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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对象级的保边缘影像平滑算法。该算法利用空间聚类对影像进行多尺度分割，在分割过

程中，提取出不同尺度下的符合凸面模型（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ｍｏｄｅｌ）的影像对象（ｉｍａｇｅｏｂｊｅｃｔ）；依据对象的统计参数

对影像对象进行筛选，符合要求的影像对象内部进行平滑处理，其余对象不受影响。利用该方法可以有效地

去除噪声和无用小目标，在不破坏指定目标边缘的同时，实现影像的平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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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于遥感影像的大型目标识别中，目标的

边缘结构信息对目标提取十分重要。如对机场目

标的提取，常用的方法是提取出机场的边缘并拟

合出近似直线，并根据边缘结构信息实现对跑道

等要素的识别［１３］。Ｃａｎｎｙ
［４］算子常用来进行边

缘检测，而Ｈｏｕｇｈ变换和最小二乘拟合等方法则

被用来对边缘检测结果进行直线提取［２，３］。然

而，目标的背景纹理通常比较复杂，存在大量类似

噪声的小目标，如果直接进行边缘检测将得到大

量杂乱的边缘点，从充满杂乱边缘点的边缘影像

中提取出需要的目标边缘直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３］。常见的解决方法是在边缘检测前进行影

像平滑处理［５］。但是，普通平滑算法不仅不能有

效地削弱背景中的无用边缘，还会对目标的边缘

造成损伤，使得后续目标边缘的提取更加困

难［６８］。虽然有大量的保边缘和基于分割的非线性

平滑算法［９］被提出，并在去除噪声和保护边缘之间

取得一定平衡，但是算法在保护目标边缘的同时，

把目标背景区域中无用边缘也保留了下来，并不能

起到平滑目标背景区域的目的。理想的平滑算法

应该具有可控性和可选择性。另外，根据傅立叶理

论，在空间域中小尺度信息对应着频率域中的高频

部分，而大尺度信息则对应了频率域中的低频信

息。对于低通滤波而言，在小尺度上处理会平滑影

像的高频部分，而大尺度上处理会同时影响影像的

高频和低频［７］，也就是空间滤波具有尺度向下包

含的特性。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常规空间滤波方法

不能同时顾及多个尺度下的影像特征。

１　凸面模型的概念

在遥感影像中存在许多小区域，它们代表了

同质地物，内部特性相对均匀，和周围区域具有一

定的反差，本文称其为目标。如果把影像的亮度

值看作高程值，那么整个影像可以看作是一个

ＤＥＭ曲面。同类地物区域对应的曲面相对平滑

平坦，而不同地物之间的交界处就会存在剧烈起

伏。对于影像中的微小人工目标以及噪声，在曲

面上一般对应为一个剧烈凸起或者凹下的小曲

面，目标背景曲面相对平滑得多。利用这种特性，

本文提出了一种描述这种目标和背景曲面特性的

凸面模型（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ＣＭ）。

图１（ａ）所示为目标背景模型的模拟图像，从

图像中可以发现存在３个模拟的小目标。把影像

的灰度值看作高程值，则影像以ＤＥＭ 三维形式

显示成图１（ｂ）。从三维图中可以看出，目标背景

区域对应的曲面非常平滑，而３个目标变化相对

剧烈。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几乎所有的微小人工

建筑目标在影像中的特性类似于图１（ａ）的３个

模拟目标；另外，影像的复杂背景区域主要由大量

不同尺度、不同亮度的小区域组成。本文所提出

的凸面模型，可以对图１（ａ）中的目标和背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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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并利用其分离出目标和背景，根据应用目的

的不同对目标采用不同的处理。

图１　目标背景模型模拟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ｄｅｌ

用二维函数犳（狓，狔）来表示影像，在空间坐标

（狓，狔）处，犳的值是正的标量，其物理意义由图像

源决定。为方便起见，本文中的影像当作灰度影

像讨论［５］。如上所述，将利用基于影像分割的目

标提取方法实现影像平滑。因此，为了后续的讨

论方便，可以使用集合理论对凸面模型进行描述，

该描述方法可以直接应用于影像分割。假设犚

表示影像犳（狓，狔）的整个范围，对犚 的一个简单

分割定义如下［５，１０１２］：

（ａ）∪
狀

犻＝１
犚犻＝犚；

（ｂ）犚犻为一连通区域 （犻＝１，２，…，狀）；

（ｃ）犚犻∩犚犼＝（犻≠犼）；

（ｄ）犘（犚犻）＝ＴＲＵＥ（犻＝１，２，…，狀）；

（ｅ）犘（犚犻∪犚犼）＝ＦＡＬＳＥ（犻≠犼）。

其中，犘（犚犻）是对所有在集合犚犻 中元素的逻辑谓

词；表示空集合。此处犚犻是犚 的一个子区域，

假设 犖犻 是区域犚犻 的所有相邻区域的集合，犉

（犚犻）是犚犻的特征平均值，犛（犚犻，犚犿）是犚犻 和犚犿

的相似度，ＣＭ（犚犻）是定义在犚犻 上的逻辑谓词。

因此，凸面模型可以描述为：

ＣＭ（犚犻）＝ＴＲＵＥ

犉（犚犻）＞ （ｏｒ）＜犉（犚犿）；

犛（犚犻，犚犿）＜犛（犚犿，犚狀）；犚犿，犚狀 ∈犖犻，犿≠

烅

烄

烆 狀

（１）

　　如果区域犚犻 符合凸面模型，即ＣＭ（犚犻）＝

ＴＲＵＥ，那么它的平均特征向量将大于或者小于

周围所有邻居区域，并且其任意两个邻居之间的

相似度大于它们和犚犻之间的相似度。

２　多尺度分割及平滑算法的实现

２．１　多尺度分割的概念

常规的影像分割是以得到准确静态分割结果

为目的。实际应用中，影像分割不仅要把一幅图

像分成满足条件的各具特性的区域，而且需要把

其中感兴趣的目标区域提取出来，只有这样才算

真正完成了影像分割的任务［１１］。本文的多尺度

分割不是以得到准确静态分割结果为目的，而是

按照某种相似性准则，从小尺度到大尺度不断进

行模糊聚类［９１０，１２］，在此过程中，利用凸面模型对

每个尺度下的临时结果进行检验，对符合要求的

影像对象进行特定处理。

２．２　多尺度分割在影像平滑中的应用

多尺度分割并不仅仅应用于影像分析，还可

以用于目标提取和影像平滑。平滑原理是在多尺

度分割过程中，把符合凸面模型的影像对象筛选

出来，然后根据统计参数确定哪些对象区域需要

被抑制。本文的平滑算法对基于模糊聚类的多尺

度分割算法［１２］稍加修改，其算法流程描述如下。

１）指定最大尺度阈值犠ｍａｘ。

２）初始化原始对象集。

３）循环检查对象集中的每个对象犚犻。

如果犚犻 的尺寸小于犛ｍａｘ，并且犚犻 符合凸面

模型，则犚犻被认为是目标，如果对象犚犻特性符合

处理条件，则根据背景参数对犚犻进行平滑处理。

如果犚犻的尺寸小于犛ｍａｘ，但是不符合凸面模

型，则找到犚犻最相似的邻居对象，如果犚犻允许增

长，则与犚犻合并。

如果犚犻的尺寸大于犛ｍａｘ，则对犚犻不做处理；

４）当所有对象犚犻 尺寸大于犛ｍａｘ，则平滑算

法结束。

算法中，尺度阈值犛ｍａｘ的作用是用来控制被

处理对象的最大尺度，主要用对象面积来度量。

该值的选取会直接影响到平滑效果，犛ｍａｘ设置得

越大，被平滑的目标尺度就越大，平滑效果也就越

明显。但是当犛ｍａｘ大于受保护目标尺度时，受保

护目标的结构单元会有受损伤的可能。因此，

犛ｍａｘ选取的原则是在满足平滑要求的前提下，尽

量使得犛ｍａｘ小于受保护目标的尺度。

从流程中可以看出，关键是在分割过程中提

取出目标对象以及对目标内部像素进行调整。目

标对象提取时，哪些目标对象需要进行平滑，可以

根据实际应用设定尺度、形状、纹理、拓扑以及语

义等限制。本文实验使用了尺度和形状限制。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在机场目标提取中的应用

从图２（ａ）原始影像可以看出，机场的背景区

域非常复杂，直接进行直线提取会有一定难度。

下面利用常规保边缘平滑算法和本文方法对该影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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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进行平滑处理，实验结果见图２（ｂ）和２（ｃ）。为

了比较两种平滑算法对边缘检测的影响，分别对

原始影像图２（ａ）、保边缘平滑结果图２（ｂ）和本文

方法平滑结果图２（ｃ）进行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实验

结果如图２（ｄ）、２（ｅ）和２（ｆ）所示，Ｃａｎｎｙ算子的

参数都设置为（０．６，１２９，２５４）。

图２　平滑算法对边缘检测结果的影响比较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ｍｏｏｔｈ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由图２（ｂ）和２（ｃ）可以看出，利用本文方法处

理的结果影像要比保边缘平滑算法的结果影像平

滑得多；通过边缘检测结果（图２（ｄ）～２（ｅ））可以

看出，从本文方法处理的结果影像中得到的无用

边缘数量急剧减少，但是机场的主边缘并没有缺

损。

为更好地比较算法的性能，下面利用４种参

数对各种方法的平滑效果以及对边缘提取的影响

两方面进行量化分析。首先对图２（ａ）中的原始

影像分别采用保边缘平滑算法、３×３模板高斯滤

波、７×７模板高斯滤波、７×７模板中值滤波以及

本文方法进行平滑处理；然后对原始影像和结果

影像进行边缘检测和直线提取；最后对所有影像

数据及提取结果统计出４种参数，详细统计结果

见表１。

１）比较平滑效果。标准差和信息熵是衡量

影像纹理复杂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从表１的统

计值可以看出，未进行平滑处理的原始影像具有

最大标准差和信息熵，而本文算法处理的结果影

像具有最小的标准差和信息熵。由此可以看出，

原始影像因为没有作平滑处理，因此最“粗糙”，而

表１　平滑算法处理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影像 有用直线／所有直线（长度＞５０像素） 标准差 信息熵 边缘点数／所有像素

原始影像 ９／１６ ２６．０５３９ ６．６３９９ １６８５８４／８６６９３２

保边缘平滑算法 ７／９ ２４．２３２０ ６．５４６７ １３０９１６／８６６９３２

高斯滤波（３×３） ７／１０ ２１．２００３ ６．３９６２ ６６４０８／８６６９３２

高斯滤波（７×７） ０／０ １６．４８８７ ６．０６３６ ８９０／８６６９３２

中值滤波（７×７） ４／６ １８．７３７６ ６．２２５０ ２１３６６／８６６９３２

本文方法 １０／１２ １６．２７６０ ５．９８１８ ４１０１０／８６６９３２

本文算法处理后的影像最“平滑”，其他算法处理

的结果介于上述两种结果之间。

２）比较对感兴趣目标的结构保护情况。由

表１可以看出，从原始影像中提取的边缘像素最

多，提取的长度大于５０像素的长直线也最多，一

共１６条，其中有用直线９条；从保边缘平滑算法

处理的结果影像中检测出的边缘像素数量略有减

少，但长直线数量却急剧减少至９条，其中有用长

直线减少至７条；也就是说，该方法对机场的边缘

造成了破坏。从本文算法处理的结果影像中提取

的边缘像素数量显著减少，而机场的主要边缘都

被准确提取出来，基本做到了有选择地平滑。另

外，从７×７模板的高斯滤波结果影像中提取的边

缘像素最少，但意外的是，滤波结果影像的标准差

和信息熵却不是最小，并且没有提取出一条长直

线。这说明高斯滤波器对于平滑噪声很优秀，对

纹理的整体保护很好，但对边缘的破坏很严重。

从中值滤波结果的统计值可以看出，中值滤波对

平滑噪声比较有效，但是对边缘的破坏也比较严

重。

如图３所示，为实验方便起见，本文对目标对

象平滑时，使用目标背景平均值替换目标犚犻中的

每个像素值，也就是用平面来替换原来的凸面，没

有考虑边界处过渡问题。如果对象平滑时边界处

图３　理想平滑结果和简化处理结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Ｏｎｅ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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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渡处理，平滑效果将更好。

３．２　平滑算法的可选择性和可控制性

通过上述实验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在影像平

滑和保护目标边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本文算法

是一种对象级的平滑算法，即是一种面向对象的

平滑算法。基于对象比基于像素的主要优势在于

可以整体考虑对象的统计特性、形状、和周围对象

的对比关系等。这样，在平滑过程中可以根据这些

对象参数进行有选择的平滑操作。图４（ａ）是机场

附近的一个港口油库的ＳＰＯＴ５影像局部，对其进

行平滑时，分别增加了几种附加条件：① 面积小于

９０的目标全部滤除；② 只平滑过滤影像中圆形的

目标区域；③ 对影像中非圆形的目标区域进行平

滑。为实验方便，使用目标对象区域的外接圆面

积与实际对象面积的比值作为圆度度量：

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Ａｒｅａ对象外接圆／Ａｒｅａ对象 （２）

式中，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为圆度；Ａｒｅａ对象外接圆为目标对象外

接圆的面积；Ａｒｅａ对象 为目标对象的面积。由公式

可知，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越接近１，说明对象的形状越接近

圆形，而正方形的圆度值近似为１．５７，因此只有当

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介于１到１．５７之间时才可认为近似圆

形。下面的实验中，如果目标对象的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１．３，即近似认为该对象是圆形区域。

图４（ｂ）为尺度约束为９０时的平滑效果，影

像经过处理后比原始影像图４（ａ）平滑得多，而且

部分面积小于９０的油库被过滤掉，面积大于９０

的则被保留。

图４　平滑算法的可选择性和可控制性实验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ｏｆ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４（ｃ）为使用形状约束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１．３进

行平滑的效果，可以看出，使用该约束后，因为绝

大多数油库的形状属于圆形，即符合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１．３这个条件，所以被过滤掉。另外一些形状

接近圆形的目标对象也被过滤掉，其余部分则基

本未被处理。

图４（ｄ）为使用形状约束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１．３进

行平滑的效果，可以看出，使用该约束后，绝大多

数油库被完整保留，而背景区域得到有效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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