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 第６期

２００７年６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２Ｎｏ．６

Ｊｕｎｅ２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１２。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０６０２０１３）；国家９７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ＣＢ７０１３００）。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７）０６０４９４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一种基于均值比率和最佳熵的犛犃犚
影像边缘检测方法

刘俊怡１　李德仁２　李　微１　梅　新３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３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市大屯路９７１８信箱，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针对比率边缘检测算子提出了一种自动确定阈值的方法，该方法引入最佳熵的理论到ＳＡＲ边缘检测

中，把基于比率的边缘检测均值比率影像分割成边缘和非边缘两类。此方法执行起来简单、快速，无需人工干

预，能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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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８年，Ｔｏｕｚｉ等人
［１］证明了针对ＳＡＲ影像

的均值比率（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ＲｏＡ）边缘检测算

子是恒虚警的，即在高亮度区域边缘检测虚警率

等同于低亮度区域边缘检测虚警率，并且针对均

值比率算子的弱边缘漏检多、边缘定位精度低等

缺点，提出了用不同尺度窗口分别检测并合并其

结果，同时用形态学细化边缘片段以得到边缘线。

Ｂｏｖｉｋ
［２］分析了ＲｏＡ边缘检测算子和高斯拉普拉

斯（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ｏｆａ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ＬＯＧ）边缘检测算

子两者的优缺点，将ＲｏＡ与ＬｏＧ结合起来，获得

了较好的检测结果。针对基于比率的边缘检测算

子检测的边缘定位精度低的缺点，Ｇａｎｕｇａｐａｔｉ
［３］

提 出 了 ＭＳＰＲｏ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ｄｇｅ

ｐｒｕｎ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ｓ）算法，对 ＲｏＡ算法检

测后的边缘图进行细化。ＲＧｏＡ（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ｇｒａｄｉ

ｅｎｔ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ｓ）和改进的ＲＧｏＡ检测算子
［４］也被

相继提出来用于检测ＳＡＲ噪声影像，它们联合了

梯度边缘强度信息来改进在空间相关的乘性噪声

下的边缘检测能力，并且取得了比仅基于梯度算

子更好的检测结果。虽然改进的ＲＧｏＡ算法能

自动确定比率阈值，但是梯度阈值还是预先定义

或者根据实验来选取的。因此，阈值的选择对边

缘检测的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遗憾的是，如何

选择最佳边缘检测阈值在现有文献中很少提及

到。

１　基于均值比率的边缘检测

均值比率算法最初是在滑动检测窗中，取中

心像素点为待检测点，沿着过该点某直线的方向，

计算两侧不重叠区域内各犖 个点的灰度均值μ１、

μ２，求两均值之比犚，取犚和犚
－１中小于１的值为

狉。作为检验统计量的狉值仅与两均值之比有关，

而与均值大小无关。故可仅用一个阈值犜 与狉

值比较，当狉＜犜时即认为该点为边缘点
［５］。

Ｔｕｐｉｎ
［６］在进行ＳＡＲ影像上线性特征检测

时，提出了两个检测算子犇１ 和犇２，并将两者融合

来进行线检测。犇２ 算法与犇１ 算法思路基本相

似，只是在计算相邻两个区域的比值时，犇２ 算子

除了像犇１ 算子考虑平均值外，还考虑到两个区

域的标准差。因此，本文以犇２ 算子为例来进行

ＳＡＲ影像边缘检测的研究。

图１是一个９×９大小的检测窗口，将其划分

为３个区域，首先计算１、２、３各区域的均值μ１、

μ２、μ３ 及标准差σ１、σ２、σ３。

定义犚犻犼为该检测器关于区域犻和区域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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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９×９检测窗口

Ｆｉｇ．１　９×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ｎｄｏｗ

　
图２　边缘检测方向

Ｆｉｇ．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边缘检测的输出响应：

犚犻犼 ＝ｓｑｒｔ（１／（１＋（狀犻＋狀犼）（狀犻狏犻
２μ犻

２

μ犼
２＋

狀犼狏犼
２）／（狀犻狀犼（μ

犻

μ犼
－１）

２））） （１）

式中，犻、犼分别表示两相邻区域；狀犻、狀犼表示两个区

域内像素的个数。狏犻为局域方差系数，即

狏犻＝σ犻／μ犻 （２）

式（１）描述了检测窗口中像素与理想边缘之间的

归一化交叉相关系数，当窗口区域为均匀区域时，

μ犻＝μ犼，此时犚犻犼＝０。取狉＝ｍｉｎ（犚１２，犚２３），当狉

大于某一给定的全局阈值时，则认为该区域中心

点为边缘点。

考虑到边缘的不同取向，按图２所示８个方

向对每一点各检测一次，保留狉最大值。窗口尺

寸均以像素个数为单位，而中间区域的宽度也可

以从一个像素到半窗口宽度个像素。如当采用９

×９的窗口大小时，中间区域的宽度可取１、２、３、

４，因此每个感兴趣点要计算３２个响应值，取其最

大者作为该点的最终响应，其对应的方向即为该

点的边缘方向，从而得到一幅均值比率影像及一

幅边缘方向影像。

作为检验统计量的狉值仅与两均值之比有

关，而与均值大小无关。犇２ 算子一般是根据图像

的视数、分布和虚警率等计算出一个全局阈值犜

与狉值比较，当狉＞犜时即认为该点为边缘点。

２　阈值的自动确定

信息论中用熵作不确定性的度量，本文将

Ｓｈａｎｎｏｎ熵概念用于ＳＡＲ影像边缘检测，其依据

是使得影像中边缘与非边缘分布的信息量最大，

即通过均值比率影像灰度直方图的熵测量，自动

找出分割该影像为边缘和非边缘的最佳阈值。从

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到不同的熵测量选择最佳

阈值的方法。这里选择Ｋａｐｕｒ等人提出的ＫＳＷ

熵方法［７］。

根据Ｓｈａｎｎｏｎ熵概念，灰度范围在［０，犔－１］

的影像，其灰度熵的测量为：

犎 ＝－∑
犔－１

犻＝０

狆犻ｌｎ狆犻 （３）

式中，狆犻为灰度级犻的出现概率。令灰度在［０，狋］

间出现的总概率犘狋及熵犎狋为：

犘狋＝∑
狋

犻＝０

狆犻 （４）

犎狋＝－∑
狋

犻＝０

狆犻犾狀狆犻 （５）

　　设有阈值狋将均值比率影像划分为边缘和非

边缘两类，即ω犲、ω狀分别是：

ω狀：
狆０
犘狋
，狆１
犘狋
，…，狆狋
犘狋
，［０，狋］的分布 （６）

ω犲：
狆狋＋１
１－犘狋

，狆狋＋２
１－犘狋

，…，狆犔－１
１－犘狋

，

［狋＋１，犔—１］的分布 （７）

每个分布对应的熵分别为犎狀（狋）和犎犲（狋）：

犎狀（狋）＝－∑
狋

犻＝０

狆犻
犘狋
ｌｎ
狆犻
犘狋
＝ｌｎ犘狋＋犎狋／犘狋 （８）

犎犲（狋）＝－∑
犔－１

犻＝狋＋１

狆犻
１－犘狋

ｌｎ
狆犻

１－犘狋
＝

ｌｎ（１－犘狋）＋
犎－犎狋
１－犘狋

（９）

ＳＡＲ影像的熵犎（狋）为犎狀（狋）与犎犲（狋）之和，即

犎（狋）＝ｌｎ犘狋（１－犘狋）＋
犎狋
犘狋
＋
犎－犎狋
１－犘狋

（１０）

　　为了获得ＳＡＲ影像上边缘与非边缘的最大

信息量，希望犎（狋）越大越好，所以使熵犎（狋）取最

大值的狋，即是使边缘类和非边缘类分开的最佳

阈值。

３　后处理

基于ＲｏＡ的边缘检测算法检测到的边缘线

一般比较粗，边缘定位精度低，因此，本文将

Ｇａｎｕｇａｐａｔｉ提出的 ＭＳＰＲｏＡ算法进行改进，用

于犇２ 算子检测结果影像的细化处理。

利用上述方法计算出来的边缘点都记录了该

点的边缘方向信息，对每个边缘点，按照图３取一

个３×１的子窗口，该窗口的中心位于该边缘点

处，窗口的方向跟该点的边缘方向垂直。图３只

给出了边缘为水平方向时的子窗口取法，其他的

７个边缘方向类同。统计该子窗口中的最大值，

如果该中心点的值等于这个最大值，就保留这一

点为边缘候选点，否则，就不把这点当作边缘点，

从而提高边缘定位精度。

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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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细化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边缘 细化后的影 像 上 还 存 在 一 些 由 于

Ｓｐｅｃｋｌｅ噪声产生的孤立点或者短线段，而这些属

于边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对每个边缘候选点，根

据它的方向（如图２中的方向１），在它的周围方

向（如方向０、１、２）内进行跟踪，并记下线段的长

度，最后去除长度小于一定像素的线段上的所有

边缘候选点，得到边缘检测结果影像。

４　试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研究的方法及其与其他算法

的比较，分别用 Ｃａｎｎｙ算子、形态学梯度算子、

ＬｏＧ算子、犇２ 算子及本文提出的方法对真实的

机载３ｍＳＡＲ影像进行边缘检测，原始ＳＡＲ影

像如图４所示，主要是机场跑道目标，检测结果如

图５～图１０所示。图５～图７是用Ｃａｎｎｙ、形态

学梯度及ＬｏＧ三个算子进行边缘检测得到的边

缘图，虽然检测出机场跑道的边缘，但其带来的伪

边缘较多，而且由于其三个算子都是非恒虚警，在

高亮度的平滑区域（原影像的右边）得到的虚警边

缘比低亮度的平滑区域（原影像的左边）要多。图８

　
图４　原始影像

Ｆｉｇ．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图５　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结果

Ｆｉｇ．５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Ｃａｎｎｙ

　
图６　形态学梯度检测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ｏｒｐ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ｒａｄｓ

图７　ＬｏＧ边缘检测结果

Ｆｉｇ．７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ＬｏＧ

是用犇２算子检测出来的边缘，阈值是根据文献

［６］中当虚警率为１％时取得的０．４５，能检测出大

部分边缘，但误检较多，边缘片段粗。而图９是用

本文提出的方法得到的边缘检测结果影像，自动

选择的最佳阈值为０．５１，在不同亮度的平滑区域

中的虚警率基本相同，保持了恒虚警的特性，机场

跑道上和机场中间的均匀区域内由Ｓｐｅｃｋｌｅ产生

的伪边缘信息得到极大的抑制。为了更好地显示

检测结果，将犇２ 检测算子和本文提出算法的检

测结果影像的一角放大显示，上述两种方法检测

的结果放大后如图８（ｂ）和图９（ｂ）所示。从机场

跑道拐角处的边缘检测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

法检测的边缘定位精度高，虚假边缘得到极大的

抑制。

为检验本方法的边缘定位能力，将边缘检测

结果影像叠加在原始影像上显示，如图１０所示，

图中的亮白线是检测出来的边缘，可以看出检测

出来的边缘与原始图像的边缘吻合得很好。

　　
图８　犇２ 边缘检测结果

Ｆｉｇ．８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犇２
　　　 　

图９　本文提出的算法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图１０　叠加显示

Ｆｉｇ．１０　Ｉｍａｇｅ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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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洲教授去世

［本刊讯］　我国测绘数据处理领域著名学者、本刊编委会委员王新洲教授因病

医治无效，不幸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０日在武汉去世，享年５３岁。王新洲教授１９５４年２

月生于湖北黄陂，长期从事测量平差与数据处理研究，取得了众多高水平研究成果。

是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测绘局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山东省泰山

学者特聘教授，在测绘领域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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