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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光衍射、“刀刃”曲线与影像模糊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自动获得墙面纹理中直线特征的亮

度分布模型———“刀刃”曲线，通过重新调整曲线分布的陡峭程度来改善航空纹理视觉效果，并进行了验证，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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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真三维景观模型的建立需要获取大量与

建筑有关的墙面纹理数据，从数字航空影像中获

取建筑的纹理信息是目前较为经济、快捷的方

式［１］。但是，由于航摄距离较远，摄影过程中的大

气散射以及光本身的衍射作用（还存在物镜像差

以及摄影系统其他介质的影响）往往会导致影像

模糊，从而引起影像质量的下降。模糊图像的处

理是图像处理领域的一大难题，处理技术主要包

括图像复原和图像增强两大类。图像复原技术通

过分析各种模糊成因，如光学离焦和线性运动造

成的模糊等，在正确建立退化模型的基础上形成

了各种复原滤波器［２～４］对模糊图像进行处理；图

像增强技术则一般要借助于人的视觉系统的特性

以取得较好的视觉效果［５］。

尽管图像复原和图像增强技术考虑问题的出

发点不同，但两者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输入图

像的视觉质量，且处理图像的效率和效果各有千

秋：前者在消除由于点扩散以及匀速直线运动等

因素造成的图像模糊方面效果较好，但算法的实

现比较复杂，计算量大，且对于模糊的成因要有明

确的认识；后者实现较简单，但对整张图像进行处

理时，单纯增强图像的对比度或改善图像的灰度

层次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当采用同态滤

波时，截止频率的选择则要根据具体的光源特性

来确定。本文结合图像复原技术和图像增强技术

的特点，从航空影像中的直线特征出发，通过分析

航空影像的模糊机理（“刀刃”曲线的形成），利用

局部图像增强（重新调整“刀刃”曲线分布）来简

单、快速地对目标图像进行处理，从而改善航空纹

理质量，形成“好”的视觉效果。

１　航空影像的模糊机理分析———

“刀刃”曲线的形成

　　目标特征边界两侧邻域的灰度变化对于形成

清晰的视觉效果有明显的影响。光的衍射效应主

要导致了航空影像中直线特征边界的扩散以及模

糊现象的产生，这一过程可由点扩散函数、线扩散

函数以及“刀刃”曲线来描述［６］。

　　实际的空间对象都具有一定的宽度和厚度，其

边界总是位于某一个空间平面上，因此，当该对象

不透明时，可见的边界可认为是两个半平面的分界

线：一个半平面完全受光（亮平面），另一个半平面

则被其所处的空间平面所遮挡。事实上，这一过程

类似于在感光材料的表面压放一把刀片进行曝光，

则刀刃边界的构像（“刀刃”曲线）可看作是亮平面

上的所有亮点构像的集合，如图１。进一步地，当

把整个亮平面看作是如图２所示由无穷多个非常

密集的与刀刃边界相平行的狭长亮线所组成时，

“刀刃”曲线上的任意一点狓０ 处的光强分布犐（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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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每一点所对应的线扩散函数的总和，整个“刀

刃”曲线呈现出图１中平缓的“Ｓ”形状。

图１　“刀刃”曲线

的成像过程

Ｆｉｇ．１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ｔｅｐＥｄｇｅ”Ｃｕｒｖｅ

　　

图２　“刀刃”曲线及其

理想分布形态

Ｆｉｇ．２　“ＳｔｅｐＥｄｇｅ”Ｃｕｒｖｅａｎｄ

ＩｄｅａｌＳｈａ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上述过程表明，由于衍射效应的存在，直边地

物经光学成像系统后的构像，其边界两侧的亮度

变化在空间上有了明显的改变，在“积分”作用下

由原来剧烈的阶跃变化平缓过渡为“Ｓ”形状的

“刀刃”曲线（见图２），而正是这种边界两侧的亮

度平缓导致了影像清晰度的下降。对影像的认识

和评价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决定于人眼的亮

度适应和区分能力，而大量实验结果表明，人的视

觉系统有着趋向于过高或过低估计不同亮度区域

边界的现象———马赫（Ｍａｃｈ）带效应，并且人眼对

某个区域亮度的感觉还与其所处的背景密切相

关，亮度差异（对比度）越大，细节区分能力越

强［５］。据此而言，“刀刃”曲线的形成不仅降低了

实际边界两侧影像的对比度，还产生了“逆”马赫

带效应，当这种平缓达到一定的程度，超过了人眼

亮度适应和区分的最小能力时，必然使人眼产生

模糊感，并且“刀刃”曲线越平缓，给人眼所造成的

模糊感越强。

２　航空影像纹理视觉改善的具体实现

作为对上述模糊机理分析的直观判断，陡峭

的“刀刃”曲线将可能提高影像的清晰度。一般

地，航空影像中建筑墙面的纹理特征是很明显的，

主要由直线特征（窗格子及门洞）构成，这就意味

着，可通过对墙面纹理中直线特征邻域内的灰度

分布进行适当的调整，即将“刀刃”曲线中的平缓

部分从两侧向中间进行“挤压”，来获得较清晰的

影像结果，这实质上是一个对图像进行局部增强

的过程。从空域的角度出发，进行图像局部增强

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

１）确定需要增强的局部区域。这是一个自

动化处理较困难的过程，需要人工选定目标区域。

２）确定局部空域增强算法，即采用何种算法

对目标区域内的像素值进行变换，以得到所需的

增强效果。利用目标区域或全局区域内像素属性

的统计特性，如直方图、邻域内像素的均值和方差

等来确定变换或转移函数，这是常采用的方法。

就对“刀刃”曲线进行“挤压”这一特殊的图像

局部增强过程而言，必须考虑整体图像的视觉效

果，即要求陡峭增强后“刀刃”曲线应满足连续、光

滑的条件，且在单调性上与原始的“刀刃”曲线保

持一致，这对于避免不必要的马赫效应是非常重

要的。综合考虑上述图像局部增强的基本问题以

及对“刀刃”曲线“挤压”处理的特殊要求，“刀刃”

曲线的陡峭增强过程可归纳为解决以下３个方面

的问题。

１）阶跃中心位置狓０ 的确定，即确定出图２

中所示“刀刃”曲线中最陡峭的地方，也就是亮度

变化最剧烈的地方，该位置可利用精确定位的边

缘检测算子来自动确定。

２）阶跃邻域位置的确定，即确定出图２中所

示“刀刃”曲线上对应于理想阶跃模型上、下直边

边界的最佳位置狓犜、狓犅（狓犜＜狓犅）。理论上，“刀

刃”曲线向两边是无限扩散的，狓犜、狓犅 的最佳位置

应对应于曲线上最高、高低点，但考虑到“刀刃”曲

线的主要平缓部分出现在以狓０为中心的两侧狭窄

邻域内，因此沿“刀刃”曲线比较搜索两峰值点时，

可将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并以狓犜、狓犅 所截

断的“刀刃”曲线部分作为需要增强的局部区域。

３）局部“挤压”函数的确定。假定原始“刀刃”

曲线为犳（狓），陡峭增强后的“刀刃”曲线为犵（狓），则

对每个点狓进行的“挤压”变换可描述为：

犵（狓）＝犃（狓）［犳（狓１）－犳（狓０）］＋犳（狓０）（１）

式中，犵（狓）、犃（狓）、犳（狓）中自变量的取值与所选

邻域的位置和大小有关；犃（狓）称为“挤压”函数；

犳（狓０）称为“挤压”中心，是所选邻域内的一个常

数；犳（狓１）称为“挤压”边界，狓１＝狓犜 或狓犅。

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中，“挤压”函数的

确定非常关键，既要使“刀刃”曲线变得更为陡峭，

又要保持连续、平滑和单调性不变的条件。这里

选用反正切函数

狔＝ａｒｃｔａｎ（犽狓），狓∈犚，犽∈犚且犽＞０

作为“挤压”函数。将“刀刃”曲线进行垂直压缩

至 －π／２，π／［ ］２ 内，对比两者的曲线形状，从封二

彩图１中可以发现反正切函数能满足上述的图形

条件，并具有良好的“挤压”特性（犽越大，形状越

陡峭）。

为避免三维场景的渲染出现纹理扭曲、变形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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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失真现象，纹理影像需要进行几何纠正处理以

消除透视效果的影响。经过几何纠正处理后的建

筑墙面纹理上的直线特征往往呈水平或垂直分

布，可以利用边缘点的投影直方图直接确定出各

直线特征对应的“刀刃”曲线上发生阶跃变化的最

佳位置，该策略与汉字自动识别技术［７，８］的基本

原理是一致的。此外，由于建筑墙面的纹理是

ＲＧＢ表示的彩色影像，而对“刀刃”曲线的陡峭

增强处理是针对影像的灰度亮度值进行的，色度

坐标系模型的选择也应予以考虑。基于“刀刃”曲

线陡峭增强的航空建筑墙面纹理清晰算法整个实

现过程如封二彩图２所示。

１）颜 色 空 间 ＲＧＢ→ ＨＳＩ变 换 （封 二 彩

图２（ａ）、２（ｂ））。考虑到 ＲＧＢ的相关性，这里首

先利用色度坐标系模型将建筑墙面的纹理影像从

ＲＧＢ模式转换到ＨＳＩ模式，并以犐分量形成的灰

度影像犳′（狓，狔）作为后续直方图计算和边缘检测

处理的对象，相应的转换公式为［９，１０］：

ｍｉｎ（犚，犌，犅）＝犚：　犐＝ （犚＋犅＋犌）／３；犛＝１－犚／犐；犎 ＝ （犅－犚）／３（犐－犚）＋１

ｍｉｎ（犚，犌，犅）＝犌：　犐＝ （犚＋犅＋犌）／３；犛＝１－犌／犐；犎 ＝ （犅－犌）／３（犐－犌）＋２

ｍｉｎ（犚，犌，犅）＝犚：　犐＝ （犚＋犅＋犌）／３；犛＝１－犚／犐；犎 ＝ （犅－犚）／３（犐－犚）＋１

　　２）计算犳′（狓，狔）的灰度水平（或垂直）方向

投影直方图犕（封二彩图２（ｃ））。以纹理影像的

高度（或宽度）为犡轴，水平（或垂直）方向上的所

有像素点的灰度平均值为犢 轴，建立灰度水平

（或垂直）方向投影直方图。由于建筑墙面纹理影

像中窗格子的边界均分别平行于影像的边界，该

直方图实际上描述了所有直线特征的“刀刃”曲

线，并且通过累加求平均值，消除了随机噪声点对

“刀刃”曲线的影响。

３）边缘点检测及分析边缘点投影直方图，确

定出各直线特征及对应的“刀刃”曲线上发生阶跃

变化的最佳位置狓０。在影像犳′（狓，狔）范围内以

Ｃａｎｎｙ算子作为边缘检测算子，提取出单像素的

边缘点，形成二值化的边缘图（封二彩图２（ｄ）），

并以纹理影像的高度（或宽度）为犡 轴，水平（或

垂直）方向上的边缘点数为犢 轴，建立边缘点水

平（或垂直）方向投影直方图（封二彩图２（ｅ）、

２（ｆ）），从中搜索出波峰位置作为各直线特征的精

确位置及对应“刀刃”曲线上发生阶跃变化的最佳

位置狓０。

４）针对每个波峰位置，从 犕 中找出对应的

“刀刃”曲线并实施“挤压”处理（封二彩图２（ｇ））。

① 根据“刀刃”曲线，确定狓０、狓犜、狓犅 的位置。

由于Ｃａｎｎｙ算子是定位精度很高的边缘检测算

子，波峰的位置即被认为是“刀刃”曲线中发生阶

跃变化的最佳位置狓０，记该点在灰度直方图 犕

中的取值为犕０；在灰度直方图 犕 中，以狓０ 为中

心，沿两侧分别搜索狓犜、狓犅的位置，并记录相应的

灰 度取值分别为犕犜、犕犅。这里搜索范围不超

过４个像素，并要求搜索得到的狓犜、狓犅 与狓０间的

局部“刀刃”曲线是单调的，即要求 犕犜、犕犅 不小

于（或不大于）“刀刃”曲线上所有位于该点与狓０

间的点的灰度取值。

② 根据狓０、狓犜、狓犅 以及犕０、犕犜、犕犅 确定“挤

压”函数犃（狓）和“挤压”中心犿（狓０），犿（狓０）＝

犕０。令犔犜＝狓０－狓犜，犔犅＝狓犅－狓０，并取狋＝狓０±

０．５（当犔犅＞犔犜时，取“＋”；犔犅≤犔犜时，取“－”），

以狋为原点，将狓犜、狓犅 所截断的部分“刀刃”曲线

平移至狋，则选用的函数犃（狓）：狔＝ａｒｃｔａｎ（犽狓）可

由以下方式进行估计。

由于犽∈犚且犽＞０，则直接确定犽非常困难，

考虑到反正切函数无限接近于±π／２，并且犽的取

值决定了它接近于±π／２的速度，这里定义犔犻犿＞

０表示函数犃（狓，狔）在边界点狓犜、狓犅 处的取值与

±π／２间的距离，显然犔犻犿的变化趋势与犽是一致

的，但取值范围较小（实验结果表明，取犔犻犿∈

［０．０１，０．０５］具有较好的效果）。假定犔犅＞犔犜，且

犃（狓）＞０，则有：

ａｒｃｔａｎ（犽狓犅）＝π／２－犔犻犿犽＝

ｔａｎ（π／２－犔犻犿）／狓犅犽＝－ｃｏｔ（犔犻犿）／狓犅 （２）

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挤压”函数的表达式为：

狔＝２ａｒｃｔａｎ（－ｃｏｔ（犔犻犿）狓／狓犅）／π，

犔犻犿 ＞０，狓犅 ＞０，狔∈ ［０，１］ （３）

　　③ 对“刀刃”曲线上的点狓犼（狓犜＜狓犼＜狓犅）进

行灰度调整。式（３）实际上确定了“刀刃”曲线上

各点沿纵向进行灰度拉伸的比例系数，且灰度拉

伸的幅度分别由犕犜 与犕０、犕犅 与犕０ 间的灰度

差所决定，因此，式（１）可分解为如下四种情况：

犕犜 ＞犕犅且犃（狓）＞０：　犵（狓）＝犃（狓）（犕犜－犕０）＋犕０

犕犜 ＞犕犅且犃（狓）＜０：　犵（狓）＝犃（狓）（犕犅－犕０）＋犕０

犕犜 ＜犕犅且犃（狓）＜０：　犵（狓）＝犃（狓）（犕犜－犕０）＋犕０

犕犜 ＜犕犅且犃（狓）＞０：　犵（狓）＝犃（狓）（犕犅－犕０）＋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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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颜色空间 ＨＳＩ→ＲＧＢ变换（封二彩图２

（ｈ））。将处理后的灰度影像犳′（狓，狔）从 ＨＳＩ模

式转换到ＲＧＢ模式，得到最终的建筑墙面纹理的

彩色影像。相应的转换公式为［１１］：

０≤犎 ＜１：犚＝犐（１＋２犛－３犎犛）；犌＝犐（１－犛＋３犎犛）；犅＝犐（１－犛）

１≤犎 ＜２：犚＝犐（１－犛）；犌＝犐（１＋５犛－３犎犛）；犚＝犐（１－４犛＋３犎犛）

２≤犎 ＜３：犚＝犐（１－７犛＋３犎犛）；犌＝犐（１－犛）；犅＝犐（１＋８犛－３犎犛）

３　实验结果

本文对封三彩图３中建筑墙面①②③的纹理

进行了测试，该纹理均取自于航空影像，并经过几

何纠正处理。其中墙面纹理②的具体处理过程如

封二彩图２所示，彩图２（ａ）是原始墙面纹理；彩

图２（ｂ）是对原始墙面纹理进行颜色空间ＲＧＢ→

ＨＳＩ变换，并以犐分量形成灰度影像犳′（狓，狔）；封二

彩图２（ｃ）是以纹理水平方向为横轴，竖直方向为纵

轴得到的关于灰度影像犳′（狓，狔）的垂直方向灰度

投影直方图，根据搜索出的“刀刃”曲线上发生阶跃

变化的最佳位置狓０，可从该灰度投影直方图确定

出局部的“刀刃”曲线；封二彩图２（ｄ）是采用Ｃａｎｎｙ

算子对灰度影像犳′（狓，狔）进行边缘检测得到的二值

化的边缘图；封二彩图２（ｅ）是关于边缘图的垂直方

向边缘点投影直方图，对该直方图的进一步处理可

得到如封二彩图２（ｆ）所示，代表纹理中各直线特征

精确位置和相应“刀刃”曲线上发生阶跃变化的最

佳位置的“波峰”；封二彩图２（ｇ）是对以各“波峰”点

为中心的“刀刃”曲线进行灰度拉伸的结果（犔犻犿＝

０．０１）；封二彩图２（ｈ）是对灰度拉伸处理后的灰度

影像犳′（狓，狔）进行颜色空间ＨＳＩ→ＲＧＢ变换，获得

清晰处理后的彩色墙面纹理。实验结果表明，本文

的纹理清晰，明显从视觉上改善了原始航空建筑墙

面纹理的质量（见封三彩图４），且自动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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