.1590759265506637e+38

1.15905305165149e+38

15

1.1590080833152019e+38

1.159035404037832e+38

1.1590402208654303e+38

表 2.3 Bior N 系列小波基的脉冲星信号去噪后信噪比和均方根误差
Table 2.3The SNR and RMSE of Pulsar signal denoised by SymN, CoifN and DbN series wavelet bases
Bio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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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数 N

表 2.4

SNR

RMSE

1.1

93.487519

1.159937964771207e+38

1.3

92.882619

1.161230305420237e+38

1.5

92.564777

1.1621428245153362e+38

2.2

113.496536

1.1620257884498562e+38

2.4

114.275923

1.1593361263215988e+38

2.6

114.380095

1.1591729507026387e+38

2.8

114.370066

1.1592514421028786e+38

3.1

121.556228

1.4888560080440952e+38

3.3

131.610178

1.1712494267787645e+38

3.5

133.428810

1.1611795518841145e+38

3.7

133.791348

1.1596986873497866e+38

3.9

133.895611

1.1592749724774778e+38

4.4

128.219091

1.159259591601108e+38

5.5

139.266704

1.1592072048905078e+38

6.8

143.374262

1.15912528098707e+38

Haar 系列小波基的脉冲星信号去噪后信噪比和均方根误差

Table2.4 The SNR and RMSE of Pulsar signal denoised by Haar wavelet bases
Haar

阶数 N
SNR

RMSE

93.487519

1.159937964771207e+38

从以上四张表中统计的均方误根误差(RMSE)和信噪比(SNR)可以看出利用 SymN、
CoifN、DbN 、Bior N、Haar 5 种小波进行脉冲星信号去噪的整体上较好，其中 SymN 系列
小波的效果最好，CoifN 小波次之，Bior N 小波最差。此外小波基阶数不同其去噪效果也不
同，单个小波基而言，Sym5 去噪效果最好。因此本文中选取了近似对称的紧支集正交小波
Symmlet5 作为小波基函数。因此对脉冲信号进行小波包分析，分解层数为 5 次，得到最优
小波包基，也就是小波包分解的最优化树。

2.3 多阈值函数的选择
利用小波包变换处理信号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翻转”现象，也就是在信号经过高通滤波
器时会进行的一种频率交叠现象，从而导致分解的小波包系数出现频率大小顺序错位。即信
号的低频部分从小到大排列，信号的高频部分则是从大到小排列。因此在进行小波包阈值处
理之前需要先对小波包变换后的小波包系数进行排序，再根据排序好的小波包系数选取对应
的信号处理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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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包分析中常用的阈值选取准则有四种，分别为 sqtwolog（固定形式）阈值准则、
rigrsure（自适应）阈值准则、heursure（启发式）阈值准则、minimaxi（极大极小值）阈值
准则，本文采用 sqtwolog（固定形式）阈值准则对信号进行处理。对信号分解后每层的系数
选定阈值以后，需要确定对信号处理的阈值函数。常用的阈值函数有软阈值函数、硬阈值函
数。其中硬阈值函数采用的是将所有绝对值不大于阈值λ的所有元素用零取代，这样容易造
成处理后的信号不连续。硬阈值函数表达式为
̅̅̅̅̅
𝑤𝑗𝑛 = {

𝑤𝑗𝑛 ，|𝑤𝑗𝑛 | ≥ λ

（2-4）

0， |𝑤𝑗𝑛 | < λ

软阈值函数则克服了硬阈值函数的不足，有效避免信号间断的产生，具有较好的连续性。然
而在面临小波系数较大时，经过阈值函数处理以后容易造成信号的高频部分损失，进而影响
信号的重构。软阈值函数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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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𝑤𝑗𝑛 = {

sign(𝑤𝑗𝑛 )（|𝑤𝑗𝑛 | − λ） ，|𝑤𝑗𝑛 | ≥ λ
0，

|𝑤𝑗𝑛 | < λ

（2-5）

鉴于软、硬阈值函数的处理信号时都存在各自的不足，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人员提出了
软硬阈值折中法，具体的表达式为
̅̅̅̅
𝑤𝑗𝑛 = {

sign(𝑤𝑗𝑛 )（|𝑤𝑗𝑛 | − αλ） ，|𝑤𝑗𝑛 | ≥ λ
0，

|𝑤𝑗𝑛 | < λ

（2-6）

式子中的α取值范围为 0 ≤ α ≤ 1，当α取值为 0 时相当于硬阈值函数，当α取值为 1 时相当
于软阈值函数，适当的调整α的大小可以得到更好的信号去噪效果。

3 脉冲星信号去噪分析
本实验中采用的脉冲信号来源于 Parkes 脉冲星实际观测数据，该数据经过 PSESTO 去
干扰、消色散以后得到.dat 数据文件。该数据文件以二进制形式记录，采样频率为 1024Hz。

图 1 消色散后得到的信号
Fig 1 The dispersion－limited signal

图 2 消色散后得到信号的功率谱
Fig2 The power spectrum of The dispersion－limited signal

图 1 中为原始脉冲信号消色散以后得到的图形，图 2 位原始脉冲信号消色散后所得信号
的功率谱，本文实验室对目标脉冲星信号文件按照 Symmlet5 进行小波包分解，分解层数为
5 层，分别选择了小波分析的硬阈值、软阈值、软硬折中阈值函数，采用固定阈值 sqtwolog
（固定形式）阈值准则进行阈值处理。
为了更好的比较采用不同的去噪方法获得的信号去噪效果，本文参照文献[13]采用信噪
比（SNR）、峰值信噪比（PSNR）
、平滑度指标(r)作为评价指标进行比较最终产生的去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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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信噪比越大、峰值信噪比越大、平滑度指标越小则去噪效果越佳。具体公式定义如下：
（1）信噪比指的是信号和噪声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𝑚
2
2
2
𝑆𝑁𝑅 = 10 𝑙𝑜𝑔10[∑𝑚
（3-1）
𝑖=1 𝑓(𝑖) ) /(∑𝑖=1 𝑠(𝑖) − 𝑓(𝑖) )]
（2）均方根误差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1

2
𝑅𝑀𝑆𝐸 = √𝑚 ∑𝑚
𝑖=1(𝑠(𝑖) − 𝑓(𝑖))

（3-2）

（3）峰值信噪比指的是信号的最大功率和噪声功率之间的比值，用 PSNR 表示，具体公式
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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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𝑃𝑆𝑁𝑅 = 10 𝑙𝑜𝑔10[𝑚𝑎 𝑥(𝑓(𝑖)2 ) / 𝑚 ∗ (∑𝑚
𝑖=1 𝑠(𝑖) − 𝑓(𝑖) )] （3-3）

（4） 平滑度指的是去噪后信号的差分数的方差根和信号之间的差分数的方差跟之间的比
值，常用 r 表示，具体公式为：
𝑚−1
2
2
r=∑𝑚−1
（3-4）
𝑖=1 [(𝑓(𝑖 + 1) − 𝑓(𝑖)) ] / ∑𝑖=1 [(𝑠(𝑖 + 1) − 𝑠(𝑖)) ]
以上计算公式中𝑠(𝑖)表示含噪信号，𝑓(𝑖)为去噪后的信号。
以下分别为小波变换去噪法、小波包变换采用不同阈值处理法处理信号后的结果图、功
率谱图以及去噪后的各评价指标汇总表。

图 3 小波软阈值去噪后的信号
Fig3 the result of de-noised with soft threshold

图 4 小波硬阈值去噪后的信号
Fig 4 the result of de-noised with wavelet soft threshold

图 5 小波软、硬阈值折中法去噪后的信号
Fig 5 the result of de-noised with wavelet soft and hard threshold

ChinaXiv合作期刊

图 6 小波阈值法去噪后信号的功率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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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power spectrum of the result of de-noised with wavelet packet threshold method

图 7 小波包软阈值去噪后的信号
Fig7

the result of de-noised with wavelet packet soft threshold

图 8 小波包硬阈值去噪后的信号
Fig 8 the result of de-noised with wavelet packet hard threshold

图 9 小波包软、硬折中阈值去噪后的信号
Fig 9 the result of de-noised with wavelet packet soft and hard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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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小波包阈值法去噪后信号的功率谱
Fig10 power spectrum of the result of de-noised by wavelet packet threshold method
表 3.1 小波、小波包变换去噪效果表
Table 3.1 De-noised effect table of wavelet and wavelet packet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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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r

SNR

PSNR

RMSE

0.000068

128.751565

50.216641

1.1590332361351423e+38

0.000068

128.568456

50.205368

1.1590069073995974e+38

0.000068

128.574093

50.216641

1.1590332361351423e+38

0.000070

127.619843

48.308142

1.1589152710109917e+38

0.000068

128.574093

50.216641

1.1590332361351423e+38

0.000069

128.273024

49.614505

1.1589381807874201e+38

Wavelet packet soft
threshold method
Wavelet soft threshold
method
Wavelet packet hard
threshold method
Wavelet hard threshold
method
Wavelet packet soft and
hard thresholding method
Wavelet soft and hard
centring method

由表 3.1 可知采用小波包阈值法在脉冲星信号去噪方面相比于小波变换去噪能够取得相
对较好的效果，尽管小波包变换各类阈值函数处理之后，得到的均方根误差变化并不是十分
明显，但是在信噪比、峰值信噪比以及平滑度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如实验显示，采用小波
包 硬 阈 值 法 与 小 波 变 换 硬 阈 值 法 相 比 ， 其 平 滑 度 降 低 至 0.000068 、 信 噪 比 提 高 至
128.574093dB、峰值信噪比提高至 50.216641dB，小波包软阈值、软硬折中阈值法去噪在去
噪效果的评价指标上都有其相应的提升。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针对小波变换在去噪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使用小波包阈值法对脉冲星信号去噪
进行处理。小波包阈值法处理首先需要对小波包分解后的系数进行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
列，之后采用固定阈值准则求出阈值，利用常见的软阈值函数、硬阈值函数、软硬折中阈值
函数对小波包变换后的小波包系数进行处理，利用处理后的信号进行重构，从而得到去噪后
的信号。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对小波包阈值法去噪进行了相关论述，之后通过实验进行验证
了小波包阈值法去除脉冲星信号噪声的效果优于小波分解法。为了使实验结果得到量化标
准，本文采用了信号去噪效果评价指标信噪比、峰值信噪比、平滑度以及均方根差进行量化
比较不同方法去噪的效果。实验结果表明小波包阈值法去噪较小波变换有更好的取消效果。
由于目前本文只使用了 Symmlet5 小波基和固定阈值准则对选用的 Parkes 脉冲星信号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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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是否适用于其他脉冲星信号、是否其他小波基或者阈值准则也能够获得同样的去噪效
果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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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velet transform de-noising only decomposes and processes the low-frequency part
of the signal, neglects the decomposition and processing of the high-frequency part of the signal,
which can not effectively extract the whole frequency band information of the signal, thus
affecting the denoising effect of pulsar signal.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use wavelet
packet threshold method to analyze pulse signal, and selects different threshold functions to
process the coefficients after wavelet packet decomposi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noising effect of pulsar signal is improved by using this method, and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peak signal noise and smoothness index of pulsar signal are improved correspondingly,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denoising of pulsar signal.
Keywords: Wavelet packet decomposition; Threshold method; Pulsar signal; Deno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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