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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波消噪方法的核心问题是阈值的选择及确定。依据样本熵的特性，将样本熵与小波分析方法耦合起来，提
出了一种自适应确定阈值的小波消噪分析方法。该方法计算了不同阈值对应噪声序列的样本熵值，得到阈值与样
本熵值之间的关系曲线，当样本熵值达到最大时，此时阈值为所求阈值。通过算例加以验证分析，结果表明，自适
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能较好地实现水文序列的信噪分离，其消噪结果符合序列本身的特性及评价指标的要求，这
为合理确定阈值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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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序列是水文现象的综合表现，用于表征和描述水文现象的变化过程［１］。但水文现象受到多重因素
的综合影响，含有系统噪声和测量噪声［２］。噪声的存在使得水文序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降低，成为水文不
确定性的来源之一［３］，不利于序列真实变化特性的提取与分析［４７］，也不利于序列的模拟预测［８１２］。因此，
对水文序列进行消噪处理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高序列分析成果的可靠性与精度。

对时间序列消噪的方法有很多，大致可分为３类：①根据现象发生的物理机制建立精确的模型计算其
真实值，将观测值与计算值的差值作为噪声予以消除，而水文过程是复杂不确定的，其物理演化机制难以准
确获知，计算结果对其过程的近似描述，与实际情况相比存在偏差［６］。②采用非线性模型（随机水文模型
与混沌动力学模型等）拟合时间序列，将模型预测结果与实测值的差值作为噪声，对于实际的水文过程而
言，这类模型是一种近似描述，无法体现出水文过程的真实情况，所得噪声也存在偏差［４］。③基于功率谱
分析方法区分噪声和信号，传统的方法有维纳滤波和卡尔曼滤波等，但维纳滤波仅能较好地适用于线性系
统，严格依赖于状态空间函数的建立，而水文系统是非线性的且难以建立合适的状态空间模型［１３］；傅里叶
变换虽无须建模，但仅适用于平稳序列的消噪［１３］，具有复杂特性的水文序列难以满足此条件，可见，该类
方法难以适用于水文序列。

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小波分析方法是时间序列多尺度分析的有效方法，可通过小波函数将水文序列分解
成低频和高频部分，选定合适的阈值将高频信号中的噪声去除，可实现信噪分离，在水文序列得到较为广泛的
应用，有效地提高了序列的分析或预报结果的精度［２，５，９１２］。但现有几种确定阈值的方法（如：固定阈值法、史坦
无偏风险阈值法和极大极小原理阈值法等）各有优缺点，均带有一定的猜测性，所得噪声序列自相关性较好，
不符合噪声的特性［６］。可见，阈值的选取和量化直接关系到信号消噪的质量［１３］。针对此问题，一些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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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阈值选择予以改进，如文献［５］结合最大熵的方法和信息量系数来确定阈值，避免了阈值选择的随意性，为阈
值的确定提了供新的方法和思路，但据文献［２］所述，水文序列存在两种噪声，用某一种具体分布（如：正态或
ＰⅢ型分布等）来描述，可能与噪声特性不相符合，难以反映水文序列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鉴于以上分析，水文系统由于其特殊性，上述方法确定的阈值均难以适用于水文序列，本文依据样本熵
的特性，将样本熵与小波分析方法耦合起来，提出了自适应确定阈值的小波消噪方法，实现水文序列的信噪
分离，并通过模拟和实测序列加以验证，探讨该方法确定阈值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１　 基于样本熵理论的自适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
１ １　 样本熵理论及特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Ｐｉｎｃｕｓ［１４］从衡量非线性时间序列复杂性的角度提出了近似熵的概念，在时间序列复杂
性测度中所需数据较短，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并将其成功应用于生物时间序列的复杂性研究，但该方法
存在矢量自身匹配计入统计量而导致其计算结果产生偏差的缺陷。为克服近似熵计算中存在的缺陷，Ｒｉｃｈ
ｍａｎ和Ｍｏｏｒｍａｎ沿袭了Ｇｒａｓｓｂｅｒｇｅｒ的研究发展了一种有别于近似熵的不计数自身匹配的统计量———样本熵，
其具体算法过程见文献［１５］。样本熵与近似熵的物理意义相同，具备相对一致性，但比近似熵更符合理
论性。

在实际应用中，样本熵不依赖于序列的长度，仅需较短的数据就能得出稳健的估计值，具有较好的抗干
扰的能力，也可以用于由随机成分和确定性成分组成的混合信号，并且分析效果优于简单的统计参数（如均
值、方差、标准差等）［１５１６］。当序列越为复杂，其样本熵值就越大，序列的自我相似性就越低；相反序列的
自我相似性越高，则样本熵值越小。本文根据样本熵此特性，用于分析噪声，当噪声序列的样本熵达到最大
值时，其自我相似性就越低，这符合噪声的特性，进而确定较为合理的消噪阈值。
１ ２　 自适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

一般而言，有用信号通常表现为低频信号或是一些较平稳的信号，而噪声主要表现在各分辨尺度对应的
高频成分［１３］。对于水文序列而言，有用信号是序列的确定性成分，而噪声主要表现为序列的随机成分［６］。
水文序列的不同成分在小波变换后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有用信号的小波变换模极大值随尺度的增大而增大，
在时域上分布也是不均匀的，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几个频率值上，表现为序列的周期或趋势；噪声成分的小波
变换系数与有用信号相反，其极大值随尺度的增加而减小，且大致按２ － １ ／ ２倍的速率快速衰减，在时域上的
分布均匀密集，能量比较分散均匀［１３］。根据水文序列不同成分在小波变换后表现出的不同特性，对小波分
解序列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序列加以重构，就可实现信噪分离。可见，小波消噪方法的核心是阈值的选择
及量化，直接关系到消噪结果的优劣。
１ ２ １　 自适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的实现

本文依据样本熵的特性，将样本熵与小波消噪方法耦合起来，提出了自适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具体实
现过程如下：

（１）选用合适的小波函数（可根据经验或试错法予以选择）并确定其分解的层次，对模拟或实测水文序
列（简称原序列）进行小波分解，得到各个尺度下的小波系数；

（２）给定第一层小波系数较小的初始阈值，其它层阈值按照２ － １ ／ ２倍［１３］的速率递减；
（３）采用软阈值方法对１ ～ Ｎ层的高频系数进行处理，得到消噪后的高频成分；
（４）将第Ｎ层的低频系数和消噪处理后的１ ～Ｎ层的高频系数进行重构，得到消噪后的序列，简称消噪序列；
（５）计算消噪序列与原序列之间的差值，所得结果即为噪声序列，并计算其样本熵值；
（６）逐步调整第一层阈值，然后确定其它层的阈值，重复步骤（３）～（５），得到阈值与样本熵值之间的

关系曲线；
（７）随着阈值的增加，噪声序列的样本熵值应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过程，当样本熵值最大时，该

时的阈值即所求阈值，其原因是随着阈值的增加，水文序列的噪声会逐步消除，其样本熵值逐步增加，当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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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熵值达到最大，说明该序列噪声全部得到消除，此时噪声序列的特性最为复杂，此后，随着阈值增加，部
分确定性成分也被消除，噪声序列的样本熵值将会减小；

（８）根据以上方法确定的阈值对序列进行消噪处理，得到消噪序列，即可实现水文序列的信噪分离。
１ ２ ２　 消噪结果评价

根据以上方法对水文序列进行消噪处理，统计消噪序列和噪声序列的均值（ｘ）、方差（σ）、偏态系数
（Ｃ Ｓ）及一阶自相关系数（ｒ１），采用文献［５］提出的指标对消噪结果进行评价，分析消噪结果的合理性。指标
内容如下：

（１）原序列与消噪序列的ｘ相差不应过大，且噪声成分的ｘ为原序列与消噪序列之间的差值；
（２）相对于原序列而言，消除噪声成分的干扰，消噪序列的σ应有所减小；
（３）消噪序列与原序列的Ｃ Ｓ 应接近；
（４）消噪序列的ｒ１ 相比于原序列应有所增加，噪声无相关性，其一阶自相关系数应接近于０。
由以上指标分析可见，相对于原序列而言，消噪序列的Ｃ Ｓ ／ ＣＶ 会有所增加。同时，本文也计算了原序

列和消噪序列间的互相关系数，其值大小应接近于１，主要原因是消噪前后序列仍然保持原有的特性，故两
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大。

２　 实例验证
２ １　 模拟序列

为探讨基于样本熵的自适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本文采用模拟序列（原序列）加以验证，序列长
度为１００年，由真值序列和噪声序列耦合而成。其中真值序列是由确定性的趋势、周期及跳跃成分组成，均
为已知成分，趋势采用线性趋势，周期项由三角周期函数叠加而成，周期分别为５年、７年和１１年，跳跃
是指均值发生突然减小，跳跃值为－ １００，发生的时段为７０ ～ １００年。噪声序列采用蒙特卡罗方法生成，由
正态分布和偏态分布耦合而成，其中偏态分布本文选用ＰⅢ分布。正态分布的均值为０，均方差为１０，ＰⅢ
分布的均值为０，均方差为１０，偏态系数为１ ０。

选用“ｄｂ５”小波函数，对序列进行三层离散小波变换，按照前文所述的自适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对模
拟序列进行消噪处理，图１为随着第一层阈值增加噪声序列的样本熵值的变化曲线。可见，当阈值增加到
５１时，此时噪声序列的样本熵值达到最大，其它层阈值按照２ － １ ／ ２倍的速率递减。按照此阈值对模拟序列进
行消噪处理，图２为模拟序列消噪结果图。

图１　 样本熵值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ｖａｌｕｅ

图２　 模拟序列及其小波消噪结果
Ｆｉｇ 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ｎｏ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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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噪结果进行分析，表１统计了原序列、消噪序列和噪声序列的ｘ、σ、Ｃ Ｓ 及ｒ１。同时，本文也计算
了原序列与消噪序列之间的互相关系数，其值大小为０ ９５。

表１　 原序列、消噪序列及噪声序列的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ｄａｔａ

特征值 ｘ σ ＣＳ ｒ１
原序列 ２３９ ５９ ９２ ４１ １ ０８ ０ ４３
消噪序列 ２３９ ９８ ７３ ４６ １ ０７ ０ ５９
噪声序列 － ０ ３９ ３２ １９ ０ ０７ － ０ ０７　

由表１中计算的特征值以及图１和图２，
对自适应小波消噪方法模拟序列消噪结果进行
评价，具体分析如下：

（１）根据表１中序列的特征值，原序列
的均值为２３９ ５９，消噪序列的均值为２３９ ９８，
两者相差很小，且差值等于噪声序列均值；消
噪序列的均方差为７３ ４６，小于原序列的９２ ４１，说明序列的复杂度变小；原序列和消噪序列的偏态系数分
别为１ ０８和１ ０７，两者较接近，表明序列仍然保持原有的偏态特性；原序列的一阶自相关系数为０ ４３，消
噪序列为０ ５９，有所增加，噪声序列的一阶自相关系数为－ ０ ０７，接近于０，由以上分析可见，消噪结果符
合文献［５］所述评价指标。

（２）原序列与消噪序列之间的互相关系数，其值大小为０ ９５，这说明消噪前后序列仍然保持其原有
特征。

（３）由图１可见，随着第一层阈值（其它层阈值按照２ － １ ／ ２倍的速率递减）增加，噪声序列的样本熵值呈
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当阈值等于５１时，样本熵值达到最大，采用此值对序列进行消噪，所得噪声序列
最为复杂，符合噪声序列的样本熵特性，也符合噪声本身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自适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阈值的选择合理有效，能够对序列进行消噪处理，实现信
噪分离，其消噪结果符合序列本身的特性，满足文献［５］所述的评价标准。
２ ２　 实测水文序列

为分析自适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在实测序列中的适用状况，本文采用黑河流域莺落峡和黄河流域花园口
测站年径流资料加以验证。其中鹰落峡测站是黑河流域出山口测站，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序列主要体现出
气候的变化，特性相对单一，称为实例一。花园口测站是黄河流域中游的测站，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序
列特性更为复杂，称为实例二。
２ ２ １　 实例一

选用黑河流域出口断面莺落峡测站的年径流资料加以验证，序列长度为５７年，时间从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０６
年。选用“ｄｂ５”小波函数，对序列进行三层离散小波变换，按照前文所述自适应小波消噪方法对序列进行

表２　 莺落峡测站原序列、消噪序列及噪声序列的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Ｙｉｎｇｌｕｏｘｉａ ｓｔａｔｉｏｎ

特征值 ｘ ／亿ｍ３ σ ＣＳ ｒ１
原序列 １５． ７６ ２． ６１ ０． ６４ ０． １１
消噪序列 １５． ７５ １． ６８ ０． ６５ ０． ４１
噪声序列 ０． ０１ １． ３２ ０． １６ － ０． ２２　

消噪处理。表２统计了原序列、消噪序列和噪
声序列的ｘ、σ、Ｃ Ｓ 及ｒ１。同时本文也计算了
莺落峡测站原序列和消噪序列之间的互相关系
数，其值大小为０ ９０。图３为随着第一层阈
值的变化，噪声序列样本熵值的变化曲线，图
４为莺落峡测站年径流序列消噪结果图。

２ ２ ２　 实例二
选用黄河流域花园口测站年径流序列加以验证，序列长度为５４年（１９５０ ～ ２００３年）。采用“ｓｙｍ６”小波

函数，对序列进行三层离散小波变换，按照前文所述自适应小波消噪方法对序列进行消噪处理，并统计了原
序列、消噪序列和噪声序列的ｘ、σ、Ｃ Ｓ 及ｒ１，具体结果见表３。同时本文也计算了花园口测站原序列和消
噪序列之间的互相关系数，其值大小为０ ９５。图５为随着第一层阈值的变化，噪声序列样本熵值的变化曲
线，图６为花园口测站年径流序列消噪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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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样本熵值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ｖａｌｕｅ

图４　 莺落峡测站年径流序列及其小波消噪序列
Ｆｉｇ 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ｄａ

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ｔ Ｙｉｎｇｌｕｏｘｉａ ｓｔａｔｉｏｎ

表３　 花园口测站原序列、消噪序列及噪声序列的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ｄａｔａ ａｔ Ｈｕａｙｕａｎｋ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特征值 ｘ ／亿ｍ３ σ ＣＳ ｒ１
原序列 ３９２ ９１ １５０ ２７ ０ ６４ ０ ５０
消噪序列 ３９３ ０９ １２５ ２４ ０ ６４ ０ ７３
噪声序列 　 ０ １８ ５０ ５０ － ０ ２３　 － ０ ２３　

图５　 样本熵值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５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ｖａｌｕｅ

图６　 花园口测站年径流序列消噪分离结果
Ｆｉｇ ６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ｔ Ｈｕａｙｕａｎｋ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２ ２ ３　 结果分析
采用黑河流域莺落峡测站和黄河流域花园口测站的年径流序列对自适应小波消噪分析方法进行验证，表

２和表３分别统计了两实测序列消噪前后的特征值，图３和图５分别为随着第一层阈值的变化，噪声序列样
本熵值的变化曲线，图４和图６分别为两测站年径流序列消噪分离结果。根据以上图和表分析自适应小波消
噪方法在实际中应用状况，具体分析如下：

（１）根据表２和表３中数据，按照文献［５］所提出的评价指标，对两测站年径流序列消噪前后序列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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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Ｃ Ｓ 及ｒ１ 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其特征值变化情况均符合指标评价标准。
（２）两实测序列消噪前后序列之间的互相关系数分别为０ ９０和０ ９５，均接近于１，这说明消噪前后序

列仍然保持其原有的特性。
（３）由图３和图５可见，随着第一层阈值（其它层阈值按照２ － １ ／ ２倍的速率递减）增加，噪声序列的样本

熵值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莺落峡和花园口测站的第一层阈值分别等于１ ９９和７４时，噪声序列的样本
熵值达到最大，采用此值对序列进行消噪，其它层阈值按照２ － １ ／ ２倍的速率递减，所得噪声序列最为复杂，
符合噪声本身的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自适应小波消噪方法阈值选择合理有效，能够较好地实现水文序列的信噪分离，其消噪
结果符合序列本身的特性，满足文献［５］所提出的评价指标。

３　 结　 　 论
根据样本熵的特性，将样本熵与小波分析方法耦合起来，提出了一种自适应确定阈值的小波消噪分析方

法，实现了水文序列的信噪分离，减小了因噪声而引起的不确定性，有效地提高水文数据分析的可靠性和准
确性。通过算例验证，其消噪结果符合序列本身的特征和评价指标，表现出较好的适用性。另外，该方法相
对于最大熵原理而言，不需事先确定噪声序列的分布，仅根据噪声序列本身样本熵特性，进而确定合理有效
的小波消噪阈值，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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