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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匀光处理只能消除影像的不均匀光照现象、而不能提高色彩真实度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通过定标

点拟合校正曲面的色彩处理方法，并设计了相应的评价方法。用实际数据进行了实验分析，表明该方法可以

有效地改善影像匀光后色彩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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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航空影像的获取过程中，由于内部和

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干扰，一幅影像内不同部分之

间色调、亮度、反差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这种现象一般称为不均匀光照现象［１］。为了消除

这种不平衡现象所作的处理称为影像匀光处理，

也称色彩平衡处理。影像匀光处理主要是为了消

除影像的色彩差异，使影像色彩达到一个平衡状

态。但是，从色彩恢复性的角度来讲，目前已有的

匀光方法普遍缺乏真实的色彩作为参照，难以对

真实色彩作出一个很好的把握，无法对色彩的真

实性进行定量分析，导致在整体色彩一致的情况

下，出现某些地物的色彩与真实的色彩差别较大

的现象。随着影像自动匀光处理应用的深入，在

保证影像整体色彩的一致性处理之上，对影像色

彩的真实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影像匀光之

后的色彩真实性处理也是影像匀光处理所面临的

一个主要问题。

本文针对当前匀光技术在色彩真实性调节方

面的不足，提出了一种与地物类型无关的、通过定

标点拟合校正曲面的色彩校正方法。

１　影像真彩色校正原理

影像色彩校正主要是针对影像存在的系统性

偏色或非线性偏色所进行的处理。系统性偏色是

指整幅影像的像素色彩依照一定的规律线性偏离

真实色彩。在校正过程中，只需要通过一个点或

两个点找到像素的色彩偏差值之后，便能通过对

应关系计算得到其他像素的色偏情况，从而完成

影像的色彩校正。存在非线性偏色的影像，色彩

的偏差状况会因为所在影像空间位置的不同而不

同，因此无法通过一点或几个点来建立色彩偏差

的对应关系。对于非线性偏色，最常用的是通过

拟合的方法得到其他像素位置处的色偏值。

当影像完成匀光处理之后，其内部不同部分

之间色调、亮度、反差等趋于均匀，因此，影像所表

现出来的色彩失真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单幅影像是由ＣＣＤ在一定航高和外部照度环境

下获得的地面某一区域的影像，其中所包含的地

物可以认为是在相同的内外部条件下采集得到

的，色偏主要是由光学透镜不均匀、大气衰减或光

照条件等因素所导致［２］。影像所存在的色彩失真

只与影像获取时的空间位置有关，与其所包含的

地物类别无关。因此，在色彩校正的过程中，只需

要提取到待校正影像和对应参考影像上定标点位

置的色彩值，按照非线性校正方法的基本思想，通

过最小二乘曲面拟合分通道计算出其他像素点对

应的校正值，即可完成相应区域的色彩校准。

色彩校正过程可以认为是与“马斯克”匀光相

同的过程［３，４］，即一幅色彩失真的影像可以认为

是一幅色彩真实影像和一幅背景影像叠加的结

果，获取的影像之所以发生色彩失真可以表示为：

犐′（狓，狔）＝犐（狓，狔）＋犅（狓，狔） （１）

式中，犐′（狓，狔）表示色彩失真影像；犐（狓 ，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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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色彩的影像；犅（狓 ，狔）表示背景影像。在原

始影像犐′（狓，狔）已知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模拟得

到背景影像犅（狓 ，狔），通过影像运算操作就能够

还原影像的真实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背景影像的质量将决定影像

色彩校正的效果。采用真彩色定标的方式，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所建立的背景影像的真实性与

可靠性。

２　基于多点定标的曲面拟合真彩色

校正方法

　　进行多点定标的曲面拟合色彩校正，首先应

当获得对应于原始影像上定标点采集区域的彩色

参考影像。在采集过程中，记录该点实际和参考

色彩值，以及该点在原始影像上的位置。通过最

小二乘拟合得到关于坐标（狓，狔）的多项式系数矩

阵［５］，从而得到用以恢复原始影像色彩的拟合曲

面。在校正过程中，代入原始影像上每个像素的

坐标即可得到对应的色彩校正值，从而实现对影

像各像素色彩的修改。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定标

点的个数、分布和定标点数据的质量。

２．１　定标点采集位置的选取

为了达到与地物无关和非线性校正的目的，

需要通过定标点处的位置及色彩信息建立符合对

应影像的色彩校正方程。因此定标点的采集不能

过于集中或稀疏，否则在控制点集中的区域拟合

精度较高，而在控制点稀疏的区域精度较低，产生

较大的拟合误差［６］。

比较常用的“９点法”是一种相对均匀的定标

点分布采集方法。“９点法”将待处理影像划分为

等间隔的９片区域，每个定标点位于各个区域的

中心位置。该方法能够充分保证定标点能够均匀

分布于影像区域，避免了过于集中或稀疏的情况。

由于经过匀光处理之后的影像其色彩失真具

有系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因此定标点的采集无

需绝对位于出现色度偏差的位置处。因此，在实

际定标点采集过程中，原则上只需要让所有的定

标点尽可能均匀地分布于整幅待校正影像，不必

严格限定定标点在影像上的具体位置。

２．２　定标点位置处的信息获取
［７］

定标点位置处的信息包括坐标值和色度值，

这些信息是用以建立曲面拟合方程的必要参数。

理想情况下，定标点位置处所采集的色度值能够

正确代表该区域中占绝大多数地物的色彩。但

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仅仅通过选取一个像素点

很难保证定标点位置处的数据质量。比如，希望

在影像上的某一块植被中采一个定标点，但是对

于同一片植被，由于受光的情况不同，植被的明暗

层次会有很大的差异，同时叶片和叶片之间也存

在着一定程度的颜色差别，因此，很难选出一个最

有代表性的点作为校正点。同样，在道路区域上

采点，由于道路（尤其是砂石路）存在较多的组成

成分，如沙砾、石块、泥土等，导致一个或者几个定

标点数据不能真正代表道路的有效色度值。由于

上述这些情况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据

质量，从而降低原始影像和参考影像上采点的正

确性。

为了解决采集单个像素难以对定标点色彩质

量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本文采用了区域采集的

方法，通过统计像素色度的直方图分布情况以确

定出最能代表该区域的色度值和坐标，最后完成

曲面的拟合［８］。

２．２．１　定标点色度值的获取

采用区域采集方法，要求用户在选点的过程

中不是选择单一的某一个像素点，而是影像上最

有色彩代表性的地物区域，并且所采集的区域只

包含同一种地物类别（如草地、水系等），以避免其

他地物的选入所产生的色彩统计偏差。

在获取到用户所选区域的起止坐标和各像素

的色度信息以后，分别统计该区域内所有像素在

犚、犌、犅三个通道上的色度直方图分布，计算每个

通道上统计量最大的值，并将其作为该采集区域

内定标点的色度值。

２．２．２　定标点坐标值的获取

通过直方图统计得到每个通道所占比例最大

的色度值，记为（犚０，犌０，犅０）；同时设定一个阈值α

（本文α＝２０），以扩大定标点的入选范围。则所

选区域内所有像素色度值的色度满足（犚，犌，犅）

＝（犚０±α，犌０±α，犅０±α）的点的坐标都认为是有

效点。最后，由该区域确定的定标点坐标可表示

为：

（狓０，狔０）＝
１

狀∑
狀－１

犻＝０

（狓犻，狔犻） （２）

式中，狓犻、狔犻为每个有效点的坐标；狀为有效点数

目。

２．３　理想色彩恢复方程的建立

根据定标点的具体分布情况和定标点的个

数，结合常用的拟合方法，定义拟合曲面的系数矩

阵为３×３，单项最高次数为４次，则最终的拟合

曲面方程可以表示为：

５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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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狓，狔）＝∑
２

犻＝０
∑
２

犼＝０

犪犻犼狓
犻
狔
犼 （３）

式中，α犻犼为拟合曲面的系数矩阵；（狓，狔）为原始影

像上像素点的坐标。其结果即为对应该像素的色

彩校正值。色偏拟合曲面方程犳（狓，狔）的计算结

果即为待获取的背景影像，即

犳（狓，狔）＝犅（狓，狔） （４）

由式（１）、（３）、（４）可得到最终影像理想色彩恢复

方程为：

犐（狓，狔）＝犐′（狓，狔）－犳（狓，狔）＝

犐′（狓，狔）－∑
２

犻＝０
∑
２

犼＝０

犪犻犼狓
犻
狔
犼 （５）

　　通过式（５）对待校正影像的每个像素点进行

计算，重新生成新的彩色影像，从而实现恢复影像

真实色彩的目的。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校正前后影像视觉效果评价

为验证方法的可行性，评价该方法对于影像

视觉效果的改善程度，本文选取了多幅影像进行

色彩校正实验，取得了较为满意的实验效果。实

验结果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校正前后影像整体效果对比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Ｏｎｅ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原始影像经过色彩校正

以后，图像中树木覆盖的区域色彩真实性有了很

大的提高，林地和草地恢复到正常的绿色。

从图２（ａ）中可以看出，同参考影像对比，原

始影像植被绿色成分偏低，色彩的饱和度不够，校

正以后色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绿色成分有了很

大的改善。从图２（ｂ）中可以看出，同参考影像对

比，原始影像中道路区域亮度偏大，青色成分偏

低。经过色彩校正以后，影像亮度有所降低，青色

成分增加。

３．２　校正前后影像定量对比分析

定量分析主要从标准差、绝对值平均值、绝对

图２　校正前后影像局部效果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Ｌｏｃａｌ

值最大值以及颜色相似度［６］等几个方面比较了影

像在校正前和校正后同标准影像对比的差异。通

过对比分析标准差，可以很好地表达出校正前后

影像整体色彩的真实性恢复程度，其公式为：

σ＝ σ槡
２
＝

１

３
［（犚－犚０）

２
＋（犌－犌０）

２
＋（犅－犅０）

２

槡 ］

（６）

　　绝对值平均值犛和绝对值最大值犛ｍａｘ主要用

来衡量校正前后影像相对于标准影像，其像素色

彩值的平均差异程度和最大差异程度。

犛＝∑
犿－１

犻＝０
∑
狀－１

犼＝０

狘犣（犻，犼）－犣０（犻，犼）狘／犿×狀　 （７）

犛ｍａｘ＝ ｍａｘ
０≤犻≤犿－１
０≤犼≤狀－１

狘犣（犻，犼）－犣０（犻，犼）狘 （８）

式中，犿、狀分别表示影像的行列数；犣０（犻，犼）表示

理想影像在坐标点（犻，犼）处的色度值，犣（犻，犼）表

示待校正或校正完成影像的色度值。

颜色相似度犱
［９］采用加权ＲＧＢ色度空间距

离作为测度，衡量两种颜色在视觉上的相似性。

犱（犡，犡′）＝犠１（犚－犚′）
２
＋犠２（犌－犌′）

２
＋

犠３（犅－犅′）
２ （９）

式中，犡、犡′是 ＲＧＢ色度空间的两个矢量；犠１、

犠２、犠３是加权系数，本文中，犠１＝４，犠２＝８，犠３

＝１，其取值是根据人眼对犚、犌、犅三色分量的分

辨程度来确定的。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通过该实验结果不难看出，校正后的影像相

６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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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待校正影像，其各项指标更加接近标准影像，

影像整体色彩的真实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表１　校正前后影像同标准影像整体对比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ｍａｇｅ

评价参数 通道
原始影像对比

标准影像

校正影像对比

标准影像

犚 ２８．８５７ ２４．２４６

σ 犌 ３３．７０９ １４．７４８

犅 ２６．０３０ １９．２０６

犚 ２９．７５５ ２６．３３１

犛 犌 ３７．５７０ ０．１７２

犅 ２６．４９０ ２４．５４９

犚 ２５３ ４７

犛ｍａｘ 犌 ２４０ １

犅 ２５０ ３４

犱 犚犌犅 １３０９９．２７ ４４６０．５８

４　结　语

针对传统匀光处理中影像色彩真实性无法得

到有效保证的问题，通过对常用色彩校正方法的

研究，本文提出了一种通过定标点进行曲面拟合

的真彩色校正方法。实验证明，该方法可以充分

利用已有的真实色彩参考值，对影像整体进行真

彩色恢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了确保定标点

处色彩值的采集精度，本文提出了基于区域采样

和有效点坐标均值的方法，以获得准确的定标点

色彩值及其坐标。实验结果表明，在匀光处理的

基础上进行真彩色的校验处理可以有效地改善色

彩的真实性，进一步提高影像匀光处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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