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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倒谱分析的散焦模糊图像参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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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一种倒谱分析方法，使计算机能较好地识别散焦模糊参数。在频域中应用了一些调整性算法，再

变换到倒谱域来分析，以得到更好的识别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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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恢复一幅模糊图像往往需要了解模糊模型的

点扩散函数（ＰＳＦ）的参数信息，然而，实际应用中

一般没有模糊参数的先验知识。散焦模糊参数识

别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① 在空间域的分

析，如边缘分析法［１，２］、矩分析［３］等；② 在其他变

换域的分析，如小波分析［４］、频域分析［５，６］等。边

缘检测方法是一种用来判断模糊程度的普遍方

法，但是这种方法对于平滑边缘的图像有一定的

局限性，另外还存在寻找最佳样本边缘的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倒谱分析方法来识别散焦模糊参

数。该方法以傅立叶变换为中间过程，在频域中

应用一些调整算法后，转换至倒谱域，以增加识别

的准确率。

１　倒谱分析

一幅模糊或者降晰图像犵［狀狓，狀狔］在空间域

可以表达为：

犵［狀狓，狀狔］＝犳［狀狓，狀狔］犺［狀狓，狀狔］ （１）

其中，犳［狀狓，狀狔］表示原始清晰图像；犺［狀狓，狀狔］是散

焦模糊模型的ＰＳＦ；表示二维卷积。定义犺（狓，

狔）是一个对称的圆形区域，如式（２），它的傅立叶

变换（不是ＤＦＴ）犎（ω１，ω２）可以表示为式（３）：

犺（狓，狔）＝
１／（π狉

２），狓２＋狔槡
２
≤狉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２）

犎（ω１，ω２）＝Ｆｏｕｒｉｅｒ（犺（狓，狔））＝

２π狉
犑１（狉 ω１

２
＋ω２槡

２）

ω１
２
＋ω２槡

２
（３）

其中，犑１（·）表示一阶第一类Ｂｅｓｓｅｌ函数；犎（ω１，

ω２）是一个类似于二维ｓｉｎ犮（·，·）的图形。传统

上倒谱分析基于傅立叶变换进行定义。函数

犳［狀狓，狀狔］的倒谱犆［犳［狀狓，狀狔］］定义为：

犆［犳［狀狓，狀狔］］＝ＤＦＴ
－１（ｌｏｇ狘ＤＦＴ（犳［狀狓，狀狔］）狘）

（４）

定义犺［狀狓，狀狔］为犺（狓，狔）的离散形式，其倒谱犆［犺

［狀狓，狀狔］］是一系列周期性的圆环
［７］。

倒谱域中，第一个中心圆环的半径［７］通常等

于２狉－１，理论上可以在图１（ａ）、１（ｂ）中进行测量

得到。然而，实际分析中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模

糊半径比较小的时候，就会被其他成分严重干扰。

假如有一种算法既能够提升散焦模糊在倒谱域中

特征圆环的幅度，又能降低其他成分的幅度，就能

提高特征圆环与其他成分的对比度，从而提高识

别的能力和准确度。

图１　倒谱犆［犺［狀狓，狀狔］］

Ｆｉｇ．１　Ｃｅｐｓｔｒｕｍｓ

２　调整算法

２．１　调整算法的思路

带有调整算法的倒谱分析流程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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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狀）→ ＤＦＴ
犡（犽
→
）
ｌｏｇ［·］→ 犔［·］

犡^（犽
→
）
ＤＦＴ－１ →狓^（狀）

图２　倒谱分析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ｏｆＣｅｐｓ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图２中，犔［·］表示调整算法；^狓（狀）被称为狓（狀）

的倒谱。任何离散信号的离散傅立叶变换都以

２π为周期，而且仅需要犖 个频率分量，其所有频

率都是狀＝２π／犖 的整数倍。犖 是离散傅立叶变

换的长度。散焦模糊离散傅立叶变换的绝对值

｜犎［犽狓，犽狔］｜非常类似于二维｜ｓｉｎ犮（·，·）｜的外

形，故在为｜犎［犽狓，犽狔］｜推导出调整算法之前可以

先对｜ｓｉｎ犮（·，·）｜进行分析。犆［犺［狀狓，狀狔］］＝

ＤＦＴ－１（ｌｏｇ｜犎［犽狓，犽狔］｜）是散焦模糊ＰＳＦ的倒

谱，故本文中的类似ＤＦＴ－１（ｌｏｇ｜·｜）的计算都

认为是在进行倒谱分析。二维｜ｓｉｎ犮（·，·）｜的

水平过中心剖面线可以简单地表示成一维的｜ｓｉｎ

（犪狀犽）／（犪狀犽）｜。图３是对ＤＦＴ
－１（ｌｏｇ｜ｓｉｎ（犪狀犽）／

（犪狀犽）｜）和ＤＦＴ
－１（ｌｏｇ｜ｓｉｎ（犪狀犽）｜）的比较。

图３　倒谱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ｅｐｓｔｒｕｍｓ

从图３中可以推出，假如将一个类似于｜ｓｉｎ

（犪狀犽）／（犪狀犽）｜的信号变换成另一个类似于｜ｓｉｎ

（犪狀犽）｜的信号，经ＤＦＴ
－１（ｌｏｇ｜·｜）计算后的结

果将提升其特征尖峰的幅度而降低其他成分的幅

度。ｌｏｇ｜ｓｉｎ（犪狀犽）／（犪狀犽）｜和ｌｏｇ｜ｓｉｎ（犪狀犽）｜的转

换关系是比较简单的：

ｌｏｇ｜ｓｉｎ（犪狀犽）狘－ｌｏｇ狘犪狘＝

ｌｏｇ｜ｓｉｎ（犪狀犽）／（犪狀犽）狘＋ｌｏｇ狘狀犽狘 （５）

定义

犜［犽］＝ｌｏｇ狘狀犽狘＝ｌｏｇ狘２π／犖·犽狘，

－犖／２≤犽＜犖／２ （６）

因此

ＤＦＴ－１（ｌｏｇ｜ｓｉｎ（犪狀犽）／（犪狀犽）狘＋犜［犽］）＝

ＤＦＴ－１（ｌｏｇ｜ｓｉｎ（犪狀犽）狘－狘１／ｌｏｇ狘犪狘狘·δ（犽）

（７）

式（７）中，－｜１／ｌｏｇ｜犪｜｜·δ（犽）在倒谱域中只对

犽＝０处的幅度产生影响。式（６）中，犜［犽］只和

ＤＦＴ的长度犖 相关，故犜［犽］可以适应所有ｌｏｇ

｜ｓｉｎ（犪狀犽）／（犪狀犽）｜｜到ｌｏｇ｜ｓｉｎ（犪狀犽）｜的变换。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果某一维信号

在频域中类似于｜ｓｉｎ（犪狀犽）／（犪狀犽）｜形状，则在频

域中调整算法为 犔［·］＝ｌｏｇ｜ＤＦＴ（·）｜＋犜

［犽］，其中犜［犽］＝ｌｏｇ｜２π／犖·犽｜，这种调整算法

在倒谱域中的直接效果就是提高其对应特征尖峰

和其他部分的对比度。

２．２　适应一维犅犲狊狊犲犾函数的调整算法

参考式（３），犎（ω１，ω２）水平或垂直剖面线的

离散序列犘犎（·）［犽］可以表示为：

犘犎（·）［犽］＝ｌｏｇ｜２π狉·犑１（狉·狀犽）／（狀犽）狘，

狀＝２π／犖，－犖／２≤犽＜犖／２ （８）

加上犜［犽］后设为犜犘犎（·）［犽］：

犜犘犎（·）［犽］＝犘犎（·）［犽］＋犜［犽］＝

ｌｏｇ｜２π狉·犑１（狉·狀犽）狘 （９）

一阶第一类Ｂｅｓｓｅｌ函数的渐近公式（如图４所

示）为［８，９］：

犑１（狓）≈ ２／（π狓槡 ）ｃｏｓ（狓－π／２－π／４，狓→ ∞

（１０）

其离散表达式为：

犑１（狀犽）≈ ２／（π狀犽槡 ）ｃｏｓ（狀犽－π／２－π／４），

狀＝２π／犖 （１１）

图４　Ｂｅｓｓｅｌ函数逼近图

Ｆｉｇ．４　Ｂｅｓｓ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将式（１１）代入式（９），犜犘犎（·）［犽］加上０．５犜［犽］后

设为犜２犘犎（·）［犽］：

犜２犘犎（·）［犽］≈犘犎（·）［犽］＋１．５犜［犽］ （１２）

参考式（９）和 式（１２），分别对 犘犎（·）［犽］进行

＋犜［犽］和＋１．５犜［犽］调整，然后进行ＤＦＴ－１（·）

计算，图５（ａ）是其结果的比较。经过＋１．５犜［犽］

调整后，特征尖峰与其余部分幅度的对比效果明

显。

２．３　适应二维模糊图像的加权调整算法

犎（ω１，ω２）是一种连续时间的定义形式，犺

［狀狓，狀狔］为犺（狓，狔）的离散形式，其ＤＦＴ会在四角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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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应用调整算法的倒谱分析

Ｆｉｇ．５　ＣｅｐｓｔｒｕｍＵｓｉｎｇ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产生皱褶，这是由二维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周期性

质 而 引 起 的。 这 些 皱 褶 会 出 现 在

（狀１犽狓）
２＋（狀２犽狔）槡

２
＞π的地方。在将一维的调

整算法犜［犽］拓展到二维图像应用调整算法犜

［犽狓，犽狔］时，一个简化的方法是将它们设置为ｌｏｇ

｜π｜，而其他区域设置为ｌｏｇ｜ （狀１犽狓）
２＋（狀２犽狔）槡

２

｜。

２．４　问题及经验加权调整算法

对照图５（ｂ）、５（ａ）可以看出，二维调整算法

犔［·］＝ｌｏｇ｜ＤＦＴ（·）｜＋１．５犜［犽狓，犽狔］的效果远

不及一维调整算法的效果。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Ｂｅｓｓｅｌ函数的逼近误差特别近于０的周围，另一

方面可能是由于在 （狀１犽狓）
２＋（狀２犽狔）槡

２
＞π的位

置设置犜［犽狓，犽狔］的值为ｌｏｇ｜π｜。为了达到好的

效果以及简化分析过程，在前述方法的基础上，可

以尝试经验公式。犔［·］＝ｌｏｇ｜ＤＦＴ（·）｜＋

４．８犜［犽狓，犽狔］这种经验加权调整算法有很好的效

果（图６），能很好地改善倒谱域对散焦模糊半径

的识别能力和准确度。

倒谱运算具有将散焦卷积映射成加法的性

质。一般来说，清晰图像在倒谱域不具有散焦模

糊点扩散函数的圆圈特征，也就是说可以明显区

分点扩散函数的倒谱域特征，因此前述针对散焦

模糊图像点扩散函数的倒谱分析可以等同于对散

焦模糊图像分析。

图６　应用经验加权调整算法的倒谱分析

Ｆｉｇ．６　ＣｅｐｓｔｒｕｍＵｓ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计算模糊图像的ｌｏｇ｜ＤＦＴ（·）｜，推估出

当ＤＦＴ（·）为０时的ｌｏｇ｜ＤＦＴ（·）｜值 。

２）加上４．８犜［犽狓，犽狔］，其中，

犜［犽狓，犽狔］＝

ｌｏｇ狘 （狀１犽狓）
２
＋（狀２犽狔）槡

２
狘，

　 （狀１犽狓）
２
＋（狀２犽狔）槡

２
≤π

ｌｏｇ｜π狘，

烅

烄

烆 其他

　　３）计算ＤＦＴ
－１（·）变换。

４）测量第一个突出尖峰圈的半径犇，则原散

焦模糊半径狉等于（犇＋１）／２。

根据上述方法，从图６（ｂ）中可以比较方便地

得出狉为４。

３　实　验

图７（ａ）是经典的Ｌｅｎａ原图，用半径狉为６的

散焦模糊模型来模糊它得到图７（ｂ），然后作倒谱

分析。图７（ｃ）是经过应用调整变换算法后的倒

谱图，其很好的外形适合于计算机自动测量。图

７（ｄ）中的比较也显示了本文的倒谱分析方法能有

效地突出散焦模糊模型在倒谱域里的特征圆环的

幅度，同时降低其他部分特别是中心周围部分的

幅度，从而提高软件测量的准确性。从图７（ｄ）中

可知，图７（ｂ）所用的散焦模糊的半径为狉＝（１１

＋１）／２＝６。

图７　应用调整算法的倒谱分析

Ｆｉｇ．７　Ｃｅｐｓ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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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倒谱分析算法能增强散焦模糊模

型在倒谱域对应特征圆环的幅度，减少其余部分

的幅度特别是倒谱域中心周围部分的幅度，从而

更能准确地识别模糊半径。当然，本文方法也有

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模糊半径小于２或者非

常大的情况下。当模糊半径很大（例如２０）时，本

文的倒谱分析方法的效果会弱化，这是因为倒谱

域具有快速衰减的特征，但模糊半径非常大的情

况一般是不常见的。在大多数实际应用中，本文

的倒谱分析方法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准确度，该方

法也为用计算机来识别散焦模糊参数提供了一条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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