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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点光源照射的亮度不均匀使获得的海底视像图像的灰度分布极不均匀 ,给海底多金属结核矿物的

颗粒自动识别 、粒径测量 、储量的计算带来误差。本文针对点光源照射的多金属结核海底视像图像 ,提出了 3

种方法进行灰度不均匀校正 ,并作了比较。实验结果表明 ,统计原图灰度值的二维分布特性 , 用二阶三次多项

式函数拟合此灰度分布 ,再逐像元进行灰度位伸的方法能更有效地消除点光源对海底视像图像灰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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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视像图像处理的一般过程[ 1]为:①通过

光学深拖系统获取数字图像;②对图像进行平滑

滤波消去噪声;③消除点光源引起的亮度不均匀

的影响;④对图像进行几何纠正(包括姿态角纠正

和高度归一化);⑤图像编辑与图像测量分析 。

在上述过程中 ,消除点光源的影响是关键 ,其

结果直接影响图像二值化的效果 、图像测量和分

析的精度。理想情况下 ,点光源模型为各处照射

光的强度与到光源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 2]
。但实

际上 ,在 500个大气压力下的大海深处 ,照射光和

反射光受海水和其他物质的吸收和散射作用 ,环

境复杂 、干扰因子多 ,理想的点光源模型很难去实

测或反演 ,因此 ,几乎不可能使用理想模型来消除

点光源的影响。

一些图像处理软件 ,如 PhotoShop , ERDAS

Imagine , ENVI 等 ,虽然提供了强大的图像处理

功能 ,但对于点光源引起的亮度不均匀图像的处

理 ,却是一个空白 。笔者参与开发的专用海底视

像图像处理软件(SBImager)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 ,其中 , SBImager 的研究包括灰度不均匀纠正

的海底视像图像处理方法 。使用的方法都避免点

光源模型 ,因而采用了局部滤波增强 、点光源背景

图—图像相减 、统计拟合拉伸 3种方法 ,较好地消

除了点光源对海底图像的影响 。

1　海底视像图像的获取

海底视像图像是从 5 000多 m 以下的深海中

获取的 ,人工点光源放置在照相机或摄像机旁 ,距

海底约 3m 。点光源照射海底后 ,海底地物(主要

是多金属结核)反射光经海水吸收 、散射 、折射后 ,

在照相机或摄像机焦平面上成像。所用摄像机及

照相机的各项参数如表 1所示 。

　　摄像机采集的图像为连续数字图像 ,每帧大

小为 504像元×417像元 ,每秒采集 27帧 。由于

相邻两帧间的重叠度很大 ,且因图像运动而模糊 ,

表 1　所用成像仪器的各项参数

Tab.1　Camera' s Parameters

摄像机 1

CCD 镜头

长度/mm 宽度/mm
焦距/mm

摄像机 2

CCD 镜头

长度/μm 宽度/μm
焦距/mm

照像机

底片

长度/mm 宽度/mm
焦距/mm

12.7 9.525 12.5 9(1 524个) 9(1 024个) 28 36 24 37.3

　收稿日期:2000_06_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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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有些难以辨认的金属颗粒 ,因此 ,从中挑选

质量较好的图像进行处理 。但图像上存在着规则

条带噪声需要剔除。

照相机图像的介质为底片 ,经数字化后大小

为 803像元×565像元 ,少量图像因底片划痕有

孤立亮点噪声。本实验采用的是照相机图像 。

2　海底视像图像的特点

从国外引进的光学深拖系统在人工点光源照

射下 ,通过照相机或摄像机获取 5 000 多 m 深海

下的多金属结核视像图像 ,并通过图像处理技术

提取海底矿物储藏量信息 。光学深拖系统是详细

调查海底多金属结核分布情况 、进行定量分析的

重要手段 ,其图像数据处理的精度直接影响我国

对海底矿物开采的决策。

深拖系统得到的海底视像图像具有鲜明的特

点 ,图 1为未经处理的原始图像 ,图 2显示了原始

图像上第 263行像元的灰度值分布 。

图 1　原始图像

Fig.1　Original Image

图 2　原始图像第 263行像元的灰度分布

Fig.2　Grey Distribution of Line 263

(Original Image)

　　其特点概括如下:

1)海底图像的地物背景主要是海底泥沙 ,地

物目标主要为金属结核。在可见光照射下 ,泥沙

为浅色 ,金属结核一般为深色的近圆形颗粒。

7 000多 m 长的缆绳的一端是母船 ,另一端是拖

体。由于母船前进时随海浪起伏上下运动 ,跟随

母船的拖体也随着海浪上下运动 ,因此每幅图像

的摄影高度不可能相同 ,且金属结核的实际尺寸

也不一样 ,所以图像上金属结核的直径表现为从

数个像元到数十个像元不等。金属结核的分布密

度也有很大差别。部分金属结核上覆盖着泥沙或

其他残留物 ,在图像上呈现浅色。另外 ,部分金属

结核在光源照射下留有阴影 ,甚至背景物泥沙因

凹凸不平也有阴影 ,阴影在图像上呈深色。

2)光照射的最强处不一定是图像中心点

(w/2 , h/2)。因人工点光源放置在摄像机或照相

机旁 ,获取图像时 ,摄像机或照相机有一定的倾角

(倾角可以通过仪器测量得到),而海底各处照射

光的强度主要与到光源的距离有关 ,所以光照射

最强处不一定是图像中心点。

3)图像灰度分布不均匀。主要表现为图像

中间亮 ,边缘暗 ,这样的图像如果直接进行二值化

处理 ,阈值难以确定 。如果选取的阈值小了 ,中间

是大片白色;反之 ,如果阈值大了 ,图像四周全是

黑色。无论怎样 ,效果较好的二值化图像都集中

在黑色区域与白色区域之间很窄的一环状区域

中 ,且图像边缘的颗粒显得比中间的颗粒要大。

图 3是阈值为 127时的二值化图像 。

4)图像反差分布不均匀。主要表现为图像

中间反差大 ,边缘反差小 。越靠近图像中间 ,反差

越大 ,颗粒边界越清晰 ,人眼越易识别;越接近图

像边缘 ,颗粒与背景间反差越小 ,边界越模糊 ,人

眼越难辨认。

图 3　对应二值化图像

Fig.3　Original Image Bin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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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亮度不均匀的海底视像图像的灰
度校正

　　方法 1　使用局部增强滤波器对图像进行滤

波[ 3] ,用以调整图像各部分的灰度和反差 ,从而

使图像整体上灰度 、反差达到一致 。

滤波器为:

f(x , y)=(g(x , y)-mg)×r1 +r2

式中 , g(x , y)为原始图像上某点灰度值;f(x , y)

为图像经滤波后在该点处的灰度值;r1 =

(sf/ sg)
1+c×(sf/ sg)

是滤波前后图像上某点局部邻域

内的灰度方差之比;r2 =(1-b)×mg +b ×m f

为滤波后图像上某点局部邻域内的灰度均值 。其

中 , mg 为原始图像上某点局部邻域内的灰度均

值;m f 为图像经滤波后在该点局部邻域内的目

标均值;sg 为原始图像在该点局部邻域内的灰度

方差;s f 为图像经滤波后在该点局部邻域内的目

标方差;b 为亮度系数;c 为方差系数;b 、c 均在

0 ～ 1之间变化。当 b=0时 , r2=mg ,滤波后图像

上某点局部邻域内的灰度均值将被强制到 mg

(保持不变);当 b=1时 , r 2=m f ,滤波后图像上

某点局部邻域内的灰度均值将被强制到 mf ;当

c=0时 , r1 =sf/ sg ,滤波后图像上某点局部邻域

内的灰度方差将被强制到 s f 。

海底图像由于受点光源影响 ,图像中间与图

像边缘的灰度和反差都相差很大 。现设置 b =1 ,

c=0 ,对图1中的海底图像进行滤波 ,使图像在不

同位置处的灰度均值和灰度方差都具有近似相等

的目标均值 m f 和目标方差 sf 。这样图像经滤波

后 ,灰度和反差小的区域的灰度和反差增大 ,灰度

和反差大的区域的灰度和反差减小 ,使得原来灰

度和反差分布不均匀的图像从总体上达到了一

致。如图 4所示 ,海底图像边缘部分灰度和反差

均有明显增加。图 5为经滤波后的图像上第 263

行像元灰度分布 。

　　方法 2　先提取图像上各像元局部邻域内的

最大灰度值 ,形成近似的点光源背景图 ,再将原图

与点光源背景图作图像相减运算 ,以消除点光源

的影响。

在图 2中 ,横轴代表图像列向坐标 ,纵轴代表

图像上某一行的像元灰度值(0 ～ 255)。因为金属

结核图像的地物背景是泥沙 ,地物类型单一 ,泥沙

灰度值的分布与点光源照射强度分布很相似 。利

用图像上各像元局部邻域内的最大灰度值生成新

图像 ,作为近似的点光源背景图 ,图 6为点光源背

景图上第 263行像元的灰度分布曲线。

图 4　局部增强滤波结果

Fig.4　Result o f Local Enhacement and Filtering

图 5　图像滤波后第 263 行像元的灰度分布

Fig.5　Grey Distribution of Line 263 af ter

Local Enhancement and Filtering

图 6　点光源背景图上第 263 行像元的灰度分布

Fig.6　Grey Distribution of Line 263 in Backg round

Picture Produced by Point Light Source

　　文献[ 2]指出 ,在理想情况下 ,海底某点处接

收到的点光源照射强度与该点到点光源距离的平

方成反比 ,即主要与距离有关。在该点局部区域

内 ,各点到点光源的距离值相差很小 ,可以假设该

点局部区域内的各点接收到的点光源照射强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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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数 。

在提取局部区域内图像的最大亮度值时 ,局

部邻域不能太大 ,否则上述假设不能成立;局部邻

域也不能太小(至少要大于金属结核的尺寸),否

则局部邻域内可能只有金属颗粒不含泥沙 ,就不

能作为近似的点光源背景图。

方法 2的结果如图 7所示 。图 8为原始图像

与点光源背景图作减法运算后第 263行像元灰度

分布 。

图 7　点光源背景图—图像相减结果

Fig.7　Result of Image Substracting with

Backg round of Point Light Source

图 8　图像相减后第 263 行像元的灰度分布

Fig.8　Grey Distribution of Line 263

after Image Substracting

　　方法 3　统计原图灰度值的二维分布特性 ,

用二阶三次多项式函数拟合此灰度分布 ,再逐像

元进行灰度拉伸 。

在理想平行光照射下 ,海底各点处接收到的

照射强度均一 ,图像上各部分的灰度均值与反差

是一致的;但在点光源照射下 ,由于海底各点处接

收到的照射强度不均一 ,使图像上各部分的灰度

均值与反差不一致 ,中间部分比边缘部分不但灰

度值大而且反差也大 ,如图 2所示 。在方法 2中 ,

对图像进行减法运算 ,只调整了图像的灰度 ,现对

方法 2进行改进 ,进一步调整图像反差 。

海底图像上只有两类地物:背景是泥沙 ,目标

是金属结核。在图像各点一定大小的局部邻域

内 ,最大和最小灰度值分别代表了泥沙和金属结

核 ,这两类地物间的反差随空间位置的不同而不

同(越靠近图像中间 ,反差越大;越靠近图像边缘 ,

反差越小)。

统计海底图像灰度分布规律 ,即提取图像上

各个像元局部区域内的灰度最大值和最小值 ,分

别用二阶三次多项式函数拟合:

gmin(x , y)=a0 +a1 x +a2 y +a3 x
2
+a4 xy +

a5 y
2 +a6 x

3 +a7 x
2
y +a8 xy

2 +a9 y
3

gmax(x , y)=b0 +b1 x +b2y +b3 x
2
+b4 xy +

b5y
2 +b6 x

3 +b7 x
2
y +b8 xy

2 +b9y
3

　　为了使两类地物间的反差达到最大 ,采用线

性拉伸的办法 。对于点(x , y),原始图像上的灰

度值为 g(x , y),拉伸后灰度值为 f(x , y):

f(x , y)=[ g(x , y)-gmin(x , y)] ×

(f max - fmin)/(gmax(x , y)-gmin(x , y))

式中 ,(fmax-f min)为拉伸后两类地物间反差 ,取

常数 255-0=255。统计拟合拉伸结果如图 9所

示。图 10为拉伸后图像上第 263 行像元的灰度

分布 。

图 9　统计拟合拉伸结果

Fig.9　Result of Image Statistical

F itting and Stretching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笔者选取了一幅典型的海底视像图像(获取

时间为 1998年 7月 19 日 18:13:31)进行灰度不

均匀校正处理 。为了比较 3种方法处理结果对于

消除点光源影响的效果 ,对所有图像目视效果及

图像上第 263行像元灰度分布曲线进行了比较。

1)图 2表明 ,原始图像第 263行像元的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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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曲线呈抛物线型 ,它代表了灰度一维分布的

总趋势:两端灰度低 ,由外向里灰度逐渐增加;抛

物线上遇到金属结核下陷一个“坑” , “坑”的深浅

随位置而变 ,它代表了局部图像灰度反差的大小 ,

即图像中间反差大 ,则“坑”深;图像边缘反差小 ,

则“坑”浅 。

图 10　拉伸后图像第 263 行像元的灰度分布

Fig.10　Grey Distribution of Line 263 after

Image Statistical Fitting and Stretching

　　2)图 5表明 ,方法 1的结果使抛物线形状发

生了改变 , 与图 2 相比更加平直。图 4 表明 ,

方法 1的结果与原始图像相比 ,部分地消除了点

光源对海底图像的影响 ,扩大了目视效果较好的

海底图像的范围 。但滤波器参数较多 ,不易选择 ,

如滤波窗口的大小是很重要的参数之一 ,应随金

属颗粒分布的密集程度而变化 。

3)图 6显示了第 263行像元中背景地物的

灰度分布曲线;图 8表明 ,方法 2的结果与原始图

像相比 ,基本上消除了点光源引起的海底图像上

灰度分布不均匀的影响。不足之处在于:虽然抛

物线被拉成了一条直线 ,但其上“坑”的深浅仍随

位置而变 ,图 7也表明 ,处理后图像上各部分的反

差仍然分布不均匀。

4)图 10 表明 ,第 263 行像元的灰度和反差

分布均匀 ,不再随位置而变。从图 9可以看出 ,处

理后图像的颗粒清楚 ,边缘与中间图像无明显差

异 ,点光源的影响已完全消除 。其缺点是:由于采

用二阶三次多项式函数拟合最大 、最小灰度分布 ,

在边缘处有时出现最大亮度值反而比最小亮度值

要小的情况。

在整个实验中 ,虽然没有采用理想点光源的

模型 ,但是采用本文所提出的图像处理和统计算

法已能够剔除点光源引起的亮度不均匀的影响 ,

并且算法简单 、速度快 ,在海底视像图像处理中很

实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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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exist abundant multi_metal g rains in over 5 000 m deep sea floo r.In order to ex-

ploit the deep_sea floor mineral ,we have taken some deep_sea floor pictures for study.Fig 1 show s

a typical picture.There are dark metal grains pixels (the target objects), and grayer sands pixels

(the backg round objects).Point light source is necessarily used when w e take pictures for it is

very dark in deep_sea f loor.However , it causes serious non_uniform illumination in these pictures ,

which enlarges erro rs when measuring grain' s radius and calculating mental conservation.

535第 6 期　　　　　　　　　金淑英等:海底视像图像的灰度不均匀校正方法的研究　　　　　　　　　　　　



　　Three simple methods are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fo r removing the non_unifo rm exposure ef-

fects.(1)Local enhacement and filtering.By set ting appropriate parameters in the filter ,we can

force the brightness and contrastness of pixels in a local w indow into appointed target mean g rey

and contrast value.As a result , the brightness and contrastness w ill be improved in insufficient ex-

posure area , partly reducing non_illumination effects.(2)Substracting the source image f rom the

background image , which merely consist of sands pixels by ex tracting the local maximum grey val-

ue.I t is not easy to decide the local w indow size to make it appropriate for no t only being large e-

nough to contain at least one pixel of metal grain and one pixel of sands but also being small e-

nough to make the intensity of the point light source dist ributed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inside

this local w indow .Generally , i t changes w ith the size and density of metal grains in digital image.

After image subst racting ,most of the effects of non_uniform illumination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he deep_sea floo r pictures.(3)Statist ical fit ting g rey dist ribution and st retching.First we calculate

the local max imum and minimum grey value all over the image using the above second method ,

then fit tw o planar cubic equations w ith these statistical data , and then based on the fit ted data all

over the image , st retch the gray value pixel by pixel.

Theo retically , the third method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second one , and can com-

pletely remove the ef fects of non_illuminat ion f rom the image.For analy zing and compa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 rey value before and af ter each processing step , we give the t rendlines of g rey

value of pixels in line 263 , which ref lects the one_dimentional g rey and contrastnes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in these pictures.From the trendlines , we can draw a conclution that the last ap-

proach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o ther tw o in removing point light source exposure ef fect from

deep_sea floor pictures.In a w ord , though we do not make use of the ideal model of point lig ht

source in the w hole experiment ,we have also solved the problems.The approaches employed here

demonstrate the ef fectivenes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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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ven grey rectification

　　JIN Shuying , female , 26 , Ph.D candidate.She is engaged in remo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Her main achievements include remo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 ——— GeoImager and deep_sea floor pictures processing ——— SBImager.

　　E_mail:jsy@rcgis.wtusm.edu.cn

启　　　事

　　敬请各位作者投稿用 E_mail 传送过来的同时 ,请将打印稿

(一式二份)也寄过来。谢谢合作。

本刊编辑部　

536　　　　　　　　　　　　　　　　　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200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