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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多尺度犇狅犌滤波器的
高动态范围的映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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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印刷与包装系，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利用多尺度ＤｏＧ滤波器模拟人眼视觉的边缘相阻机制，计算出人眼观察各像素的适应性亮

度，并对图像各适应性亮度下的色度进行适应性调整；通过计算光感知细胞在各适应性亮度关系下的相对视

觉感知信息，提出可保持视觉空间中各维颜色的相对视觉感知信息的映射算法，从而实现了基于多尺度ＤｏＧ

滤波器的高动态范围图像映射。该算法可以在保留高动态范围图像中场景的纹理细节和颜色的前提下，使高

动态范围图像能真实地显示在动态范围较低的显示设备或纸张上。实验测试说明，该算法能够正确地再现高

动态范围图像原有的场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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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相对于高动态范围（ｈｉｇ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ａｎｇｅ，

ＨＤＲ）图像，低动态范围（ｌｏｗ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ａｎｇｅ，

ＬＤＲ）图像记录真实场景不够精确、逼真。ＨＤＲ

图像的这些优点恰好切合目前影视、动画、远程医

疗、军事等行业新的应用需求，但它在这些行业中

应用时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在低动态范围

的显示设备上正确再现 ＨＤＲ图像中的场景。一

般商用显示设备的动态范围非常有限，不会超过

５００∶１，但人眼所能识别的动态范围要大于这些

显示设备，导致显示所引起的图像场景的变化在

人眼容忍范围之外。因此，研究映射技术，正确显

示ＨＤＲ图像成为 ＨＤＲ图像应用的关键问题之

一。针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称为阶调映

射（ｔｏｎｅｍａｐｐｉｎｇ）的映射方法。其中，依据映射

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全局阶调映射［１，２］和局部阶调

映射［３，４］。全局阶调映射相对比较简单，无噪声、

光晕等问题产生，但纹理细节丢失相对比较严重。

局部阶调映射相对于全局阶调映射更符合人眼的

一些定律（如韦伯定律），因此在细节上表现更好，

但容易产生光晕、噪声和虚假轮廓等问题。为了

避免如上问题产生，分层映射的方法［４］建议把

ＨＤＲ图像分为亮度层和细节层（或称反射率层），

压缩亮度层的动态范围。此类方法解决了局部映

射的局限，但不能确保纹理细节的可见性变化。

参考文献［４，５］在阶调映射中分别结合了

ＣＩＥＣＡＭ０２和ｉＣＡＭ０６颜色模型，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了颜色再现的问题，但还是满足不了 ＨＤＲ

图像显示时保持颜色不变的需求。本文从分析影

响ＨＤＲ图像显示变化的因素出发，根据视觉恒

常（包含亮度恒常和颜色恒常）的规律，提出保持

视觉空间中各维颜色的相对视觉感知信息的思想

映射 ＨＤＲ图像。

１　映射算法

本文算法根据人眼不同适应性亮度下获得各

像素的相对视觉信息的特性，通过保持高动态范

围图像各像素的相对视觉感知，从而达到保持场

景在视觉上的一致性。其中，各像素的适应性亮

度采用多尺度ＤｏＧ滤波器模拟人眼的中心周边

的相应机制计算而得。此外，本算法的绝对视觉

映射是在视锥细胞的响应空间中进行的，由于此

空间虽然是线性无关的空间但并非正交空间，映

射后可能会产生全局或局部偏色，因而在本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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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给出了调整偏色的方法。

１．１　适应性亮度

根据对人眼感光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柱细胞）

的研究［６］，人眼对某变化亮度区域产生的适应具

有低通滤波关系，即适应性亮度由此区域亮度几

何平均而得。但是在人眼视觉系统中还存在其他

不同于感光细胞响应机制的细胞，如视网膜上的

活动细胞、视神经上的外侧膝状体核（ＬＧＮ）以及

大脑皮层的双对立细胞。这些细胞都是中心周

边响应结构的细胞，它们的响应机制为边缘相阻

机制，而且各级细胞的这个响应机制是带通滤波

性质的，在空间域中模拟为 ＤｏＧ 滤波器（见图

１）。因此，适应性亮度应该考虑整个视觉信号传

递过程中各级细胞的响应机制，然而很难知道具

体各级细胞的连接中轴突或枝传递机制。因此，

本算法中使用多尺度的边缘相阻机制（见图２）来

计算适应性亮度。设犉Ｍｕｌｔｉ＿ＤｏＧ（犽，犾）表示多尺度的

边缘相阻机制的多尺度ＤｏＧ滤波器，具体计算如

下：

犉Ｍｕｌｔｉ＿ＤｏＧ（犽，犾）＝∑
狀

犻＝１

犠犻犉ＤｏＧ＿犻（犽，犾，犆犻，犆狉＿犻）

犉ＤｏＧ＿犻（犽，犾，犆犻，犆狉＿犻）＝犓·ｅ
－狉
２／犆

２
犻 －犓·ｅ－

狉
２／（犆狉＿犻犆犻

）２

∑
狀

犻＝１

犠犻＝１，狉＝ 犽２＋犾槡
２

（１）

其中，犆狉＿犻为每个尺度ＤｏＧ滤波器内外半径的比

值，本文取１．６；犆犻 为各尺度下ＤｏＧ滤波器中心

半径的大小，在本算法中，取犆犻＝犆１＋犆·（犻－

１），犻＝２，３，…，狀，犆为常数。由实验得到，犆１∈

［３，５］，犆∈［３，１１］，在此区间的值需根据具体图

像中的场景而定；狀通常越大越好，但狀增大会增

加计算的复杂度，因此，为了平衡计算复杂度和取

得好的效果，本文取狀＝４；犠犻为权重系数，取犠犻

＝１／狀。

图１　中心周边感知结构细胞的边缘相阻机制

Ｆｉｇ．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Ｃｅｎｔｅｒ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ｅＦｉｌｅｄ

各像素所在的适应性亮度犔狑（狓，狔）是表示

各像素适应的环境，它对于不同的显示媒介有不

同的计算方法。对于纸张之类的显示媒介，它由

图２　多尺度边缘相阻机制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ｅｄ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ｃａｌｅｓｏｆＤｏＧ

像素所在的感知视场中的亮度共同决定：

犔狑（狓，狔）＝犉Ｍｕｌｔｉ＿ＤｏＧ（犽，犾）犔（狓，狔） （２）

其中，犔（狓，狔）为高动态范围图像各像素的亮度

值。对于显示器之类的显示媒介，它除了由像素

所在的感知视场中的亮度共同决定外，还与光源

在显示器屏幕上的反射亮度有关：

犔狑（狓，狔）＝犉Ｍｕｌｔｉ＿ＤｏＧ（犽，犾）犔（狓，狔）＋犔ｒｅｆｌ

（３）

其中，犔ｒｅｆｌ为光源在显示器屏幕上的反射亮度，在

假设显示器的屏幕上没有镜面反射的情况下，其

计算方法［７］为：

犔ｒｅｆｌ＝犽犈ａｍｂ／π （４）

其中，犈ａｍｂ为显示器所在环境中光源的光照度

（ｌｕｘ），通常，室内光源的光照度大约为２００ｌｕｘ；犽

表示显示器屏幕的反射系数。一般的ＬＣＤ显示

器的屏幕反射系数大约为１％；ＣＲＴ显示器的屏

幕反射系数要大一些，一般在４％左右
［７］。

１．２　色度适应性调整

理想上，显示媒介和显示环境中的光源与高

动态范围图像中场景的光源相同。事实上，即使

显示环境的光源为理想的白光，显示媒介的光源

也很难与高动态范围图像中的场景光源相一致，

这导致图像在显示时其颜色物理值不可避免地发

生偏移。然而，根据颜色恒常性可知［８］，人眼视锥

细胞具有消除由于光源引起颜色变化的能力，从

而保持颜色在视觉上的恒常性，因此，本文首先利

用可以描述人眼此能力的色度适应性模型消除或

减轻光源对颜色再现的影响。本文利用 ＣＩＥＣ

ＡＴ２０００色度适应性模型
［９］结合式（２）或式（３）所

计算的各像素适应性亮度进行色度适应性调整，

具体如下：

［犚（狓，狔）　犌（狓，狔）　犅（狓，狔）］
Ｔ
＝

犕［犡（狓，狔）　犢（狓，狔）　犣（狓，狔）］
Ｔ，

犕 ＝

０．７９８２ ０．３３８９ ２０．１３７１

２０．５９１８ １．５５１２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３９ ０．

烄

烆

烌

烎９７５３

（５）

犚犪（狓，狔）＝犚（狓，狔）·（犇（犔狑（狓，狔））·

　（犚狑狉／犚狑）＋１－犇（犔狑（狓，狔））） （６）

犌犪（狓，狔）、犅犪（狓，狔）的计算类似。其中，犡（狓，狔）、

犢（狓，狔）、犣（狕，狔）表示各像素的三刺激值，它是由

２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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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ＲＧＢ转换矩阵从高动态图像ＲＧＢ的３个亮度

通道转化而来；犚（狓，狔）、犌（狓，狔）和犅（狓，狔）分别

为像素（狓，狔）的感红、感绿和感蓝视锥细胞的响

应空间中的值；犚犪（狓，狔）、犌犪（狓，狔）和犅犪（狓，狔）分

别为此像素色度适应性调整后的视锥细胞响应空

间中的值；下标狑表示高动态范围图像中原场景

的光源；下标狑狉表示显示环境的光源；犚狑、犌狑、

犅狑 和犚狑狉、犌狑狉、犅狑狉分别表示两种光源的细胞响

应值；犇（·）为观察高动态范围图像各像素时在

各适应性亮度犔狑（狓，狔）下视锥细胞的适应程度，

具体为：

犇（犔狑（狓，狔））＝犉（０．０８ｌｇ（１／５犔狑（狓，狔））＋０．７６）

（７）

其中，犉为环境因子。根据文献［９］，环境因子犉

在较黑暗的情况下设为０．８，其他情况下设为

１．０。在本文中，具体的值由适应性亮度犔狑（狓，狔）

决定，即犔狑（狓，狔）＞１０ｃｄ／ｍ
２时，犉＝１．０；犔狑（狓，

狔）≤１０ｃｄ／ｍ
２时，犉＝０．８。

１．３　映射关系

本算法是通过保持在显示前后视锥细胞的相

对响应值不变来最大限度地保证真实还原图像感

知。对于图像来说，就是使得高动态范围图像和

映射后的低动态范围图像各像素的相对视锥细胞

的响应值满足如下关系：

狉犮＿犱（狓，狔）＝狉犮（狓，狔） （８）

其中，狉犮（狓，狔）表示高动态范围图像像素（狓，狔）的

视锥细胞的相对响应值；狉犮＿犱（狓，狔）表示媒介上图

像像素（狓，狔）的视锥细胞响应值；下标犮指代视

锥细胞ＲＧＢ。

首先，需要获得高动态范围图像各像素的各

视锥细胞的相对响应值，计算如下：

狉犚（狓，狔）＝犅犚（狓，狔）·

（犚犪（狓，狔））
狀（狓，狔）

（犚犪（狓，狔））
狀（狓，狔）＋（σ（犔狑（狓，狔））

狀（狓，狔）
（９）

狉犌（狓，狔）、狉犅（狓，狔）的计算类似。其中，犚犪（狓，狔）、

犌犪（狓，狔）和犅犪（狓，狔）为采用式（６）计算的结果；狉犚

（狓，狔）、狉犌（狓，狔）、狉犅（狓，狔）为模拟视锥细胞在不同

适应亮度条件下的相对响应值；犅犚（狓，狔）、犅犌（狓，

狔）、犅犅（狓，狔）表示视锥细胞的漂白指数，控制视锥

细胞的响应上限，具体为：

犅犚（狓，狔）＝１０
７／（１０７＋犔狑（狓，狔）（犚狑狉／（犚狑狉＋

犌狑狉＋犅狑狉））） （１０）

犅犌（狓，狔）、犅犅（狓，狔）的计算类似。各适应性亮度

下的亮度适应因子σ（·）为：

σ（犔狑（狓，狔））＝２０犔狑（狓，狔）／犉犾（狓，狔）（１１）

其中，

犉犾（狓，狔）＝０．２犜
４（狓，狔）犔狑（狓，狔）＋０．１（１－

犜４（狓，狔））（犔狑（狓，狔））
１／３

犜（狓，狔）＝１／（犔狑（狓，狔）＋１） （１２）

狀（狓，狔）由适应性亮度决定，

狀（狓，狔）＝

犪＋犫（（犔狑＿ｍａｘ－犔狑（狓，狔））／（犔狑＿ｍａｘ－犔狑＿ｍｉｎ））
犱

１＋０．５ｅ
－（犔狑

（狓，狔）－犔狑＿ｍｉｎ
）

（１３）

其中，犔狑＿ｍａｘ和犔狑＿ｍｉｎ分别为适应性亮度的最大和

最小值；犪、犫和犱 为经验常值，分别为０．７５、１．２

和０．０７５。

根据式（８），本算法在实施映射时，还需要知

道计算显示时图像各像素的视锥细胞的相对响应

值。但是显示低动态范围的显示图像就是算法要

获得的图像，其各像素的视锥细胞的相对响应值

很难直接计算而得，特别是其适应性亮度无法直

接知道。由上文讨论可知，虽然显示媒介的动态

范围非常有限（如ＣＲＴ显示器的动态范围为１００

∶１），但人眼感光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柱细胞）一

次响应的动态范围也只有１０００∶１左右。因此，

可以近似认为在显示媒介亮度范围内，人眼只产

生一个适应性亮度的响应曲线。本算法选择文献

［１０］中的响应关系：

狉犮＿犱（狓，狔）＝ （犚犮／犔狑犮）
１／狇，狇∈ ［１，３］（１４）

因此，显示图像中的视锥细胞的相对响应值为：

狉犚＿犱（狓，狔）＝ （犚犱（狓，狔）／犔狑＿犱）
１／３ （１５）

狉犌＿犱（狓，狔）、狉犅＿犱（狓，狔）的计算类似。其中，狇＝３；犚犱

（狓，狔）、犌犱（狓，狔）、犅犱（狓，狔）为视锥细胞响应空间

各像素的响应值；犔狑＿犱为显示媒介下图像的适应

性亮度，本文取显示媒介最大显示亮度的一半。

最后结合式（８）、式（１５）计算得到视锥细胞响应空

间各像素的响应值。

１．４　颜色调整

以上算法都是在视锥细胞的响应空间进行

的。尽管三维视锥细胞的响应信号各不相关，但

它们之间并非是正交的关系，从而导致颜色出现

一定程度的偏移。因此，本算法给出调整算法的

主要目的是调整三维颜色关系，改善整体偏色问

题：

犐犱＿ａｖｇ（犮）＝∑
犕

狓
∑
犖

狔

犐犱（狓，狔，犮）／（犕·犖）

犌犱＿ａｖｇ＝ ∑
犮＝犚，犌，犅

犐犱＿ａｖｇ（犮）／３

犐′犱（狓，狔，犮）＝ （犌犱＿ａｖｇ／犐犱＿ａｖｇ（犮））犐犱（狓，狔，犮

烅

烄

烆 ）

（１６）

其中，犮＝犚、犌、犅；犐犱（狓，狔，犮）、犐′犱（狓，狔，犮）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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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后各像素在ＲＧＢ视锥细胞响应空间的

值；犕、犖 分别表示图像横向和纵向的像素数。最

后，由式（５）中犕 矩阵的逆矩阵转为三刺激值，最

后转为显现所需的ｓＲＧＢ空间。

２　结果分析

目前，存 在 着 众 多 的 ＬＤＲ 图 像 检 测 方

法［１１，１２］。本文选用适合检测 ＨＤＲ图像映射的

ＨＤＲＶＤＰ 检 测 方 法
［１３］和 ＶＩＳＶＤＰ 检 测 方

法［１４］，并在这些检测方法下比较本文算法和基于

ｉＣＡＭ的方法
［４］、基于ｒｅｔｉｎｅｘ的方法

［３］以及直接

线性映射的优劣。

此外，由于观察者观察图像的差异程度与观

察的视距、环境以及图像显示的分辨率有密切关

系，为了排除这些因素对视觉判断的影响，本文设

定以下观察测试条件：视距选为０．５ｍ，显示分辨

率为每个视角３０个像素；显示设备为ＣＲＴ显示

器，其最大显示亮度为８０ｃｄ／ｍ２；屏幕表面反射

率为４％ ；观察环境光源为Ｄ６５光源；观察环境

的光亮度为２００ｌｕｘ。

２．１　犎犇犚犞犇犘检测方法

ＨＤＲＶＤＰ检测方法是２００４年 Ｍａｎｔｉｕｋ等

人［１３］在Ｄａｌｙ的ＶＤＰ方法
［１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它专门用以检测映射图像与原高动态范围图像在

视觉上的差异，通过计算两幅图像的对比度差，从

而得到视觉差别，并使用概率表示相似的程度。

高动态范围图像“ｂａｔｈｒｏｏｍ”的动态范围大约为

１０万∶１，从插页Ⅰ彩图１和彩图２中的 ＨＤＲ

ＶＤＰ图看，本算法的结果至少有７５％的相似程

度，但 ＨＤＲＶＤＰ测试方法并不能明显地区分各

种算法映射（包含直接显示结果）的优劣。

２．２　犞犐犛犞犇犘检测方法

ＶＩＳＶＤＰ检测方 法 是 ２００８ 年 Ａｙｄｉｎ 等

人［１４］提出的一种用以检测映射图像与原图像在

视觉上的相似程度的检测方法。它包含检测图像

三方面的变化：一是检测图像可见对比度的丢失

程度，即检测可见细节的丢失程度，或相对原图像

的模糊程度。如插页Ⅰ彩图１中各ＶＩＳＶＤＰ扭

曲程度图中的绿色表示部分，其中绿色越饱和，丢

失的可见对比度的程度越大。二是检测图像不可

见对比的增大程度，即检测图像中不可见细节增强

的程度，或检测虚假轮廓的程度。如插页Ⅰ彩图１

中各ＶＩＳＶＤＰ扭曲程度图中的蓝色表示部分，其

中蓝色越饱和，增大的程度越大。三是检测图像可

见对比度逆转的程度，即检测图像中阶调逆转或光

晕的程度。如插页Ⅰ彩图１中各 ＶＩＳＶＤＰ扭曲

程度图中的红色表示部分，其中红色越饱和，可见

对比度扭曲的程度越大。

由插页Ⅰ彩图１（ａ）中ＶＩＳＶＤＰ扭曲程度图

可知，直接显示 ＨＤＲ图像会导致大量可见细节

的丢失。为了更好地比较本文算法的优劣，本文

在插页Ⅰ彩图１中给出了本文算法和基于ｉＣＡＭ

的方法［４］、基于ｒｅｔｉｎｅｘ的方法
［３］的 ＶＩＳＶＤＰ视

觉扭曲程度图。由其扭曲程度图比较可知，本文

算法的扭曲程度图中绿色成分相对较少，说明本

算法可以保存更多的可见细节。此外，这些扭曲

程度中没有蓝色成分，说明本算法和其他三种算

法都不会产生虚假轮廓。尽管 ＶＩＳＶＤＰ视觉扭

曲程度图中的红色成分表示阶调逆转或光晕的程

度，但这并不能说明本算法会产生阶调逆转或光

晕的问题，因为插页Ⅰ彩图１（ａ）中的直接线性映

射不可能产生任何阶调逆转或光晕现象，但它的

扭曲程度图中的相同部位也存在同样的红色扭

曲。再结合效果图像的直接视觉效果比较发现，

利用本文算法映射 ＨＤＲ图像“ｂａｔｈｒｏｏｍ”可以得

到视觉效果比较好的显示图像。

为了检测本文算法的普遍性，还利用本算法

处理了不同的 ＨＤＲ图像（见插页Ⅰ彩图２中各

ＶＩＳＶＤＰ扭曲程度图），发现除了插页Ⅰ彩图２

（ｄ）中的 ＨＤＲ图像外，各可见细节的丢失度非常

小。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小的缺憾，即对某些高动

态范围图像，会略为增强某些原先不可见的细节。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多尺度ＤｏＧ的高动态范围

图像映射算法，通过维持映射前后各像素的视锥

细胞的相对响应值的一致性，试图达到保真高动

态范围图像中场景视觉感知的目的。实验证明，

对绝大多数的测试图像来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对于少量的图还不能较好地复制场景的视觉感

知，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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