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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空间分辨率的太阳观测数据有助于深入研究太阳大气现象、太阳物理基本问题。地基大

口径太阳望远镜常通过自适应光学技术和图像重建技术获取高空间分辨率图像。目前太阳图像重

建技术主要有斑点成像术和斑点相位差法两类。介绍了斑点成像术中几类方法的原理，阐述了斑

点成像术重建太阳像的流程以及几个关键步骤，介绍了多帧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的原理，比较了

斑点成像术和斑点相位差法的特点，最后阐述了它们在太阳高分辨率观测中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关 键 词：高分辨率图像重建；太阳像；斑点成像术；相位差法

中中中图图图分分分类类类号号号：：：P182.2；P141 文文文献献献标标标识识识码码码：：：A

1 引 言

大气湍流限制了地面望远镜成像的空间分辨率。对地基太阳观测来讲，短曝光像存在着

严重的随机畸变，长曝光像空间分辨率被限制在 1′′ 以内。太阳上很多基本活动现象，典型如
光球亮点、色球埃勒曼炸弹的尺度都在 1′′ 以内；太阳活动区的精细结构，如光球半影纤维、
本影亮点以及一些色球小尺度结构也都明显小于 1′′ (如图 1 所示)，并且太阳上小尺度的活
动现象和大尺度的现象被认为有着本质联系。因此，获取高空间分辨率的太阳数据是进一步

研究太阳物理基本问题的必备条件，这就要求地面太阳望远镜尤其新一代大口径太阳望远镜

能够克服湍流影响，实现衍射极限分辨率成像。

实现地基望远镜衍射极限成像的方法，除了实时补偿波前畸变的自适应光学技术外，事

后高分辨率图像重建技术
[1, 2]
也是有效方法之一。自适应光学技术补偿波前畸变的方法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受限于当时计算机技术和相关硬件技术的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自
适应光学技术才开始应用于天文观测。事后图像重建技术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已有各类重建方法开始应用在夜天文和太阳观测中。目前太阳高分辨率图像重
建技术主要有两类：(1) 以斑点图的各阶统计为基础的斑点成像术 (Speckle Imaging，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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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方框区域 1, 2, 3 分别显示典型的亚角秒结构亮点、半影纤维和本影亮点。

图 1 高分辨率光球像

SI)
[3–5]
，(2) 基于退卷积瞬时点扩展函数的太阳多帧盲反卷积 (Multi-Frame Blind Deconvo-

lution，简称MFBD)
[6]
和相位差法 (Phase Diversity，简称 PD)

[7, 8]
。斑点成像术的算法本质是

基于一组含高频信息的短曝光图像的统计计算来重建目标高频信息，重建算法遵循湍流大气

成像理论和线性理论；多帧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的算法本质是，在没有系统点扩展函数的先

验知识情况下通过最优化算法迭代解调出目标和波前相位。文章组织如下：第 2 章介绍斑点
成像术的算法分类；第 3章介绍斑点成像术法实现太阳高分辨率重建的基本流程；第 4章介
绍多帧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的原理；第 5章简单比较了这两类方法的特点和优缺点；第 6章
阐述两类方法在太阳高分辨率观测中的应用和发展趋势；第 7 章是小结和展望。

2 斑点成像术的算法分类

斑点成像术是一类基于各阶统计的事后图像重建技术。按统计方式分有一阶矩统计、二

阶矩统计和三阶矩统计；按其重建算法主要分为频域重建和空域重建两类。频域重建的代表

方法有基于二阶统计的 Labeyrie 法
[3]
、Knox-Thompson (简称 K-T) 法

[4]
和三阶统计的斑点

掩模法
[5, 13, 14]

；空域重建方法都属于一阶统计方法，有简单位移叠加法、迭代位移叠加法以

及基于选帧的相关位移叠加法等。

2.1 频域重建方法

频域重建方法始于 Labeyrie 对“斑点图”的讨论。1970 年，Labeyrie 通过对点源单星的
短曝光图像进行分析后发现，目标的衍射极限分辨率信息可以通过对一系列含有“斑点”结

构的短曝光图像进行傅里叶分析得到。Labeyrie 法开创了频域重建方法的先河，在 Labeyrie
法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其他一些频域重建方法。在满足等晕性假设下，每帧短曝光图像 i(x) 可
以看作是目标 o(x) 和系统点扩展函数 h(x) 的卷积：

i(x) = o(x) ∗ h(x) , (1)



96 天 文 学 进 展 34卷96 天 文 学 进 展 34卷96 天 文 学 进 展 34卷

这里，x 是二维空间坐标变量，∗ 表示卷积算符。在频域上式满足：

I(q) = O(q) ·H(q) , (2)

I(q)、O(q) 和 H(q) 分别表示 i(x)、o(x) 和 h(x) 的傅里叶变换，q 是二维空间频率变量。

2.1.1 斑点干涉术

Labeyrie 法也常被称为斑点干涉术 (speckle interferometry)，是通过统计斑点图的平均
能谱来复原目标傅里叶振幅。斑点图的能谱统计结果为：

〈|I(q)|2〉 = |O(q)|2 · 〈|H(q)|2〉 , (3)

中括号 〈...〉表示算术平均, 〈|H(q)|2〉被称为斑点干涉术传递函数 (Speckle Transfer Function，
简称 STF)，Korff

[9]
曾推导了其系综平均。对式 (3) 退卷积 STF 可得目标的傅里叶振幅。斑

点干涉术在统计过程中丢失了目标相位，只能重建目标的傅里叶振幅，但是，为了完整重建

目标，还须重建目标相位。

2.1.2 K-T 法

为了重建目标相位，Knox 和 Thompson 于 1974 年提出了一种基于计算频谱的互相关
(又称为互谱) 来获取目标相位的方法，称为 Knox-Thompson (简称 K-T) 法，又称互谱法；
该方法可看做是对斑点干涉术的一种修正，它在统计二阶矩的时候加上一个频率的平移。函

数 i(x) 的互谱表达式如下：

C(q, ∆q) = I(q) · I∗(q + ∆q) . (4)

如前所示，I(q) 表示 i(x) 的傅里叶变换，q 是二维空间频率变量；式中 ∗ 表示共轭，∆q 是

空间频率平移量，当 ∆q = 0 时，互谱就等同于能谱。对于 ∆q 大小，Knox 和 Thompson
[4]

在取其为频谱图像大小的 1/6。随后 Goodman
[10]
在其著作里对 K-T 法进行了解释，并认为

|∆q| 应该小于 r0/λf，这里 r0 是大气相干长度，λ 是观测波长，f 是系统焦距。

由式 (4)，斑点图的互谱统计结果为：

〈I(q) · I∗(q + ∆q)〉 = O(q) ·O∗(q + ∆q) · 〈H(q) ·H∗(q + ∆q)〉 , (5)

式中 〈H(q) ·H(q + ∆q)〉 是 K-T 法的传递函数，von der Lühe 曾推导了其系综平均
[11]
，并

给出了实函数形式的简化公式。Roggemann
[12]
在其著作里对 K-T 传递函数也进行了推导，

并证明当 |∆q| > r0/λf 时 K-T 法系综平均传递函数近似为零，进一步说明了计算互谱时
|∆q| 大小不应超过 r0/λf。

对式 (5) 退卷积 K-T 传递函数可得目标的互谱，对式 (4) 两边取相位有：

ΦC(q, ∆q) = ΦO(q)− ΦO(q + ∆q) , (6)

式中 ΦC(q, ∆q) 是互谱相位，ΦO(q) 是目标相位。由上式可看出，目标频谱相位与互谱相位
存在递推关系，可由互谱相位实现目标相位从低频到高频依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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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斑点掩模法

1977年，Weigelt提出对斑点图的重谱进行统计，然后递推出相位的斑点掩模法 (Speckle
Masking，简称 SM)，也称重谱法或三重相关法。斑点掩模法建立在 K-T 法基础上，是更加
完善的相位重建方法。函数 i(x) 的重谱表达式如下：

B(q, p) = I(q) · I(p) · I∗(q + p) , (7)

式中 p 和 q 都是二维空间频率变量。当 p = ∆q，且令 I(p) = Cp，则有：

B(q, ∆q) = I(q) · I∗(q + ∆q) · Cp = C(q, ∆q) · Cp . (8)

上式表明，函数 i(x) 的互谱可由其重谱的一个子平面得到。函数 i(x) 的重谱完全包含了其
能谱和互谱。

由式 (7)，斑点图的重谱统计为：

〈I(q) · I(p) · I∗(q + p)〉 = O(q) ·O(p) ·O∗(q + p) · 〈H(q) ·H(p) ·H∗(q + p)〉 . (9)

〈H(q) ·H(p) ·H∗(q + p)〉 是重谱法的传递函数，von der Lühe 曾推导了其系综平均
[15]
，并给

出了实函数形式的简化公式。

对式 (9) 退卷积重谱传递函数可得目标的重谱，对式 (7) 两边取相位，可得：

ΦB(q, p) = ΦO(q) + ΦO(p)− ΦO(q + p) . (10)

式中 ΦB(q, p) 是重谱相位，由上式可以从低频到高频递推出目标全部相位。递推的初始相位
可以是任意值，但常以斑点图叠加平均后的初始相位为准。

2.2 空域重建方法

在频域重建方法发展的同时，空域重建方法研究也在积极进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位移叠加法 (Shift-and-Add，简称 SAA)
[16–19]

。位移叠加法最早可追溯到 1976年Wonden和
Bates 等人对点源斑点图的认识，他们观察到一个点源的斑点图中经常出现独立斑点的现象，
并且认为目标的斑点图中应该有一些可分离的目标像，对这些分离像进行统计平均就可以得

到足够信噪比的目标复原图。早期的位移叠加法是将目标斑点图的最大值点作为基准点进行

位移叠加统计，这种叠加方式也常称为简单位移叠加。简单位移叠加法对点源单星的重建有

一定的效果，但对多点源目标重建时常出现“鬼像”。为克服“鬼像”，刘忠等人对简单位移

叠加法进行深入研究，找到了新的空域特征区域——“衍射信息最大区域点”，提出了新的空
域重建方法—–迭代位移叠加法 (Iterative Shift-and-Add，简称 ISA)

[20]
。迭代位移叠加法在

对多点源目标重建时能有效抑制“鬼像”。虽然简单位移叠加法和迭代位移叠加法这两种叠

加方法最初是为点源目标重建而提出，但在扩展面源重建方面也有尝试。遗憾的是它们对扩

展面源的重建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面对扩展源时，简单位移叠加法以最大值为叠加基准

点不是“正确”选择，而迭代位移叠加法普遍存在着相关极值点误差。随后，人们提出了先通

过选帧 (Frame Selection，简称 FS) 挑选优质图像，然后再以相关极大值点为基准点进行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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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统计的重建方法。1999 年，BaBa 等人
[21]
利用最大均方差对比度挑选优质图像和相关位移

叠加法，成功地重建了太阳米粒像，不过他们的重建并没有退卷积，而且重建的米粒空间分

辨率也不高。随后，又有人利用自我退卷积的方式进行了选帧相关位移叠加法重建米粒的实

验
[22]
，重建的米粒虽然“清晰”，但是高频细节仍然没有凸显，其自我退卷积方式也只能算是

一种抑制低频的滤波，不算真正的退卷积 (这里定义真正的退卷积指严格地退掉相关位移统
计方式的传递函数)。目前，针对太阳的空域重建，人们普遍倾向于用基于选帧技术的相关位
移叠加法，且退卷积由斑点干涉术完成，空域叠加法仅仅重建相位。中国抚仙湖太阳观测站

(FSO) 1 m 新真空太阳望远镜 (New Vacuum Solar Telescope，简称 NVST)
[23–25]

Level1 级
别

[26]
的重建 (如图 2 所示) 主要采用选帧和相关位移叠加法。

注：数据日期为 2014 年 11 月 8 号，显示活动区 AR2205 的一些复杂结构。

图 2 NVST 色球 Level1 级别重建像

3 太阳斑点成像术的执行和实现

相比点源目标，太阳是一个有着大视场、低对比度和动态演化的面源目标。用斑点成像

技术实现太阳高分辨率成像，从观测到重建过程都有其独特的方式。太阳斑点成像术的执行

和实现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平暗场处理、数据对齐、图像分块、振幅和相位重建以及图

像拼接。其中振幅重建由斑点干涉术完成，而相位重建可由频域算法 K-T 法或斑点掩模法完
成，亦可在空域中由选帧位移叠加法完成。

3.1 平暗场处理

太阳高分辨率数据的平暗场处理遵从天文数据预处理标准化的处理流程——“减去暗场
再除以平场”。平场一般有两种获取方式：一种是让望远镜离焦，使太阳像上结构模糊到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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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效果；二是让望远镜随机晃动，采集多帧图像叠加求平均。实际观测中常以第二种方式

获取平场，因为第一种方式下离焦会导致一些光学镜面上的“脏点”弥散，从而使平场处理

的效果变坏。数据预处理完成后，接下来需要分组进行后面的处理，分组时每组的帧数通常

以其观测时间跨度不超过目标演化时间，同时又要保证统计重建的样本足够为标准。

3.2 数据初对齐

数据初对齐是为了消除望远镜跟踪误差或者风载而引起的图像晃动，并减弱近地面湍流

导致的波前倾斜而引起的图像偏移
[27]
，是确保数据能够进行后面进一步处理的关键一步。在

现今时代，大多望远镜都配有自适应光学系统或者更加简单的相关跟踪系统
[28]
，当自适应或

者相关跟踪系统良好工作时，数据后处理就勿需初对齐这一步。在没有自适应光学系统和相

关跟踪系统或者它们不能良好“锁定”目标时 (比如日面边缘)，数据初对齐就需依靠后处理
方式完成，对齐方法常通过计算图像与参考图像的互相关，由相关极大值寻找图像位移向量，

然后通过平移实现数据对齐
[29–31]

。这种方法在对齐日面内活动现象时，效果比较理想；但是

当目标是日面边缘 (比如日珥) 或者目标强度分布有突变 (比如色球耀斑爆发) 时，互相关方
法难以找准图像位移向量，此时通过改进相关算法亦可确保数据良好对齐。

3.3 图像分块

观测时，因目标各部分的光传输路径不同，各个部分的瞬时点扩展函数也不一样，但是

一定视场范围内，各个小区域基本满足线性空不变假设，可有相同的点扩展函数，这个区域

称为等晕区，一般大小为几角秒。频域重建算法在等晕假设下才成立，所以在完成对齐后全

视场的图像需要分成若干个子块，每个子块大小与等晕区大小相当，各个子块独立地重建，

然后再拼接成全视场。拼接时用的是子图像中间部分，所以分块的时候子块之间有交叠。假

设全视场的图像大小 M×N (以像素计), 子块图像大小 S×S，交叠步长为 L，那么分块的数

目是 ((M − S)/L + 1)×((N − S)/L + 1)，实际操作中参数 S 和 L 是可以调整的。分块完成

后，还需将子块图像乘上一个类似哈明窗的窗函数，以保证边缘部分强度是缓变的，这样能

有效抑制边缘效应。

3.4 振幅和相位重建

分块完成后，每个子块分别重建振幅和相位，然后合成复变量，再通过逆傅里叶变换得

到高分辨率的子图像。子块的振幅重建通常在频域中由斑点干涉术退卷积传递函数完成，而

不采用空域位移叠加方式，因为这时候难以获取位移叠加方式的点扩展函数。重建振幅的时

候，传递函数估计和高频噪声抑制是两个关键环节。在由频域算法 K-T 法或重谱法重建相位
时，递推中误差累计的抑制是核心；空域选帧位移叠加法重建相位时，挑选图像的好坏、相

关位移的精准度是重建成功的关键。

3.4.1 退卷积传递函数

振幅重建时，需要退卷积 STF。通常在满足遍历假设下，STF 可以用 Korff
[9]
的理论模

型代替，需要说明的是，Korff 的 STF 模型是理想模型，没有对系统像差、望远镜遮挡等进
行考虑，虽然可以借助 Korff 模型数值积分得到含像差和孔径遮挡下的传递函数，但是真实
的传递函数和理论模型仍然稍有差别

[33, 34]
。即便如此，在一般情况下，Korff 理论模型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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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STF 最好的近似。在 Korff 模型中 STF 只是大气相干长度 r0 (弗雷德常数，又称视宁度
参数) 的函数，因此得到 r0 就能知道 STF。r0 除了直接测量外，常通过对系列短曝光图像进

行谱比
[32]
计算，然后将计算谱比和标准谱比进行比对得到，谱比表达式如下：

ε(q) =
|〈I(q)〉|2
〈|I(q)|2〉 =

|〈H(q)〉|2
〈|H(q)|2〉 , (11)

这里 H(q) 是平均长曝光传递函数或者平均短曝光传递函数。

通过谱比获取 r0 并计算 STF，就可以退卷积得到目标振幅，但一般短曝光图像含有多
种随机噪声 (以白噪声为主)。为抑制高频噪声在做除法时被放大，通常退卷积 STF 时平均
功率谱还需乘上一个维纳滤波器。

3.4.2 相位重建

频域中相位重建由 K-T 法或者重谱法完成。对 K-T 法来说，频域一个相位点可由临近
几个相位点和对应互谱得到；对重谱法来说，一个相位点可由多个组合和对应重谱得到。因

此重谱法得到的相位精度更高。如果把重谱法中所有的相位路径组合都参与到计算，那么重

谱的计算时间和内存消耗将大大增加，实际上常对重谱进行限制，比如 M 原则
[35]
。为了提高

相位重建的精度，减少递推过程中的误差累积，一般 K-T 和重谱的递推过程都加了权重。另
外，一个好的递推算法和递推路径也能有效地将噪声影响降低到最小。

空域中相位重建需完成选帧、相关位移对齐和叠加后提取相位三部分。太阳图像的选帧

方法很多，但常以太阳米粒结构的均方差或者空间频率能谱积分
[26]
作为评价函数进行挑选。

选帧帧数依据实际情况而定，但不宜过少。在相关对齐时，互相关计算时的参考图原则上可

以是任意一帧，但常选用选帧所挑出的最清晰的一帧。和数据初对齐一样，特殊情况须改进

相关算法以确保对齐精确。在对齐完成后，再进行叠加统计，提取相位。

3.5 图像拼接和后处理

重建完各个子块后，需要将所有子图像拼接成全视场的图像，其过程见图 3。因为频域方
法重建相位时，用的是叠加图的初始相位，所以拼接时一般不会有偏移；而空域叠加方法重

建相位时，图像重新位移过，所以为了保证拼接的精度，重建后的子块图像须检测偏移，并

且边界融合时需要保证不留痕迹。拼接完成后，还需一些后处理，包括图像的对齐、与其他

望远镜比如 SDO (Solar Dynamics Observatory) 的数据匹配等。

图 3 高分辨率重建过程中分块、重建再拼接流程示意图



1期 向永源，等：高分辨率太阳图像重建方法 1011期 向永源，等：高分辨率太阳图像重建方法 1011期 向永源，等：高分辨率太阳图像重建方法 101

4 多帧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

不同于斑点成像术以统计斑点图各阶矩的方式来重建目标，多帧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皆

试图通过优化算法找到最接近实际的瞬时点扩展函数，并在优化过程中退掉瞬时点扩展函数

的方式来重建目标。多帧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在算法的数学描述上可以统一，但是它们的实

现方式和方法与提出的初衷并不一样。直接退卷积获取目标通常需要精确知道瞬时点扩展函

数信息，对很多天文目标来讲 (比如太阳)，瞬时点扩展函数往往难以精确获取，在没有系统
点扩展函数的情况下，可利用盲反卷积 (Blind Deconvolution，简称 BD) 从目标像中解卷积
获得目标和点扩展函数。盲反卷积思想最早由 Stockham

[36]
于 1975 年提出，最初仅用于退

化图像处理。随后 Ayers
[37]
和 Davey

[38]
相继提出把迭代方法用于盲反卷积。此后盲反卷积开

始逐渐应用于湍流退化图像的复原中。因为有多种目标和点扩展函数的组合可以产生一特定

的观测图像，盲反卷积常常需要一些约束条件以便解卷积过程收敛到正确结果
[39]
。如果约束

条件是目标一直不变并连续采集到多帧图像，同时每帧图像的瞬时点扩展函数仅仅由孔径上

波前相位决定，那么这种限制条件下的盲反卷积称为多帧盲反卷积 (MFBD)
[6, 40]
。相位差法

(PD) 最早由 Gonsalves 和 Chidlaw
[7]
在 1979 年提出，最初用于波前探测领域，随后逐渐发

展成熟并应用于天文图像复原领域。对相位差法来讲，需要两个通道同步采集数据：其中一

个通道采集正常图像，另一个通道引入一个固定的像差并采集差异图像 (diversity image)。
现在普遍用离焦作固定像差，利用焦面像和离焦像来解调目标和波前

[41]
。和多帧图像的盲反

卷积一样，多对焦面像和离焦像有利于解调目标，对于用多对图像的相位差法常称为斑点相

位差法 (phase-diverse speckle)
[42–44]

。相比多帧盲反卷积，斑点相位差法对目标通常有着更好

的复原效果，但从算法实现上看，相位差法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有着更强约束条件的多帧

盲反卷积。图 4 表示的是适用于斑点成像术和相位差法的简单示意图，其中相位差法两个通
道同步采集焦面像和离焦像。

图 4 两类太阳高分辨率成像光路简图

在多帧盲反卷积和斑点相位差法中，第 k 帧差异图像的瞬时波前可以表示为一组基本像

差函数的组合：

φk = θk +
M∑

m=1

αkmψm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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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θk 表示已知的像差，比如相位差中的离焦像差，ψm 是基函数，常用泽尼克多项式或者

K-L (Karhunen-Loève) 展开式，αkm 是对应多项式系数。此时，每帧瞬时点扩展函数可表示

为广义光瞳函数的傅里叶变换的模的平方，表示为：

sk =
∣∣F−1 {Akexp {iφk}}

∣∣2 , (13)

式中 F 表示傅里叶变换，Akexp {iφk} 表示广义光瞳函数，其中 Ak 是孔径函数，在孔径内

为 1 ，孔径外为 0 。在频域中，每帧图像表示为：

Dk(u) = F (u)·Sk(u) + Nk(u) , (14)

式中，u 是二维空间频率坐标，Dk 和 F 分别是观测图像和目标的傅里叶变换，Sk 是传递函

数，Nk 是附加噪声且假设满足高斯统计。

多帧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通过建立误差度量函数，找到其最大值时的像差系数 {αm}
和目标估计 FM，实现目标的复原和瞬时点扩展函数或者波前相位的估计。最大似然估计

(Maximum-Likelihood，简称 ML) 下的误差度量函数 (Error Metric)
[7, 41]
表示为：

L(f, α) = −
∑

u

K∑
k=1

|Dk(u)− F (u)Sk(u)|2 . (15)

当 K = 2 时，即是一对焦面像和离焦像情况下，目标估计为：

FM (u) =
D1(u)S∗1(u) + D2(u)S∗2(u)

|S1(u)|2 + |S1(u)|2 . (16)

对应的误差度量函数简化为：

LM (α) = −
∑

u

|D1(u)S2(u)−D2(u)S1(u)|2
|S1(u)|2 + |S1(u)|2 . (17)

对于更一般的情况，即 K 个差异图像下，目标估计为：

FM (u) =





K∑
k=1

Dk(u)S∗k(u)/
K∑

l=1

|Sl(u)|2 (u ∈ χ1)

F ∗
M (−u) (u ∈ χ0)

. (18)

式中， 



χ0 = {u : Sk(u) = 0, k = 1, . . . , K}
χ1 = {u : u ∈ χ, k /∈ χ0}

. (19)

此时，对应的误差度量函数为：

LM (α) =
∑
u∈χ1

K∑
j=1

Dj(u)S∗j (u)

K∑
l=1

|Sl(u)|2
−

∑
u∈χ

K∑
k=1

|Dk(u)|2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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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几种常用高分辨率算法的比较

斑点成像术和多帧盲反卷积、斑点相位差法目前已是太阳高分辨率重建的主流方法，它

们各有特点，有相同地方也有不同地方。比如斑点成像术和多帧盲反卷积的光路简单，而相

位差法需要额外的一条光路，如图 4 b) 所示。斑点干涉术需要大气统计特性，重建过程中需
要估算视宁度参量以获取平均传递函数，而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完全不需要视宁度信息，相

反还能解调出波前相位信息获取瞬时传递函数。位移叠加法快速简单，而斑点掩模法、多帧

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就比较耗时，以 NVST 为例，重建一组 (100 帧) 大小 1024× 1024 的色
球数据，用选帧位移叠加法所需时间 30 s，而用斑点掩模法所需时间却长达 14 min。为了详
细描述各种方法的特点，下面以 NVST 高分辨率观测数据和模拟数据为例，对常用的斑点掩
模法、位移叠加法和相位差法等方法进行一些试验比较，为求方便，仅用各代表性方法分别

和斑点掩模法进行比较。

5.1 选帧位移叠加法和斑点掩模法的比较

频域重建算法都有清晰的数学描述，其重建过程严格遵循大气成像模型和线性理论，重

建结果真实可靠；而位移叠加法没有清晰的数学描述，其重建结果较大程度依赖选帧好坏和

位移迭加方式。就高频重建效果来说，K-T 法和斑点掩模法就明显好于位移叠加法。图 5 展
示的是选帧位移叠加法和斑点掩模法重建一组 NVST 色球的实例，数据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活动区编号为 AR1884 ，实验中选取黑子附近大小 440× 440 像素、视场 72′′ 区域
进行重建。图 5 a) 所示为其中一帧短曝光像；b) 所示为选帧位移叠加法重建结果，重建过程
中每个子块由功率谱积分排序挑选 30 帧最优图像进行叠加重建相位，总重建时间 5 s；c) 所
示为斑点掩模法重建结果，总重建时间 142 s。由图看出，选帧位移叠加法在重建细节方面明
显不如斑点掩模法。

图 5 NVST 色球高分辨率重建结果

除非在非常好的视宁度下，否则选帧位移叠加法难以做到望远镜衍射极限成像。对复杂

目标来讲，位移叠加过程中接近望远镜衍射信息容易丢失，并且其对齐方式和对齐效果常常

与目标结构有关。但是其重建过程快速简单，实际观测中比如需要实时监视数据状况或者制

作快速动态电影时，就常用选帧位移叠加法。斑点掩模法重建效果明显，但是时间较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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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如此，在高频重建方面斑点掩模法依旧是斑点成像术中最佳算法。

5.2 多帧盲反卷积和斑点掩模法的比较

不同于斑点掩模法，多帧盲反卷积通过最优化算法找到最接近真实的瞬时点扩展函数，

然后通过直接退卷积实现目标的高分辨率重建。图 6 展示的是多帧盲反卷积和斑点掩模法重
建 NVST 一组光球的实例，数据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21 日，重建图像大小为 320× 320，视
场为 13′′。图 6 a) 所示为挑选 10 帧“清晰”的短曝光图用多帧盲反卷积方法重建的结果，期
间不分块，最后总的重建时间为 42 s；b) 所示为 100 帧全部参与斑点掩模法重建，期间交叠
分成 9 块，总重建时间 32 s。重谱重建过程中，该组数据的视宁度通过谱比法估算为 7.6 cm。
由图比较看出，b) 中的米粒结构相对 a) 稍显“清晰”，尤其是米粒间亮点，a) 几乎分辨不出
而 b) 能清晰分辨出来。此实验说明，在一般视宁度下，用更多图幅数的斑点掩模法重建效果
要优于仅仅 10 帧的多帧盲反卷积；其次，如果以单个子块重建时间作比，重谱一个子块重建
时间仅为 2.9 s，远小于多帧盲反卷积重建单个子块所需时间。

图 6 NVST 光球单通道多帧盲反卷积 (MFBD) 和斑点掩模法 (SM) 重建结果

相比斑点统计重建方法，多帧盲反卷积虽然不需要综合系统传递函数信息，但强烈依赖

约束条件，在约束条件不完备或者目标有变化时，其重建不一定收敛甚至会重建出错误结果。

另外噪声对两者的影响方式不同，对斑点掩模法来讲，低频相位信噪比明显好于高频，并且

因为相位重建是递推过程，其误差会累计到高频；而对多帧盲反卷积来讲，噪声对目标各个

频段都有影响，换言之，多帧盲反卷积对噪声更为敏感。但是多帧盲反卷积所需帧数远小于

斑点统计重建方法，另外，因其不但能重建目标还能估计波前信息，这个优点使其在多波段

高分辨率观测领域有广泛应用。

5.3 斑点相位差法和斑点掩模法的比较

相比多帧盲反卷积，斑点相位差法有着更强的约束条件，其重建过程更容易收敛，这也

使其成为除斑点统计重建外另一类常用的太阳高分辨率重建方法。为比较斑点相位差法和斑

点掩模法，这里用一组模拟实验进行展示 (因 NVST 暂无 PD 通道，故这里仅用模拟实验说
明)。实验过程中，目标选用模拟的理想光球米粒，图像大小为 384× 384，视场为 16′′。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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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宁度参量为 7 cm，每通道短曝光图为 100 帧，PD 通道所加固定像差为离焦，离焦 PV
值为 2π，为使模拟更接近真实，斑点图中的像元都加了泊松噪声，模拟结果见图 7。

注：图中 pn = 5 000 表示平均到每个像元的光子数为 5 000。

图 7 斑点相位差法和斑点掩模法的模拟重建结果

图 7 a) 为原始的理想目标；b) 为其中一帧短曝光像；c) 是斑点相位差法重建结果，参与
重建图像为挑选出的最佳 10 对焦面像和离焦像，整个过程所花时间 25 s；d) 为斑点掩模法
重建结果，参与重建图像为全部 100 帧短曝光图，整个过程所花时间 4s。由图看出，虽然斑
点相位差法的重建时间要长，但其重建结果并不亚于斑点掩模法，两者的重建结果也都十分

接近原始目标，高频细节如亮点等都清晰可见，说明斑点相位差法也能和斑点掩模法一样较

好重建目标。斑点相位差法和斑点掩模法都是高分辨率细节重建方面较理想的方法，斑点相

位差法的缺点和多帧盲反卷积一样，都对噪声较敏感，所需时间较长；不过优点也和多帧盲

反卷积一样，所需帧数少，适合多波段高分辨率同步重建。

6 斑点成像术和相位差法的应用和发展

斑点成像术在太阳观测中的应用几乎是在频域重建方法提出不久就开始。1977
年，Stachnik 等人

[45]
发表了第一篇斑点成像术重建太阳像的文章，他们用 K-T 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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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 8 平方角秒大小的太阳黑子，使人类首次在地面上成功观测到亚角秒量级的太阳精细
结构。1987 年，von der Lühe 集成了基于 K-T 法的太阳高分辨率处理程序包——KISIP

[46]
，

随后该程序包不断升级，陆续添加了重谱和自适应的后处理，现已经是几个主要大口径望远

镜的首选重建程序。1988 年，首次出现了用斑点掩模法重建太阳精细结构的文献
[11]
。最早报

道位移叠加法重建太阳像出现在 1999 年
[21]
。进入 21 世纪，已有大量 K-T 法、斑点掩模法

重建太阳像的文献出现
[47–51]

，这些成功应用说明斑点成像术已成为太阳高分辨观测的主流方

法之一。相位差法虽然提出较早，但应用在太阳上的文献报道在 1994 年才出现
[42–44]

，且是由

Löfdahl 和 Seldin 各自的团队独自提出的算法实现的，随后相位差法发展成熟，也开始广泛
应用在太阳像复原中

[52–54]
。

斑点成像术和相位差法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现已经是几个地面大口径太阳望远镜的

主要重建方法。比如美国 NST 就以升级优化后的 KISIP 为其主要重建程序，其算法核心正
是 K-T 法和斑点掩模法；德国 VTT 和 GREGOR 采用的重建算法也是斑点成像术；而瑞
典 SST 重建其多个通道的观测数据采用的算法是多帧盲反卷积和斑点相位差法。中国 1 m
新真空太阳望远镜 NVST 的数据处理分两个级别——Level1 和 Level1+, 其中 Level1 重建
算法采用选帧位移叠加法，而 Level1+ 的重建算法采用的正是斑点掩模法。图 8 展示的是
NVST 斑点掩模法重建色球和光球的一个实例。

注：数据日期 2014 年 10 月 3 号，活动区 AR2178。

图 8 NVST 高分辨率色球 (6 563 Å) 和光球 (7 058 Å) 重建像

除了传统的单一通道的高分辨率重建，斑点成像术和相位差法也有一些新应用和发

展。Keller 和 von der Lühe
[55, 56]

在 1992 年提出一种新方法来实现多个观测波段的高分辨重
建，他们用斑点重建法重建宽带，用得到的 PSF 去退卷积窄带，他们称这种方法为斑点退卷
积法。用斑点退卷积方法不仅大大提高重建速度，重要的是保证了窄带的重建精度，这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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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的高分辨率重建方法也用在光谱和偏振数据处理中
[57–60]

。多帧盲反卷积和相位差法也在

类似的多通道数据重建中有应用，Van Noort 等人
[54]
就用多通道相位差法和盲反卷积复原了

G-band (430.5nm)、G-cont (436.4nm) 和 CαII-H (396.8nm) 像。同时斑点成像术和相位差
法也在自适应后的图像重建中得到应用和发展

[50, 61]
，比如 Puschmann 等人

[62]
研究了自适应

后的振幅重建问题，提出对改正点不同距离区域用不同的 r0 来估算传递函数的方法。

除了在观测中的应用外，两类方法在算法优化和算法提速方面也有发展，而进展最大的

是斑点成像术。比如算法优化方面，Dente 等人
[63]
研究了互谱法和重谱法中相位重建的优化

问题，提出最小误差函数来提高相位重建精度。在算法加速方面，2001 年有文献报道
[64]
美国

大熊湖太阳天文台通过集群技术实现了斑点并行加速重建，以 1 000× 1 000 的数据为例，他
们将重建时间由原来的 20 min 缩短到 57 s。Wöger 等人

[65]
为了提升下一代大口径太阳望远

镜 ATST (Advanced Technology Solar Telescope) 的高分辨重建速度，研究了基于 GPU 并
行技术的斑点重建加速方法，他们在 50 个 GPU 组合的集群里整合了 KISIP 程序包，实现
了 3 s 内重建一组 80 帧 4 000× 4 000 大小的数据。抚仙湖团队也利用云南天文台超算系统
实现了 NVST 数据 Level1 和 Level1+ 级别重建加速

[66, 67]
：通过实验，实现了在 220 节点

下，重建一组大小为 1 024× 1 024 (100 帧) 至 Level1 级别，由原来的 30 s 缩短到 2.3 s；重
建一组大小为 2 560× 2 160 (200 帧) 至 Level1+ 级别，由原来的 70 min 缩短到 48 s。

7 小结和展望

对太阳活动现象的深入研究需要高空间分辨率的观测资料。基于统计重建的斑点成像术

和以盲反卷积为基础的多帧盲反卷积、斑点相位差法目前已是地基太阳望远镜高分辨率数据

重建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优缺点，实际观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

的方法。随着观测技术的发展，当前几大太阳望远镜的高分辨率观测已普遍采用自适应光学

技术和高分辨率图像重建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比如 NST 就采用自适应光学和斑点掩模法相
结合获取高分辨率数据，SST 也采用自适应和多帧盲反卷积及斑点相位差法获取多个波段的
高分辨率数据，NVST 也将结合即将升级完善的 151 单元自适应和斑点掩模法重建多通道高
分辨率数据。我们相信，未来下一代地基大口径太阳望远镜高分辨率观测模式将仍然是自适

应光学结合高分辨率图像重建技术，并且，随着观测技术和并行计算技术的发展，有望实现

实时的高分辨率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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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von der Lühe O. A&A, 1983, 119: 85

[31] Zhai C, Shao M, Goullioud R, et al. Proc.RSA, 2011, 467: 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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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von der Lühe O. A&A, 1994, 281: 889

[49] Denker C, de Boer C R, Volkmer R, et al. A&A, 1995, 296: 567

[50] Denker C, Mascarinas D, Xu Y, et al. Solar Phys, 2005, 227: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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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Wöger F, Ferayorni A. SPIE, 2012, 8451: 84511C

[66] Li X, Wang F, Xiang Y, et al. JKAS, 2014, 47: 43

[67] Li X, Liu Z, Wang F, et al. PASJ, 2015, 67: 47

High Resolution Solar Image Reconstruction

XIANG Yong-yuan1,2, LIU Zhong1, JIN Zhen-yu1, YANG Lei1

(1. Yunnan Observatori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01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solar observ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in-depth studying of

the solar atmosphere and solar physics problems. Ground-based large diameter solar tele-

scopes often obtain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images by the adaptive optics (AO) technique and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The AO can well reduce the low-order aberrations but

still remains residuals significant. As the AO correction is partial,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is being in demand to further correct the higher-order aberrations. Current solar

imag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s mainly include the speckle imaging and the phase diversity.

The speckle imaging techniques are some kinds of high resolution reconstruction methods

based on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The most used methods are the speckle interferometry

and the speckle masking. The phase diversity is a method to recover the object from the

focal image and the defocused image in the absence of the atmospheric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firstly, we introduce the principle of the speckle imaging methods. Then describe the

basic processes and several key steps of the solar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eckle imaging. The

main steps include flat-field correction, data alignment, segmentation, amplitude and phase

recovery. We also introduce the principle of the multi-frame blind de-convolution and the

phase diversity. A simple diagram is shown to distinguish their differences. We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kle imaging and the phase diversity. Finally, we expou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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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solar high resolution observations. The main

methods of the solar image reconstruct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big telescopes are still the

speckle imaging technique and the phase diversity, and we believe the real-time observation

of the sun will achie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y.

Key words: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reconstruction; solar image; speckle imaging; phase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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