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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比例分解和嵌套窗口进行彩色图像边缘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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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从信息量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比例分解算法，即依据人类视觉模型中灰度边缘与色度边缘

的比例关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技术将彩色图像分解为一系列分量子图；接着，利用嵌套窗口提取多尺度灰度边

缘，采用矢量模板提取色度边缘；最后，融合各分量边缘并细化得到彩色图像边缘。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

有效结合色度与亮度信息，抗噪性好，且能进行多尺度边缘分析。

关键词：比例分解；主成分分析；嵌套窗口；矢量模板；多尺度；Ｐｒａｔｔ品质因数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

　　彩色边缘的提取存在色彩差异的检测问题，

不能单纯地套用灰度图像边缘提取方法，至今仍

没有一种普适性的方法［１３］。近年来，先将彩色图

像灰度化，再利用现有的灰度边缘提取算法进行

边缘提取的思路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类方法的

重点在于灰度化方式的选择［４］。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技术和ＣＩＥＬａｂ
［５］模型

对彩色图像进行比例分解，分别采用嵌套窗口和

矢量模板对灰度分量和色度分量进行边缘提取，

将各分量边缘进行逻辑并运算，并采用形态学进

行细化处理得到彩色图像边缘。

１　彩色图像分解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技术分解ＲＧＢ模型
［６］，

从中得到占据９０％信息量的一系列子图；再利用

ＣＩＥＬａｂ模型来提取色度分量的信息，并命名此

方法为比例分解算法（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ＤＡ）。

１．１　灰度子图提取

１．１．１　主成分分析

对于彩色图像犢而言，设图像大小为犕×犖，

每个像素用犢（犿，狀）表示，每个颜色通道用犳犻表

示，图像均值为 珚犢，协方差矩阵为犆。ＫＬ变换后

得到的特征值为（λ１，λ２，λ３），特征向量为（狏１，狏２，

狏３），将得到的特征值降序排列，其中λ１＞λ２＞λ３，

则该图像相应的分解分量为（犵１，犵２，犵３）。

珚犢＝
１

犕×犖∑
犕

犿＝１
∑
犖

狀＝１

犢（犿，狀） （１）

犆＝
１

犕×犖∑
犕

犿＝１
∑
犖

狀＝１

（犢（犿，狀）－

珚犢）（犢（犿，狀）－珚犢）
Ｔ （２）

犵犻（犿，狀）＝狏
Ｔ
犻犢（犿，狀），犻＝１，２，３ （３）

　　ＫＬ变换后的各分量互不相关。由于本征值

表示ＫＬ展开式中展开系数的方差，可以用本征

值来代替熵函数中的概率值，即可以表示各分量

的信息量。因此，要对本征值λ犻 进行归一化，使

归一化后的本征值珘λ犻的总和等于１。

１．１．２　灰度子图提取

本文采用ＲＧＢ模型提取彩色图像中的灰度

信息。由上所述，要提取９０％的信息，只需取前

犇个分量使之满足式（４）即可：

∑
犇

犻＝１

珘λ犻≥０．９ （４）

文献［４，５］中同样采用了ＰＣＡ技术进行彩色的灰

度化。但由于使用了非线性变换，使得图像对噪

声十分敏感，而且它们都是取特征值最大的分量，

而最大的分量并不一定包含９０％的信息量。

１．２　色度子图提取

本文采用 ＣＩＥＬａｂ模型来表示色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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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颜色模型由３个要素组成：亮度（犔），颜色（犪

和犫）。在ＣＩＥＬａｂ空间中，两点间的距离就是两

点的色差。本文采用该空间的水平剖面来表示图

像的色度分量，采用欧氏距离作为色差公式，再采

用后文介绍的矢量模板来提取色度边缘。

２　边缘提取

２．１　灰度边缘提取

本文采用嵌套窗口技术来提取边缘。设内窗

口宽度为２犠犐，高度为２犎犐，外窗口宽度为２犠犗，

高度为２犎犗。其中，沿边缘方向的窗口长度为宽

度，与边缘方向垂直的窗口长度为高度。首先，采

用边缘方向检测模板来确定每点的边缘方向；然

后，使用相应角度的嵌套窗口，计算内窗口的平均

灰度值与外围环形窗口的平均灰度值，将二者之

差作为该点的边缘值，再经二值化得到灰度边缘。

其中，边缘方向检测模板的大小与嵌套窗口的大

小成正比例关系。

２．２　色度边缘提取

针对ＣＩＥＬａｂ空间中欧氏距离代表色差，本

文采用Ｓｏｂｅｌ模板用矢量差代替灰度差来提取色

度边缘。设Ｓｏｂｅｌ模板为［犪１，犪２，犪３；犪４，犪５，犪６；

犪７，犪８，犪９］，Δ犈（犪犻，犪犼）表示模板中点犪犻与点犪犼 间

的色差值，犞犡、犞犢分别表示水平、垂直方向的梯度

值（定义如式（５）所示），则图像的色度边缘梯度

犞 为：

犞犡 ＝Δ犈（犪３，犪１）＋２Δ犈（犪６，犪４）＋Δ犈（犪９，犪７）

犞犢 ＝Δ犈（犪７，犪１）＋２Δ犈（犪８，犪２）＋Δ犈（犪９，犪３）

（５）

犞 ＝ 犞犡狘＋狘犞犢狘 （６）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采用一些标准图片（Ｌｅｎａ、Ｆｌｏｗｅｒ１、

Ｆｌｏｗｅｒ２、Ｐｅｐｐｅｒ、Ｍａｎｄｒｉｌｌ）和人工合成的图片

（Ｄｉａｍｏｎｄ）来进行实验，并与现有的算法进行比

较。其中，Ｆｌｏｗｅｒ２图像的特点是红花与绿叶的

亮度值很接近但色度不同，Ｄｉａｍｏｎｄ的特点是各

方块的亮度值相同而色度值不同。实验中，采用

ＳＩＳ算法
［７］作为二值化处理算法，采用主观评价

与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来评价边缘提取的效

果，客观评价标准采用Ｐｒａｔｔ品质因数
［８］。

首先，对一些图像进行灰度比例分析（见表

１）及灰度子图提取（见图１）。从表１中可以看

出，很多图像经主成分分析后得到的第二分量所

占的信息量较多。由此可得，本文比例分解算法

能随实际图片的复杂度而自适应地改变分量数，

而不丢失信息。

表１　６种图像的灰度分量比例

Ｔａｂ．１　ＳｃａｌｅｏｆＧｒａ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６Ｉｍａｇｅｓ

图像名称 所取分量数 各分量所占比例（从大到小）

Ｌｅｎａ ２ ８６％ １３％

Ｆｌｏｗｅｒ１ １ ９０．３％

Ｆｌｏｗｅｒ２ ２ ６３％ ２７．７％

Ｄｉａｍｏｎｄ ２ ６１．３％ ３８．３％

Ｐｅｐｐｅｒ ２ ７６％ １８．４％

Ｍａｎｄｒｉｌｌ ２ ６４％ ３０．７２％

图１　灰度分量提取效果比较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第二列中红花与绿叶灰

度化后的灰度一样，各颜色方块灰度化后的灰度

也一样，这说明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灰度化只反映出亮度

差异；第三列中灰度化后各颜色方块灰度不同，但

红花与绿叶的灰度还是一样，这说明文献［４］算法

对于实际色差的区分能力有限。由最后两列可

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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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各色度方块是可区分开的，且通过第二分量子

图可区分开红花与绿叶，这说明本文比例分解算

法能有效反映各种亮度、色度差异。

采用Ｌｅｎａ、Ｍａｎｄｒｉｌｌ、Ｆｌｏｗｅｒ２和Ｄｉａｍｏｎｄ进

行分量的边缘提取实验。本文使用不同尺寸的嵌

套窗口和边缘方向检测模板进行多尺度分析，小

尺度参数为：内窗口大小取３×７，外窗口大小取５

×９，方向模板大小为３×３；大尺度参数为：内窗

口大小取７×１１，外窗口大小取１１×１５，方向模板

大小为５×５。图２显示了不同尺度的边缘提取

结果。

图２　不同尺度的边缘提取结果

Ｆｉｇ．２　Ｅｄ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采用矢量模板法对 Ｌｅｎａ、Ｆｌｏｗｅｒ２和 Ｄｉａ

ｍｏｎｄ进行色度边缘提取实验。由图３可以看

出，色度边缘可以明显体现出颜色的差异性。

图３　色度边缘提取结果

Ｆｉｇ．３　ＨｕｅＥｄ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Ｉｍａｇｅｓ

最后，就边缘提取的最终结果与其他算法进

行对比实验，并采用Ｐｒａｔｔ品质因数进行客观评

价。先提取各分量边缘进行逻辑并运算，再采用

形态学的细化算法处理得到彩色图像边缘。图４

为彩色边缘提取的结果图。单分量法提取不了各

色度方块边缘，且花朵边缘存在严重的过分割现

象，这说明单分量法不能反映出色度变化，主要还

是靠亮度信息提取边缘。文献［３］方法无法提取

全部色度方块的边缘，且提取的边缘断断续续，这

说明该方法只能反映出一些色度差异，而且还需

进行边缘连接后处理。由第四列可见各色度方块

边缘、花朵与绿叶的边缘都清晰可见，且边缘较连

续。由此可得本文算法能有效反映色差变化，得

到较连续的边缘。

图４　３种算法的边缘提取结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Ｅｄ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Ｐｒａｔｔ品质因数计算公式如式（７）所示。其

中，犖ＩＤ是理想的边缘像素数目；犖ＤＥ是提取到的

边缘像素数目；犱犻是第犻个提取到的边缘像素点

到离它最近的真实边缘像素点的距离；β是常量，

用于惩罚错误边缘，一般取为１。Ｐｒａｔｔ品质因数

犘的值域为［０，１］，犘值越大代表算法性能越好，

犘的最优值为１。

犘＝
１

ｍａｘ｛犖ＤＥ，犖ＩＤ｝∑

犖
ＤＥ

犻＝１

１

１＋β犱犻
２

（７）

　　由于实际图像的边缘未知，本文的评价是根

据手工提取的边缘进行的。由表２可知，本文算

法对于Ｄｉａｍｏｎｄ图像的Ｐｒａｔｔ品质因数达到１，

对于Ｆｌｏｗｅｒ１图像的Ｐｒａｔｔ品质因数也比其他的

高很多，得到的效果比其他两种好。

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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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种算法的犘狉犪狋狋数值比较

Ｔａｂ．２　ＰｒａｔｔＶａｌｕ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法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１

单分量法 ０ ０．１７６１

文献［３］算法 ０．７２０２ ０．１５５３

本文算法 １ ０．３５１６

４　结　语

本文从信息量角度出发，提出一种比例分解

算法，即依据人类视觉模型中灰度边缘与色度边

缘的比例关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技术和ＣＩＥＬａｂ

模型对彩色图像进行比例分解，能有效结合色度

与亮度信息，采用嵌套窗口技术，能实现多尺度分

析，且抗噪性强。本文方法虽能进行多尺度分析，

但对于复杂的细节分析还有不足之处，怎样提高

细节分析能力是以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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