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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构的多尺度目标提取与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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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形态重构开闭算子构造了一个多尺度的目标提取和分割算法。首先用结构元素狀犅对影像分别

作基于重构的ＴｏｐＨａｔ和ＢｏｔｔｏｍＨａｔ变换，得到所有不能放入狀犅的亮和暗的目标；然后再用结构元素（狀－

１）犅对影像作开运算，消除所有不能放入该结构元素的目标。那么结果影像中就只剩下能同时放入狀犅和（狀

－１）犅的目标。对不同尺度的结果影像进行处理，就可以得到不同尺度下的目标分割结果。重构是一个连通

区域算子，连通区域是运算的基本单位，所以不会改变影像中边缘的位置，同时不会有新的边缘和虚假的极值

出现。

关键词：形态学；重构；多尺度；目标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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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度是所有影像研究和应用中都必须面对

的问题，对目标进行多尺度分析能更好地把握物

体在特定尺度上的特性。多尺度分析是将原始影

像嵌入到一个逐渐平滑的参数化空间中，对其中

的细节进行逐级的抑制，较大尺度的影像是对小

尺度影像在结构上的简化。随着形态学的发展，

有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基于数学形态学的非线性

多尺度分析方法［１５］。但是，形态腐蚀、膨胀会使

目标的边缘发生移动，开、闭运算能保持垂直的边

缘，但不能保持水平边缘［１］。并且，随着尺度因子

的增加，目标的边缘会发生漂移［６］。形态重构算

子是一种连通区域算子，运算的基本单位是连通

区域，在影像中不会产生不连续，对噪声不敏感。

同时，它的结构元素是自适应的，在滤波和目标提

取时，不会引入新的形状噪声［４］，也不会产生新边

缘和发生边缘位置的变化［５，７］。

本文将利用形态重构算子来对影像进行多尺

度分解，使尺寸特征相同或相近的目标分布在同一

个子影像上，然后，对子影像进行分割，在提取不同

尺度目标的同时，还可以得到目标的尺度信息。

１　灰度形态重构

１．１　形态重构

形态重构是通过测地运算定义的［６］。影像犳

的基本测地腐蚀是通过用单位结构元素（尺寸为

１）对犳进行腐蚀、然后对腐蚀后的结果和参考影

像ρ求极大得到：

ε
１
犡（犳，ρ）＝ｍａｘ（犳Θ犡，ρ） （１）

相似地，影像犳的基本测地膨胀是通过用单位结

构元素（尺寸为１）对犳进行膨胀、然后对膨胀后

的结果和参考影像ρ求极小得到：

δ
１
犡（犳，ρ）＝ｍｉｎ（犳犡，ρ） （２）

式中，犡为结构元素，１表示结构元素的尺寸。一

般的测地腐蚀和膨胀通过基本测地运算的迭代得

到，形式为：

ε
犻
犡（犳，ρ）＝ｍａｘ（ε

犻－１
犡 （犳，ρ）Θ犡，ρ）

δ
犻
犡（犳，ρ）＝ｍｉｎ（δ

犻－１
犡 （犳，ρ）犡，ρ） （３）

继续迭代到不再发生任何变化，就是重构。由腐

蚀所得到的为重构腐蚀：

ε
（ｒｅｃ）（犳，ρ）＝ε

狀
犡（犳，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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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膨胀所得到的为重构膨胀：

δ
（ｒｅｃ）（犳，ρ）＝δ

狀
犡（犳，ρ） （５）

对原始影像先作开运算，然后，再将原始影像作为

参考影像，作重构膨胀，就得到重构开运算：

犳犅＝ε
（ｒｅｃ）（犳犅，犳） （６）

重构闭是先对原始影像作开运算，然后，再以原始

影像作为参考影像作重构腐蚀：

犳·犅＝ε
（狉犲犮）（犳·犅，犳） （７）

１．２　基于重构的犜狅狆犎犪狋变换和犅狅狋狋狅犿犎犪狋变

换

重构开可以去掉不能包含结构元素的亮目

标，那么，原影像减去重构开就可以得到被去掉的

所有目标，这就是ＴｏｐＨａｔ变换：

犳
ｔｏｐ（狓，狔）＝犳（狓，狔）－犳（狓，狔）犅 （８）

　　重构闭可以填上不能放入结构元素的暗目

标，重构闭影像减去原始影像，就可以得到被填上

的暗目标，这些操作构成ＢｏｔｔｏｍＨａｔ变换：

犳
ｂｏｔ（狓，狔）＝犳（狓，狔）·犅－犳（狓，狔） （９）

１．３　结构元素序列

设犅为结构元素，通过结构元素对自身的不

同次数的膨胀就构成了结构元素序列，如下式所

示：

犅，犅犅，…，｛ ｝狀犅 （１０）

狀是单位结构元素对自身膨胀的次数，作为多尺

度分析的尺度因子，它也表征了结构元素的尺寸。

２　基于形态尺度空间的影像分解

２．１　影像分解

使用结构元素狀犅的ＴｏｐＨａｔ变换可以得到

所有不能放入该结构元素的亮目标：

犳
ｔｏｐ
狀 （狓，狔）＝犳（狓，狔）－犳（狓，狔）狀犅 （１１）

然后，用结构元素（狀－１）犅对结果影像作重构开：

犳
ｔｏｐ（狀）（狓，狔）＝犳

ｔｏｐ
狀 （狓，狔）（狀－１）犅 （１２）

在犳
ｔｏｐ（狀）（狓，狔）中就只剩下能放入（狀－１）犅，但

不能放入狀犅的亮目标了。随着结构元素尺度的

变化，所得到的子影像就分别包含了不同尺度的

亮目标。

同理，使用结构元素狀犅 的 ＢｏｔｔｏｍＨａｔ变

换，可以得到所有不能放入狀犅的暗目标：

犳
ｂｏｔ
狀 （狓，狔）＝犳（狓，狔）·狀犅－犳（狓，狔） （１３）

　　重构闭是一种扩展运算，所以，影像中的暗目

标在ＢｏｔｔｏｍＨａｔ变换的结果影像中就比较亮

了。因此，对ＢｏｔｔｏｍＨａｔ变换以后的影像，用（狀

－１）犅作重构开：

犳
ｂｏｔ（狀）（狓，狔）＝犳

ｂｏｔ
狀 （狓，狔）（狀－１）犅 （１４）

在犳
ｂｏｔ（狀）（狓，狔）中就只剩下能放入（狀－１）犅，但

不能放入狀犅的暗目标了。随着结构元素尺度的

变化，所得到的子影像就分别包含了不同尺度的

暗目标。

２．２　影像修正

在对影像进行开闭运算时，并不知道运算在

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会结束。随着结构元素的增

大，在部分亮目标和暗目标之间会发生重叠。因

此，有必要在影像分解的过程中对影像进行如下

的修正，以消除重叠。

１）将得到的亮目标区域的灰度设置为最亮

（２５５）：

犳（狓，狔）＝
２５５，

犳（狓，狔｛ ）
ｉｆ犳

ｔｏｐ（狀）（狓，狔）＞０

（１５）

　　２）用同样的结构元素得到暗目标区域，并将

其灰度设置为最暗（０）：

犳（狓，狔）＝
０，

犳（狓，狔｛ ）
ｉｆ犳

ｂｏｔ（狀＋１）（狓，狔）＞０

（１６）

上述的修正意味着一个像素一旦被标记以后，就

不会再改变，避免了在随后的分解过程中亮暗目

标的重叠。

３　影像的多尺度目标提取和分割

随着结构元素尺度的增加，通过如下所示的

几个步骤，得到影像中不同尺度的亮、暗目标和最

终的分割结果。

１）用尺寸为１的结构元素犅对影像作重构

开运算，然后作 ＴｏｐＨａｔ变换，得到犳
ｔｏｐ（１）（狓，

狔），并将犳
ｔｏｐ（１）（狓，狔）二值化。为了不漏掉目标，

二值化的阈值取０，然后，将犳（狓，狔）中所有的与

（狓，狔）犳
ｔｏｐ（１）（狓，狔）＞｛ ｝０ 对应的像素的灰度值

设置为２５５。

２）用尺寸为１的结构元素犅对犳（狓，狔）作重

构闭运算，然后作ＢｏｔｔｏｍＨａｔ变换，得到犳
ｂｏｔ（１）

（狓，狔），并将犳
ｂｏｔ（１）（狓，狔）二值化。然后，将

犳（狓，狔）中所有的与 （狓，狔）犳
ｂｏｔ（１）（狓，狔）＞｛ ｝０ 对

应的像素的灰度值设置为０。

３）将结构元素尺寸加１，重复步骤１）和步骤

２），直到得到的犳
ｔｏｐ（狀）（狓，狔）和犳

ｂｏｔ（狀）（狓，狔）都

不再改变时结束处理。

４）对得到的所有的犳
ｔｏｐ（狀）（狓，狔）和犳

犫狅狋（狀）

（狓，狔）作边缘提取，最后得到不同尺度目标的分

９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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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结果。

４　实验与分析

实验采用的是从２００２０３１９的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

像上截取的一部分（见图１），影像中显示的是武汉

大学信息学部的足球场、篮球场、道路等地物。

图１　原始影像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不同尺度的子影像上的每一个目标都是原影

像中的连通区域，或者原影像中几个相邻连通区

域的融合。结构元素不断增大的重构运算的过

程，就是连通区域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最先被融合的是已被提取的区域相邻且灰度

差最小的部分。融合过程是以能否放入（在选取

的结构元素对中，能够放入小的结构元素、不能放

入大的结构元素的区域就是该尺度下的结果区

域）所选取的结构元素为标准的，因此，融合后的

区域的形状、大小与结构元素的形状、大小密切相

关。以跑道为例，在尺度较小的时候，跑道的一部

分（跑道中间最暗的几块）首先被提取出来。随着

尺度的增加，所提取的目标的尺度也不断增加，最

终，原来这些互不邻接的部分就连成一体，整个跑

道就被完整地分割出来了（见图２）。

在影像中，尺度和形状相近的目标会分布在

同一个或者邻近的几个尺度的子影像中，如图中

的网球场，其尺度就在结构元素７犅和８犅之间，

整个体育场的跑道在结构元素２０犅和２１犅之间，

室内球场和相邻的篮球场在结构元素１６犅 和

１７犅之间也被完整地分割出来了，如图３所示。

图２　目标随尺度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ＳＥ’ｓＳｃａｌｅ

图３　不同的目标分布在不同尺度上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ｏｕ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０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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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头科考队圆满完成任务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由青海省测绘局、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单位

专家学者组成的三江源头科考队，圆满完成任务返回出发地西宁。这次科考活动中，武汉

大学作为惟一技术支撑单位，为科考提供了ＧＰＳ、ＧＩＳ、ＲＳ等现代高新技术支持。武汉大

学测绘学院副院长徐亚明教授和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席青骥教授全程参与了科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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