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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波增强的改进多尺度形态梯度边缘检测算法

费浦生１　王文波１

（１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武汉市珞珈山，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在形态学梯度边缘检测算子的基础上，综合多结构元和多尺度算法的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增强

的多结构元、多尺度边缘检测方法，用不同取向的结构元素对图像进行多尺度检测，并综合各尺度下的边缘，

得到了噪声存在下的理想边缘。实验表明，本文方法边缘定位准确、轮廓清晰，保留了更多的图像细节，具有

较强的抗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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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Ｐ２３７．３

　　基于多结构元的形态边缘检测算法
［１５］可以

检测出各向边缘，边缘细节丰富，但由于只采用了

单一的尺度，在边缘轮廓的准确性和抗噪性方面

较差；基于多尺度的形态边缘检测算法［１，６!１０］抗

噪性能好，边缘轮廓准确，但由于采用了单一的结

构元素，不能很好检测出各向边缘，边缘轮廓不够

完整，细节不够丰富，且计算量较大。本文在文献

［１］和文献［１１］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计算复杂度

较低的基于多结构元和多尺度的形态梯度边缘检

测算法。该算法首先对多尺度形态结构元素进行

简化，以减小计算的复杂度，然后再对单结构元形

态梯度边缘检测算法进行改进，在算法中用多结

构元素代替单一的结构元，引入代表不同方向的

４个结构元素，分别对图像不同走向的边缘进行

检测，再对各边缘图像进行合成。

在很多图像中，某些重要特征与背景的对比度

较低，如果直接进行边缘检测，很难检测出完整、清

晰的边缘。因此在进行边缘检测时，先对图像进行

适当的增强，基于小波变换的多尺度增强是一种很

有效的增强方法［１２，１３］。本文首先利用小波分解对

图像进行多尺度增强，然后利用多结构元、多尺度

的形态边缘检测算法对图形进行边缘检测。

１　基于小波分解的图像增强

传统的小波增强算法中，图像的低频分量没

有相应改变，处理后图像的灰度基本没有变化，在

太高或太低照度下，增强的意义不大。本文对不

同尺度下的高频系数利用不同的非线性函数进行

增强［１３］，对低频系数利用 ＭＳＲ
［１４］进行处理，对处

理后的系数进行小波逆变换，得到增强后的图像。

文中选用长度为５的三次样条函数作为尺度

函数，用三次样条函数的一阶微分作为小波函数，

对图像进行三级小波分解。对第一级的高频系

数，由于噪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采用双阈值增强

法；对于第二级高频系数，由于噪声较小，采用自

适应增强算法；对于第三层高频系数，采用单阈值

增强法。设犜１ 和犜２ 为阈值门限（犜１＜犜２），增强

的目的是增强细节，抑制噪声，这里根据噪声判断

阈值来选择犜１、犜２，其中犜１＝σ狀 ２ｌｎ槡 犖／槡犖（犖

为图像大小，σ狀 为均方差），犜２ 由文献［１２］中的算

法来计算。图像小波分解后的低频系数采用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Ｒｅｔｉｎｅｘ算法进行处理，本文选用了３

个尺度，各尺度参数取值分别为１０、６０和１８０，权

重值分别为１／３、１／３、１／３。

２　图像的多结构元、多尺度形态边

缘检测

　　设犳（狓，狔）为一幅灰度图像，犅狀（０≤狀≤犖）为

一组多尺度的结构元素，图像大小为（２狀＋１）×

（２狀＋１），则多尺度梯度
［１，１１］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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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犿（犳）＝
１

犖
×∑

犖

狀＝１

［（（犳犅狀）－

（犳犅狀））犅狀－１］ （１）

　　此算法对阶跃边缘、斜坡边缘都进行了很好

地处理。但算法中只采用了单一的结构元素，其

输出图像中只包含了一种几何信息，图像边缘细

节的提取不尽完善；且大尺度结构元是由小尺度

结构元膨胀而成的，处理时计算量很大。本文从

计算复杂度和多结构元素两方面来改进该算法。

１）计算复杂度的改进。在原多尺度形态梯

度算法中，第狀级的结构元素犅狀（０≤狀≤犖）是一

正方形的结构元，大小为（２狀＋１）×（２狀＋１）。用

式（１）中的多尺度形态梯度算子对图像进行处理

时，假设处理犓×犓 大小的图像，每一步膨胀或

腐蚀的运算需要犓×犓×（２狀＋１）×（２狀×１）次循

环，当狀＝１、２、３、４时，结构元素的尺寸分别为３

×３、５×５、７×７、９×９，在处理时计算量很大；而

且，５×５的结构元素已能满足去除噪声的需要，

继续增大犻反而会削弱图像处理的效果。从文献

［１，６］可知，对于式（１）中的结构元素，只需保持

犅狀 和犅狀－１之间的差值，就可以保持其对于阶跃边

缘和斜坡边缘有效处理的优点。所以可以将式

（１）中的结构元素进行简化，设犅０＝｛（０，０）｝，犅１

为３×３的结构元素｛（０，－１），（０，０），（０，１）｝，如

果取尺度犖＝３，当狀＞１时，简化后的各结构元

素为：

犅２ ＝ ｛（－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

犅３ ＝ ｛（－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１，１）

这样，每一步形态膨胀或腐蚀的最大循环次数只

是犓×犓×７×狀，当尺度狀＝２时，计算量只有原

来的１４／２５；当尺度狀＝３时，计算量只有原来的

２１／４９，远小于原算法中的计算量。

２）多结构元素的改进。图像形态变换的结

果与结构元素的形状和尺寸密切相关，一般情况

下，结构元素应该尽量采用与物体相似的形状，这

样有利于在消除噪声的同时保护物体的边缘信

息。一个结构元素只对其同方向的边缘敏感，因

此，采用单一的结构元进行检测时，图像中的复杂

目标会因某些方向的边缘不能被检测出来而无法

得到完整的边缘。利用多个结构元素可以检测多

种类型的边缘，虽然图像中的物体形状千差万别，

但各种边缘可以看作是由一系列水平、垂直或倾

斜的线段构成，这里采用４种３×３的结构元

素［１，４］：犅１＝｛（－１，０），（０，０），（１，０）｝，犅２＝｛（０，

－１），（０，０），（０，１）｝，犅３＝｛（－１，１），（０，０），（１，

－１）｝，犅４＝｛（－１，－１），（０，０），（１，１）｝。这４种

结构元素的结构如图１所示，分别代表了水平、垂

直和两个对角４种不同方向的取向。

图１　四种结构元素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设犅
犻
狀 为犅

犻 在狀尺度时的结构元，犌犻狀（犳）为

犅犻狀 检测出的边缘，犌狀（犳）为尺度等于狀时的合成

边缘，即

犌狀（犳）＝∑
４

犻＝１

狆犻犌
犻
狀（犳） （２）

其中，犌犻狀（犳）＝［（（犳犅
犻
狀）－（犳犅

犻
狀））犅

犻
狀－１］。

考虑到各个方向边缘出现的机率，水平和垂直方

向的权系数狆１、狆２ 取０．２，而倾斜方向的权系数

狆３、狆４ 取０．３。多结构元多尺度的形态梯度边缘

检测算子为：

犌犕（犳）＝
１

犖
×∑

犖

狀＝１

ω狀犌狀（犳） （３）

其中，ω狀 为各尺度下的权重，其计算方法如下。

１）分别求出用不同尺度的多结构元素对图

像进行开闭、闭开运算的均值滤波图像：

犳狀 ＝
１

４
×∑

４

犻＝１

犳
犻
狀（狓，狔）

犳
犻
狀（狓，狔）＝ （犳犅

犻
狀·犅

犻
狀＋犳·犅

犻
狀犅

犻
狀）／２

　　２）计算不同尺度的标准方差Δ
２
狀＝｜犳－犳狀｜

２；

３）依据权重与对应的图像差值成反比的原

则，确定权系数ω狀，ω狀 ＝Δ
２
犖－狀／∑

犖

狀＝１

Δ
２
狀 ；对于含噪

图像，为了提高抗噪能力，可将大尺度的权重取得

大一些。对于合成的新边缘图像，有时边缘不是

单像素，采取非极大值运算方法［６］提取边缘点

犌′犕，并用 Ｋｕｎ提出的边缘细化算法
［１５］对犌′犕 进

行边缘细化。

由于不同取向的结构元素可以有效检测出图

像不同走向的边缘细节，而且小尺度的结构元能

很好地检测边缘细节，大尺度的结构元素能很好

地去除噪声，所以本文中的边缘检测算法不仅可

以很好地提取图像的边缘，而且具有较强的抗噪

能力，可以对噪声污染较严重的图像进行有效的

边缘检测。根据多次实验发现，对于噪声较小或

无噪声的理想图像，轮廓结构元素的尺度狀的取

值为１～３较好；对于噪声严重的图像，狀的取值

为５～７较好。

基于小波增强的改进多尺度形态梯度边缘检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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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对图像进行小波分解非线性增强；

２）用简化后的多结构元算子对图像进行多

结构元、多尺度边缘检测；

３）利用式（２）和式（３）对边缘图像进行合成；

４）采用非极大值算法和Ｋｕｎ提出的边缘细

化算法对合成边缘图像进行细化。

３　实　验

在实验中，首先采用本文方法对没有添加噪

声的２５６×２５６的灰度图像Ｃａｍｅｒａｍａｎ进行边缘

检测。作为对比，同时给出了采用多结构元边缘

检测算法［２］和多尺度形态梯度边缘检测算法的结

果［１，１１］。这里取尺度系数犖＝３，检测结果如图２

（ｂ）～２（ｄ）所示。从图２可以看出，采用多结构元

检测的边缘，边缘细节丰富，但有些边缘的轮廓不

清晰，易受背景杂质的干扰（如图像的下部、相机

部分和右部的楼房）；采用多尺度检测的边缘，轮

廓清晰，受背景杂质干扰较小，但边缘细节不够完

善，有些边缘未能检测出来（如手、图像右部的楼

房等）；本文算法检测出的边缘，边缘轮廓清晰，受

背景杂质干扰小，细节也比较丰富，而且由于图像

经过增强，还检测出了其他算法未能检测出的一

些边缘（如手指、裤子的折痕、右部的小楼房等），

使边缘更加完善。

图２　无噪声Ｃａｍｅｒａｍａｎ图像的边缘检测结果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ｍｅｒａｍａ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ｏｉｓｅ

　　图３（ａ）是一幅添加了１０％椒盐噪声的２５６

×２５６的灰度图像，图３（ｂ）～３（ｄ）是用多结构元

算法［２］、多尺度形态梯度算法［１１］和本文方法边缘

检测的结果，这里尺度参数取６。可以看出，多结

构元算法可以检测出各个方向的边缘，边缘连续

性也好，但抗噪性能较差，边缘定位的准确性和轮

廓的清晰度较差，部分噪声未能去除；多尺度检测

算法抗噪性能好，边缘轮廓清晰准确，但除水平方

向外其他方向的边缘细节未能很好地检测出来；

本文方法可以较好地检测各个方向的边缘细节，

且抗噪性能较好，边缘清晰、准确。

在同一台 ＰＣ机上，Ｍａｔｌａｂ７．０环境下，对

Ｃａｍｅｒａｍａｎ图像的边缘检测实验中，文献［１，１１］

中的单结构元多尺度形态梯度算法所花的时间为

１．３９００ｓ，改进后的多尺度形态梯度算法对小波增

强后图像的检测所花的时间为３．６８５５ｓ。考虑到

该算法中采用了４种不同的结构元素，所以该算法

在单结构元素情况下，进行边缘检测所花的时间应

为３．６８５５／４≈０．９２１４ｓ，约为原算法的２／３。

在对ＩＣ图像的边缘检测实验中，文献［１，１１］

中的算法所花的时间为３．３２８０ｓ，改进后的算法

对小波增强后图像的检测所花的时间为６．３７２１

ｓ，所以改进后算法在单结构元素情况下，所花时

间应为１．５９３ｓ，约为原算法的１／２。

图３　噪声图像的边缘检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

２２１



　第３２卷第２期 费浦生等：基于小波增强的改进多尺度形态梯度边缘检测算法

４　结　语

本文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噪声抑制和精细边缘

提取之间的矛盾，检测出的边缘定位准确，边缘细

节完整，边缘轮廓也比较清晰，且计算量较小。由

于检测前利用小波变化对图像进行了增强，所以

本文方法还可以检测出其他方法未能检测出的一

些边缘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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