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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波的植物电信号降噪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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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植物电信号的降噪方法，本研究以玉米叶片电信号为材料，分析了基于小波变换模

极大值降噪、阈值降噪和空域相关性降噪三种方法在植物电信号降噪中的应用，分别通过功率谱分

析和噪声的高斯拟合对三种方法的降噪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噪声进行高斯拟合

可以在信噪比未知的情况下判断降噪效果的好坏，在基于小波的三种降噪方法中，小波阈值降噪在

植物电信号研究中是理想的降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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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电信号、化学信号、力学信号和水信号等构
成了植物的信息系统［１］。电信号能够迅速地从植

物内的一点向另一点进行长距离的信息传递［１２］，

比化学信号的传递更加迅速和有效［３］，并且能够影

响呼吸代谢、光合作用、水分吸收和气孔导度变化等

核心生理过程［４５］。一般认为，植物通过电信号（指

的是植物电信号）一方面在组织和器官中传递信息

流，另一方面直接参与控制调节以使植物对环境变

化做出特殊反应［６７］。随着植物电信号研究的深入

有可能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植物神经生物

学［８９］，同时产生出一类基于电信号评价植物状态

变化的早期预警和实时评估的检测新技术。因此，

植物电信号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植物电信号低频且微弱，其幅值在几个 ｐＶ到

几十个ｍＶ之间，频率一般不超过５Ｈｚ。处理不当
极易造成信号失真。同时，噪声干扰信号与微弱的

植物电信号占据着大致相同的频带［１０］，给植物电信

号的准确提取带来了很大难度。如何在保证有用信

号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降低植物电信号采集中的

噪声成为植物电信号研究和应用中非常重要的基础

问题。小波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为植物电

信号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１１］。经小波变换分析

的信号，不仅有较好的相位特性，且不损失信号的频

率成分，十分适用于分析处理随机微弱的植物电

信号［１２１４］。

目前，基于小波主要有三种方法［１５］，即：降噪

法、小波变换模极大值降噪、阈值降噪和空域相关性

降噪。这三种方法出发点不同，降噪效果也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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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虽然这三种方法已有广泛应用［１６１９］，但在植物

电信号降噪方面仍未见有研究报道。因此，本研究

用上述三种降噪方法对植物电信号分别进行降噪处

理，通过噪声的高斯拟合对降噪结果进行比较研究，

得出了更适于植物电信号的小波降噪方法，为植物

电信号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植物电信号采集系统
本研究以五叶期的玉米（陕农２２６号）为研究

对象。样本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提供。玉米

经大田培育后置入盆中，适应生长两天后放入接地

的法拉第笼内，温度控制在２５℃。
植物电信号的采集系统和采集方法见文献

［２０］，采集仪器是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ＢＬ－４２０Ｓ型生物机能实验系统，采样频率为２ｋＨｚ，
低通滤波频率为５００Ｈｚ，高通滤波频率为０．０５３Ｈｚ。
为了尽可能减少对植物的刺激伤害，采集电极使用

丹麦 Ａｍｂｕ公司生产的医用高灵敏度心电贴片
电极。

测量时选择健壮宽大的叶片，将电极贴于叶片

两端，两电极间距离保持在１５ｃｍ左右，参考电极接
地，将处理好的植物放入法拉第笼内，三根电极接入

生物机能试验系统，最后接入电脑，输出波形。

１．２　分析方法
通常将信噪看成加法性结合［１０］，若实测玉米电

信号为ｆ（ｔ），则：
ｆ（ｔ）＝ｓ（ｔ）＋ｎ（ｔ） （１）

其中，ｓ（ｔ）为真实的玉米电信号，ｎ（ｔ）为噪声信号。
用ｄｂ５小波对玉米电信号进行４层小波分解，得到
一组在频域上最接近原信号的正交小波基。在不同

层上使用多分辨分析得到信号不同频率的特

征［２１２２］。根据同层间的小波系数分布特性，可以得

到小波阈值降噪，根据相邻层间的小波系数分布特

性，可以得到小波模极大值降噪和小波空域相关性

降噪。

１．２．１　小波阈值降噪
有用信号的小波系数包含有信号的重要信息，

分布不均匀且幅值较大，而噪声信号则随机均匀分

布，幅值相对较弱。因此可以通过设定阈值对信号

进行筛选，小波系数小于该阈值的视为噪声信号，值

置为０，否则为信号予以保留（硬阈值）或按某一规
则向０收缩（软阈值），称为阈值法去噪。具体步
骤是［２３］：

１）选取ｄｂ５小波基，对信号分解４层，得到各尺

度的小波系数；

２）通过 Ｓｔｅｉｎ的无偏估计获得阈值，得到估计
小波系数；

３）利用估计小波系数重构信号。
１．２．２　小波变换模极大值降噪

信号的奇异性用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指数 α来描述。若
α＞０则该小波模极大值随尺度的增加而增大；若
α＜０则该小波模极大值随尺度的增加而减小。有
用信号的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指数一般大于等于 ０，噪声的
Ｌｉｐｓｃｈｉｔｚ指数一般小于０。经过ｎ层小波分解后，噪
声的模极大值点基本去除或幅值很小，该法称为小

波模极大值降噪。其具体步骤是［２４］：

１）用ｄｂ５小波对信号分解４层，求出每一层的
小波系数模极大值点Ｍｊ，ｋ；
２）在最大尺度 Ｊ上设定一个阈值 Ｔｈｒ（Ｔｈｒ＝

ＣＭ／Ｊ，Ｃ为常数，本研究取０．８），小于该阈值的
为噪声的模极大值点，舍去。否则予以保留；

３）利用 ａｄｈｏｃ算法在 Ｊ－１层上寻找 Ｊ层上模
极大值点的传播点，若 ｘ′ｉ（等相关格式）是 ｘｉ的传
播点，且 ｘ′ｉ的幅度是 ｘｉ的两倍，视为噪声点，将其
去除，否则作为一个点对（ｘｉ，ｘ′ｉ）保留下来。重复直
至Ｊ＝２，若存在点对（ｘｉ，ｘ′ｉ），（ｘ′ｉ，ｘ″ｉ），……，则将
ｘｉ，ｘ′ｉ，ｘ″ｉ……视为信号极大值线上的点保留，否则
去掉；

４）将尺度Ｊ＝１上的模极大值点全部去掉，用Ｊ＝
２上的模极大值点非线性插值到Ｊ＝１上；

５）根据保留下来的极值点通过交替投影（ＡＰ）
算法重建信号。

１．２．３　小波变换空域相关性降噪
信号的小波系数在相邻层间的相应位置上有较

强的相关性，而噪声的小波系数会表现出弱相关或

没有相关性。利用这一特性，可以筛选出有用信号，

这种降噪方法称为空域相关性去噪。具体步

骤是［２５］：

１）将ｄｂ５作为小波基对原信号进行４层小波分
解得小波系数 Ｗｊ，ｋ（ｔ），同时设出一个空间 Ｑ，初值
置为０；
２）计算相邻尺度间的相关系数并作归一化处

理，得归一化相关系数Ｗｊ，ｋ( )ｔ；

３）若Ｗｊ，ｋ( )ｔ＜ω( )ｔ，则视为有用信号，将其放
入预设的空间 Ｑ内，否则为噪声，保留在原来的空
间内；

４）令原空间中的噪声方差为阈值，求出该空间
噪声方差的无偏估计，若噪声方差的无偏估计大于

噪声方差，则返回２），否则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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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利用空间Ｑ内的小波系数进行重构。
１．２．４　功率谱分析

植物电信号是随机信号，持续时间理论上可无

限延长，因此属于功率信号。对于降噪后的玉米电

信号进行功率谱分析。先对经过降噪处理的植物电

信号做离散傅立叶变换，为：

Ｘｅｊ( )ω ＝∑
Ｎ－１

ｎ＝０
ｘ( )ｎｅ－ｊωｎ （２）

再经平方后除以序列长度 Ｎ，得到功率谱估
计值：

Ｓ
＾

ＮＸ( )ω ＝
１
Ｎ Ｘｅｊ( )ω ２ （３）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三种基于小波降噪的玉米叶片（以下都称为
“玉米叶片”）电信号的时域曲线

　　在采集到的玉米叶片电信号片段中选取其中的
１０２．３ｓ即２０４８００个观测点，进行重采样最终保留
１０２４个点。在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２ａ工作平台中用上
述三种降噪方法对采集到的原始信号进行降噪处

理，采集到的原始信号和经过三种小波降噪方法降

噪后得到的植物电信号的时域曲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玉米叶片原始信号与三种降噪结果时域图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ｏｆ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ｍａｉｚｅｌｅａｖｅｓ
　

图１显示了玉米叶片电信号随机微弱的特性。
图１（ａ）的波形上夹杂了许多细小的高频信号即为

噪声信号，这些噪声信号和微小的玉米叶片电信号

混杂在一起，很难分辨，作为表征生命的植物电信

号，任何一个微小的突起都有可能蕴含着重要的意

义，因此对降噪方法的选择尤其要慎重。从波形分

布可判断四组信号来源于同一段电信号，说明三种

降噪方法都未导致信号失真，具有可行性。经三种

小波降噪方法处理过的信号相比原始信号，波形都

已平滑了很多，即三种方法都起到了一定的降噪效

果。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经三种方法降噪后的时

域曲线平滑程度各有差异，要判断其降噪效果的优

劣还需做进一步讨论。

２．２　降噪结果的功率谱分析
在同样的ＭＡＴＬＡＢ工作平台中，求出玉米叶片

电信号的功率谱图，每０．１Ｈｚ为一个频率区间，结
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中相应的中心频率（ＳＣＦ）和边缘频率
（ＳＥＦ）如表１所示。

表１　降噪后玉米叶片电信号的中心频率和边缘频率

Ｔａｂ．１　ＳＣＦａｎｄＳＥＦｉｎ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ｌｅａｖｅｓ

项目
原始

信号

模极大

值降噪

阈值

降噪

空域相关

性降噪

ＳＣＦ／Ｈｚ １．６４３６ １．１９１２ １．２５７２ １．０６１４
ＳＥＦ／Ｈｚ ５．３ ３．５ ４．１ ３．１

图２显示玉米叶片电信号的功率谱密度主要分
布在低频段。由于植物电信号主要分布在５Ｈｚ以
下，因此６～１０Ｈｚ的微小信号均为噪声。图２（ｄ）
的空域相关性降噪在这一频段处理的最干净，图２
（ｃ）的阈值降噪结果则不够理想。在５Ｈｚ附近，有
用信号和噪声信号混杂在一起，图２（ｄ）的空域相关
性降噪基本全部清除，图２（ｂ）是模极大值降噪在保
留了部分原始信号特征的情况下也去除了大量噪

声，图２（ｃ）的阈值降噪则效果微弱。三种方法都在
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低频处信号点的能量。对比三种

降噪结果，小波空域相关性降噪不但平滑掉了高频

噪声，还削弱了微弱的边缘信号点，明显增强了低频

信号的特征值；模极大值降噪对高频小信号的剔除

比较理想，对边缘微小信号保留的相对完整，阈值降

噪法的信号保留的最丰富，甚至在高频处也有一些

极微小的起伏，其ＳＥＦ和ＳＣＦ也是最接近原始信号
的，功率谱密度分布也与原始信号高度一致。但是，

评定降噪效果的好坏并不能只看平滑掉多少信号，

对于信噪比未知的玉米叶片电信号，很难进一步判

断去除的是否含有真实信号，留下的是否还残存有

噪声信号，因此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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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玉米叶片原始信号和三种降噪结果的功率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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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降噪结果的高斯拟合分析
玉米叶片电信号的采集环境良好，信号中夹杂

的噪声为高斯白噪声，噪声信号幅度微小、处于高频

段，且分布趋近于高斯分布。根据（１）式可以将剔
除的噪声信号整合后做高斯拟合。将整合的噪声点

写入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８．０工作空间中，用其自带的拟合工
具箱对三种降噪方法剥离的噪声分别进行高斯拟

合，结果如图３、图４和图５所示。图３的拟合优度
为９８．０８％，图４的拟合优度为９８．３５％，图５的拟
合优度为９７．１５％。结果显示，三种降噪方法都比
较合理，所过滤掉的噪声都高度符合高斯分布。

图３　小波模极大值降噪的噪声高斯拟合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ｆ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

ｍｏｄｕｌｕｓｍａｘｉｍａ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图４　小波阈值降噪的噪声高斯拟合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ｆ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图５　空域相关性降噪的噪声高斯拟合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ｆ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总结上述结果，空域相关性降噪方法所得的时

域图形过于平滑，还有一些小毛刺没有去掉，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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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示ＳＣＦ和ＳＥＦ在三种降噪方法中最小，表明滤
掉的高频成分较多，但是噪声的高斯拟合优度却低

于其他两种方法，说明在滤除噪声的同时还滤除了

一些玉米叶片电信号，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小

波模极大值降噪的处理结果比较理想，噪声的高斯

拟合优度也很高，但其逆变换的迭代过程繁冗，运行

时间较长，存在一定的失真，对于处理复杂的电信号

实用性不高。相比之下，小波阈值降噪法的结果比

较令人满意，该法有较高的高斯拟合优度，即其虽未

将噪声信号去除干净，但去除的基本上均为噪声信

号，且其原理易懂操作简单，是比较理想的小波降噪

方法。

３　结论

１）空域相关性去噪法出发理念相对进步，降噪
效果稳定，但在噪声剔除的同时也剔除了大量的有

用信号；

２）小波变换模极大值降噪法去噪时只能保留
信号部分极大值点，重构过程复杂费时，但在处理低

信噪信号时效果显著。

小波阈值降噪原理简单计算量小易于操作，降

噪效果较好，是较为理想的降噪方法。因此，在植物

电信号的分析研究中采用小波阈值降噪可以得到较

为理想的降噪结果。

本研究还说明，通过噪声的高斯拟合对降噪效

果进行分析是可取且有效的方法，该法可以弥补在

信噪比未知的情况下，对信号降噪效果进行评判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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