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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的犇犕犆彩色合成影像辐射再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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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ＤＭＣ（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ａｍｅｒａ）彩色合成影像存在的色彩过渡不平滑现象的特点和成因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多尺度辐射再处理方法来改善影像质量。该方法采用多尺度处理策略，能自动定位拼接线

和过渡区域的具体位置。实验表明，本文方法能够有效地改善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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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对成本的考虑，目

前，直接生产大幅面的面阵ＣＣＤ相机还有一定困

难，因此出现了一些基于面阵组合技术的航空数

码相机，如Ｚ／ＩＩｍａｇｉｎｇ的ＤＭＣ
［１，２］。ＤＭＣ航空

数码相机由８个同步工作的ＣＣＤ相机组合而成：

４个多光谱相机（犚、犌、犅 和近红外）和４个全色

相机（其获得的４幅全色影像之间有一定的重叠，

便于镶嵌处理），每个ＣＣＤ相机都有自己的镜头，

其在完成航空飞行任务后需要进行后处理［３７］。

然而，由于不同相机的ＣＣＤ在成像时响应的差异

性以及后处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提供给用

户的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的质量并不能令人满

意。由于存在这种现象的影像没有明显的接缝，

文献［８，９］中常用的镶嵌接缝消除方法并不适用，

因此需要研究新的处理方法以改善ＤＭＣ彩色合

成影像的质量。本文在分析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

存在的色彩过渡不平滑问题的特点和成因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种多尺度辐射再处理方法来改善影

像质量。

１　多尺度辐射再处理方法

虽然ＤＭＣ系统提供的后处理软件包生成的

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像质量较

好，但在有些情况下，生成的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

在镶嵌处理的拼接线附近的色彩过渡仍然不够平

滑。这主要是由于每个相机的ＣＣＤ在成像时响

应本身存在差异性，同一ＣＣＤ不同部分的响应也

存在差异性，以及后处理过程中处理方法的影响，

最终导致用于镶嵌的四幅全色影像在拼接线两侧

存在一定程度的辐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这种

差异较大，这样在进行镶嵌处理时，较窄的过渡区

域就会造成拼接线附近色彩过渡不够平滑。存在

这种现象的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在拼接线附近灰

度值的断面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图中，犃、犅两点

之间的区域为过渡区域，犗点为拼接线所在的位

置，Δ犵表示在过渡区域附近ＣＣＤ影像之间存在

的辐射差异。

图１　拼接线附近灰度值断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Ｇｒａｙ

ＬｅｖｅｌｓＡｒｏｕｎｄＳｅａｍＬｉｎｅ

由于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实际上是一种镶嵌

的结果影像，已经经过了羽化等色彩过渡处理，镶

嵌时的拼接缝已被消除，只是色彩过渡还不够平

滑，而现有的镶嵌处理的接缝消除方法都是基于

拼接缝来处理的，因此并不适用于处理这种情况。

设犐１、犐２分别表示左、右ＣＣＤ影像，犠 表示

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生成过程中镶嵌时羽化处理



　第３２卷第９期 潘　俊等：多尺度的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辐射再处理方法

的权函数，犚犔、犚犜、犚犚分别表示左影像区域、过渡

区域和右影像区域。则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可以

表示为：

犐＝

犐１（狓，狔），（狓，狔）∈犚犔

犐１（狓，狔）＋犠（狓，狔）·Δ犵，（狓，狔）∈犚犜

犐２（狓，狔），（狓，狔）∈犚

烅

烄

烆 犚

（１）

式中，０≤犠（狓，狔）≤１，它实际上是关于像素点到

拼接线之间距离的函数。如果能确定出拼接线和

过渡区域的具体位置，得到Δ犵以及犠，就可以恢

复ＣＣＤ影像进行镶嵌处理前的模型。这样对于

存在色彩过渡不平滑现象的 ＤＭＣ彩色合成影

像，就可以在更宽的范围内进行色彩过渡，消除

ＣＣＤ影像间存在的辐射差异，改善影像质量。为

了增强方法的适用性，首先自动确定拼接线和过

渡区域的具体位置；然后采用多尺度的调整方法，

在较大的尺度上进行“打断”处理，在较小的尺度

上进行“接缝”消除处理。

１．１　拼接线及过渡区域的定位

本文采用边缘检测原理来确定过渡区域的具

体位置。理想的边缘是存在不连续的地方，即在

较窄区域发生的急剧变化。边缘检测算子能够利

用一阶导数极值或二阶导数过零点的性质检测出

在较窄区域发生的具有阶跃状和屋顶状变化的边

缘，但由于拼接线附近灰度值分布的阶跃状变化

发生在一个较宽的区域（即过渡区域）内，因此不

能直接采用边缘检测算子来定位，需要首先构造

出适合边缘检测算子的“边缘”。

考虑到地物的连续性，而且单镜头ＣＣＤ影像

在镶嵌处理前都经过了辐射校正，在理想情况下，

式（１）中的犐１和犐２可以看成是两个具有不同“高

度”的灰度平面。设犐１（狓）＝犪１，犐２（狓）＝犪２，则

有Δ犵＝犪２－犪１≠０。在横穿拼接线方向上，一

维情况下，设犃、犅点处的坐标分别为狓犃、狓犅，则

由式（１）有：

犐＝

犪１，狓＜狓犃

犪１＋犠（狓）·（犪２－犪１），狓犃 ≤狓≤狓犅

犪２，狓犅 ＜

烅

烄

烆 狓

（２）

又根据图１，在过渡区域内，在横穿拼接线方向上

灰度值的分布曲线是一个中心对称曲线，具有与

ｓｉｎ函数相似的形状。因此，本文假设ｓｉｎ函数可

以很好地拟合权函数犠。由于犗点是对称中心，

所以在一维情况下，权函数可以表示为：

犠（狓）＝犿ｓｉｎ（狀（狓－
狓犃＋狓犅
２

））＋１／２ （３）

设狌＝狀（狓－（狓犃＋狓犅）／２），则式（３）简化为：

犠（狌）＝犿ｓｉｎ狌＋１／２，狌∈ ［－π／２，π／２］（４）

根据麦克劳林公式知，当展开次数为１时，ｓｉｎ狌≈

狌，此时犠 即为线性函数。这与镶嵌中通常羽化

处理的权函数一致，即是线性的［８］。这也说明采

用ｓｉｎ函数拟合权函数是适合的。

由于当狓＝狓犃 时，犠（狓）＝０；当狓＝狓犅 时，犠

（狓）＝１，所以式（２）可导，其导数可以表示为：

犐

狌
＝

０，狌＜－狀（狓犅－狓犃）／２，狀（狓犅－狓犃）／２＜狌

犿（犪２－犪１）ｃｏｓ狌，

　－狀（狓犅－狓犃）／２≤狌≤狀（狓犅－狓犃）／

烅

烄

烆 ２

（５）

犐／狌可导的充要条件是当狌＝±（狓犅－狓犃）／２

时，犿（犪２－犪１）ｃｏｓ狌＝０，即狓犅－狓犃＝π／狀。因此，

当狓犅－狓犃≠π／狀时，犿（犪２－犪１）ｃｏｓ狌≠０，则在犃、

犅点处，犐／狌不可导，犃、犅为其跳跃间断点，故

此时犃、犅点为“边缘”点，可用边缘检测算子检测

出它们的位置。

当在犃、犅点处犐／狌可导时，其导数为：


２犐


２狌
＝

０，狌＜－狀（狓犅－狓犃）／２，狀（狓犅－狓犃）／２＜狌

－犿（犪２－犪１）ｓｉｎ狌，

　－狀（狓犅－狓犃）／２≤狌≤狀（狓犅－狓犃）／

烅

烄

烆 ２

（６）

此时犃、犅点正好为区间［－π／２，π／２］的端点，则

在犃、犅点处，
２犐／

２狌不可导。

综上所述，在横穿拼接线方向上，一维情况

下，过渡区域附近灰度值分布曲线的一阶或二阶

导数在犃、犅点处不连续，因此可以在其一阶或二

阶导数的基础上采用边缘检测算子确定出犃、犅

点的具体位置，犃、犅 点之间的区域即为过渡区

域，犃、犅间的中点即为拼接线所在的位置犗 点。

过渡区域定位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过渡区域定位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过渡区域的定位在一维情况下进行，首先需要

获得在横穿拼接线方向上一维情况下过渡区域附

近灰度值的分布曲线。分析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

可知，ＣＣＤ影像之间的拼接线是一条直线，因此取

平行于拼接线的各影像行或者列的平均值形成初

始的灰度值分布曲线；又由于影像中的一些特征会

影响获得的拼接线附近灰度值的分布情况，并进而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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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拼接线和过渡区域定位的准确性，所以对于初

始的灰度值分布曲线，应进一步采用一维平滑滤

波保证获得的灰度值分布曲线的稳健性。然后对

灰度值分布曲线进行求导运算，在此基础上再应

用边缘检测算子定位过渡区域的具体位置。

１．２　“打断”处理

１）计算ＣＣＤ影像之间在拼接线附近存在的

辐射差异，这种辐射差异是造成色彩过渡不够平

滑的主要原因。为了能够从ＤＭＣ彩色合成影像

中得到这种差异，需要利用拼接线附近灰度值变

化平稳的区域进行计算。由于过渡区域内像素起

色彩过渡作用，其灰度值变化较快，不够平稳，因

此应采用过渡区域之外的区域来计算。分别计算

过渡区域两侧一定范围内的像素值的平均值，将

其差值作为ＣＣＤ影像之间在拼接线附近存在的

辐射差异，如图１中的Δ犵。

２）消除ＣＣＤ影像之间在拼接线附近存在的

辐射差异。为了获得更平滑的色彩过渡，辐射差

异的消除在一个较宽的区域内进行。本文采用文

献［８］中镶嵌接缝消除的线性改正算法，距离拼接

线越近的像素点具有越大的改正值；在拼接线处，

改正值为Δ犵的一半。

整个“打断”处理的一维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其在拼接线两侧犔宽度的范围内分别进行。图３

中，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打断”处理前、后拼接线

附近影像灰度值的分布情况。因为处理前，影像

在拼接线附近的灰度分布是连续的，所以“打断”

处理将打断这种连续性，在拼接线处形成新的“接

缝”。

图３　“打断”处理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ｅａ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１．３　“接缝”消除

“接缝”消除的关键问题是得到恰当的改正

值。在“打断”处理中，辐射差异Δ犵被分别在拼

接线两侧宽度为犔 的区域进行改正，所以在一维

情况下，在拼接线附近，其期望影像的灰度值分布

是一条斜率为Δ犵／２犔的直线；又由于犃 点在直

线上，所以期望影像犐犈可表示为：

犐犈 ＝ （狓－狓犃）·Δ犵／２犔＋狔犃 （７）

式中，狔犃表示犃 点处的灰度值。设犐犅表示“打断”

处理后的影像，则其像素点的改正值Δ犮为：

Δ犮＝犐犈－犐犅 （８）

　　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获得恰当的改正值。

“接缝”消除处理的一维示意图如图４所示。图４

中，虚线表示“打断”处理后的情况，在拼接线附

近，灰度值分布发生了跳跃；实线表示“接缝”消除

处理后的情况，在拼接线附近，灰度值的分布更平

稳，色彩过渡更平滑。

图４　“接缝”消除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ｍ”Ｒｅｍｏｖａｌ

２　实　验

为了验证方法的实际处理效果，本文进行了

大量实验。处理时，在ＲＧＢ颜色空间进行，每个

通道按上述方法分别进行处理。图５（ａ）是一幅

典型的存在色彩过渡不平滑现象的ＤＭＣ彩色合

成影像，可以明显地看出拼接线两侧同种地物的

色调差异。图５（ｂ）显示了图５（ａ）中一个矩形区

域的细节，可以看到，在拼接线附近，在较小范围

内，色彩过渡是渐变的，没有明显的接缝，只是过

渡还不够平滑。图５（ｃ）是对图５（ａ）经本文方法

处理后的结果。很明显，处理结果已经消除了原

影像中色彩过渡不平滑的现象，拼接线两侧同种

地物的色调趋于一致，影像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图５（ｄ）是对图５（ｂ）处理后的结果。实验表明，本

文提出的方法是可行的，能有效地改善ＤＭＣ彩

色合成影像的质量。

图５　处理实例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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