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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彩色航空影像上阴影区域信息补偿的方法。试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对彩色航空影像上人

工地物的阴影区域信息补偿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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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影像上阴影的处理包括阴影区域的检测和阴

影的消除或阴影补偿两方面内容。实际上 ,航空影

像上每个像元的亮度或色彩都是太阳光照函数和地

物反射函数的复合函数 ,由于这一复合函数非常复

杂 ,从理论上讲 ,要完全消除影像上的阴影 、恢复阴

影区域中地物的本来面目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阴影

中有亮度和色彩信息 ,这就为对阴影中的信息进行

补偿提供了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阴影信息进行

补偿的同时 ,能否做到完全不改变非阴影区域的信

息。传统的图像处理算法 ,如直方图变换 、同态滤波

等[1] ,虽然对改善影像的阴影有一定作用 ,但同时也

改变了非阴影区域的信息。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

影像上阴影的补偿也提出过一些算法[ 2 ,3] ,但至今还

没有一种被大家所公认的有效方法。

1　阴影区域信息补偿原理

通常构成影像的光照函数和反射函数具有明

显不同的频谱特性 。对于前者 ,因为整个场景的

光照亮度一般是缓慢变化的 ,因此 ,光照函数集中

在影像亮度的低频段;而地表景物因具有细节 、边

缘和纹理等特征而使反射函数集中在影像亮度的

高频段。影像上的阴影区域则主要是由于光照不

足引起的 ,从而造成相应区域影像亮度小 ,颜色信

息缺乏 ,这就相当于在阴影区域的景物反射函数

上乘了一个较小的光照亮度函数 。因此 ,只要对

原始影像阴影区域的光照函数进行改正 ,并顾及

颜色信息 ,就可以对阴影区域进行信息补偿。

基于上述分析的彩色影像阴影区域信息补偿

方法 , 其主要算法包括 4 个方面:① 将影像从

RGB颜色空间转换到包含亮度信息的HSI颜色空

间;②对亮度值 I 进行数学形态学的开闭运算 ,

得到影像亮度的低频部分 IL;③对 IL作阈值处

理和带条件的腐蚀运算 ,将阴影区域和非阴影区

域分离;④在 RGB颜色空间里 ,通过亮度信息对

原始影像阴影区域中的 R 、G 、B 分量分别进行调

整 ,以达到阴影补偿的目的。

2　阴影区域信息补偿方法

2.1　分离亮度低频

从上述分析可知 ,影像上由光照函数形成的亮

度值应局部均匀 ,并主要集中在低频段 ,因此 ,可以

考虑用影像本身的亮度低频来近似代替整张影像

应有的光照函数。实际上 ,影像的亮度值还包含有

地物的反射特性信息 ,为了去掉地物的反射信息而

只近似保留光照函数信息 ,笔者选择了基于灰度形

态学的滤波算法来分离亮度的低频信息[ 2] :

IL(x , y)=f o(fc(I(x , y), g),g) (1)

式中 , x 、y 是影像坐标;I(x , y)是影像的亮度函

数;IL(x , y)是影像亮度的低频部分;f c 是闭运算;

fo是开运算;g 是结构元素 ,一般取 3×3 或 5×5

的矩阵。图 1是对影像亮度进行低频分离的例子。

2.2　模拟光照亮度函数

为了模拟光照亮度函数 ,需要对上述得到的

亮度低频 IL(x , y)分别作亮度阈值处理和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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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影像亮度低频分离结果

Fig.1　Results of Low Frequency Separation of Intensity

的腐蚀运算处理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尽

可能地把 IL(x , y)中所包含的地物反射信息去

掉 ,以分离阴影区域和非阴影区域;同时又不能改

变阴影区与非阴影区的边界。

为了分离影像上的阴影区和非阴影区 ,对亮

度低频 IL(x , y)作如下阈值处理:

IL′(x , y)=

　low , 　　　IL(x , y)<low

IL(x , y), low ≤ IL(x , y)≤high

　high , 　　　IL(x , y)>high

(2)

式中 , high 、low 是两个阈值(high>low),分别表示

非阴影区和阴影区的光照亮度 ,其值可通过对影

像的学习人为设定 ,也可通过对影像的灰度直方

图分析得到。由于光的衍射作用 ,影像上的人工

地物在远离光照方向一侧的阴影和非阴影区边界

处其亮度并非是突变的 ,而表现为平缓变化 ,称这

一区域为阴影过渡区域 ,如图 2所示 。对这一区

域的阴影必须单独处理 ,其亮度阈值范围可由式

(2)中的 low≤ IL(x , y)≤high进行确定。

图 2　阴影边界亮度变化示意图

Fig.2　Intensity Change on Shadow Edge

2.3　带条件的腐蚀处理

灰度形态学的腐蚀运算定义为[ 4] :

(I -g)(x , y)=min
i , j
{I(x -i , y -j)-

g(-i , -j)} (3)

式中 , x 、y 是影像坐标;i 、j是结构元素坐标;I 为

影像的灰度值;g 为结构元素的灰度值。腐蚀运

算过程就是以结构元素 g(i , j)为模板 ,搜寻图像

在结构基元大小范围内的灰度差的极小值。

带条件的腐蚀运算定义为:

H(I(x , y))=

I(x , y), I(x , y)-k >

　　　(I -g)(x , y)

(I -g)(x , y), else

(4)

式中 , k 为常数 , 0<k <1 ,本文中 k 的取值为 0.

1 ,而 g(x , y)的值通常取为零 。

对 IL′(x , y)进行带条件的腐蚀运算有两个目

的:①对亮度变化平缓部分进一步平滑 ,以去除影

像上地物的反射特性信息。 ②由于 IL′(x , y)中仍

含有未被去除的地物反射特性信息 ,仅根据阴影区

的光照亮度值是不能把阴影区域完全分离出来的 ,

用带条件的腐蚀运算对 IL′(x , y)进行处理可以进一

步分离阴影区 ,如图 3所示。图 3(b)中箭头所指处

的条状亮线 ,经腐蚀运算后在图 3(c)上已不存在 ,

这也正好说明了阴影是连通闭区域的特性。

图 3　带条件的腐蚀运算结果

Fig.3　Results of Conditioned Erosion Operation

2.4　阴影的补偿

由于航空摄影时对天气条件的特殊要求 ,影像

上的阴影区域往往表现得较暗 ,而且蓝色分量较大 ,

这是因为阴影区的光照主要来自天空的蓝色散射

光 ,所以在对影像阴影区域亮度和色彩进行补偿时 ,

应对阴影区域的蓝色分量进行适当抑制 ,选择在

RGB颜色空间里对原始影像进行亮度和颜色调整:

RGB′(x , y)=

R(x , y)×k
a

G(x , y)×k
a

B(x , y)×k
b

(5)

式中 ,R(x , y)、G(x , y)、B(x , y)分别是原始影像的

红 、绿和蓝光分量;k =high/ IL′(x , y);a 、b 为颜色调

整参数 ,其值一般取1左右 ,且 a>b。本文取 a=1.

0 ,b=0.8 ,以抑制蓝光分量的补偿程度。

对于非阴影区域 ,由于 IL′(x , y)=high ,即 k =1 ,

所以式(5)实际上只是对阴影区域的亮度和颜色进

行了调整 ,非阴影区域的影像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3　试验结果分析

本文对若干幅彩色航空影像上阴影区域的信

息补偿进行了试验 ,这里只给出其中的一组试验

结果 ,如图 4所示 。

在图 4(a)中箭头所指处 ,虽然白色小汽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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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阴影补偿试验结果

Fig.4　Results of Shadow Compensation

于阴影区域内 ,因其亮度值仍然大于阈值 low ,而

被误认为是非阴影区 ,但经过带条件的腐蚀运算

处理后 ,对应的白斑已基本消失 ,如图 4(b)所示;

经过阴影补偿处理的影像如图 4(c)所示。试验

结果表明 ,本文所提出的阴影补偿算法 ,虽然不能

完全消除影像上的阴影 ,但能有效地改善阴影区

域的影像信息 ,使阴影中的地物更加清晰 ,并且对

非阴影部分的影像没有影响。

若将上述方法用于航空影像上树木的阴影补

偿 ,则在阴影信息得到补偿的同时 ,树木的层次感或

立体感将受到影响。这是因为树木除了在地面上有

阴影外 ,树冠处由于高低起伏和叶子的遮挡也有阴

影 ,这部分阴影会随着地面上的阴影一起得到补偿。

图5(a)为树木的原始影像 ,图 5(b)为经阴影

补偿处理后的结果 。可以发现 ,阴影补偿后树冠

处变得模糊而缺乏层次感 。若要保持树木的层次

感不受影响 ,可考虑在处理前将树冠纹理部分剪

去 ,并填上白色 ,待阴影补偿完成之后再把树冠纹

理贴回去 。虽然白色亮度值很大 ,但其将不影响

阴影补偿处理的过程 。

图 5　树木的阴影补偿

Fig.5　Shadow Compensation of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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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method for the shadow compenrsation on color aerial photograph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improve the visibility of features in the shadowed

regions created by buildings while retaining non-shadowed regions un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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