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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基于ｉＣＡＭ的 ＨＤＲ图像显示过程中加入亨特效应和史蒂文斯效应的预测模型。针对不同的评价

目的（图像偏好性和场景再现准确性评价），通过实验确定了亨特效应和史蒂文斯效应预测模型中调制参数犮

和犿 的最佳取值，并将最终得到的两个完整的预测模型用于算法流程中。通过图像偏好性实验和场景再现

准确性实验发现，改进后算法在图像偏好性上优于商业软件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ＣＳ４中的４种算法和改进前的ｉＣＡＭ

算法；在场景再现准确性上优于改进前的ｉＣＡＭ算法，并与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的算法相当；最后通过离散快速傅立叶

变换和降采样技术，提高了算法的计算速度。

关键词：色貌模型；ＨＤＲ图像；ｉＣＡＭ；亨特效应；史蒂文斯效应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ＴＳ８

　　由传统色貌模型（ＣＩＥＣＡＭ９７、ＣＩＥＣＡＭ０２

模型）扩展而来的图像色貌模型ｉＣＡＭ（ｉｍａｇｅ

ｃｏｌｏｒ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将传统色貌模型的属性

和空间视觉模型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不仅实现了

图像色貌的准确预测，而且加入了视觉空间属性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ｖｉｓｉｏｎ）和图像感知（局部适

应（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和空间滤波）特性，使得

图像色貌模型更适合于 ＨＤＲ图像的阶调压缩及

再现［１］。２００３年，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等首次提出了基于

ｉＣＡＭ框架的 ＨＤＲ图像显示算法流程
［２］。该算

法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与当前图像处理软件

（如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中普遍使用的算法相比还存在一

定的差距。２００７年Ｋｕａｎｇ等人在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等研

究的基础上对算法进行了修正，扩展了 Ｈｕｎｔ等

人提出的人眼视觉非线性响应压缩模型，加入了

暗适应信号，将视觉响应压缩扩展到了一个更大

的亮度范围［２３］。

本文在对图像色貌模型以及相关色貌现象进

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

ｉＣＡＭ的ＨＤＲ（ｈｉｇ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ａｎｇｅ）图像显示算

法（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该算法对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算法和Ｋｕａｎｇ算法进行了改进，改进措

施包括：① 使用基于稳健性各向异性扩散的边缘

保持滤波算法将图像分为细节层和基础层，在细

节层加入了与适应场亮度相关的局部对比度增强

模型，模拟了由史蒂文斯效应预测的明度对比度

变化；② 在ＩＰＴ均匀颜色空间中，加入了与适应

场亮度相关的局部彩度增强模型，模拟了由亨特

图１　算法流程图（虚线表示改进措施）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ａｓｈｅｄＤｅｎｏｔ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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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预测的绝对彩度变化；③ 针对边缘保持滤波

算法计算量大的问题，采用了离散快速傅立叶变

换和降采样技术，提高了算法的运算速度。

１　算法流程

本文算法接受３２位ＲＧＢＥ格式的 ＨＤＲ图

像数据，并将其转换为ＣＩＥ犡犢犣三刺激值，作为

算法流程的输入数据。首先使用边缘保持滤波器

将输入图像分解为基础层（仅包含大尺度变化信

息）和细节层（边缘、纹理细节）［４５］，对基础层图像

进行色适应变换；然后使用 Ｈｕｎｔ等人提出的双

曲线非线性响应压缩函数对色适应后的基础层图

像进行阶调压缩，并将阶调压缩后的基础层图像

与细节层图像合并，执行反向色适应变换；在图像

最终显示之前，还需要对图像数据进行反向颜色

特征化变换，极端像素裁切（对图像数据中１％和

９９％处的像素数据进行裁切）和数值规范化（即将

图像数据规范化至［０，２５５］范围）的处理。

２　算法改进及实验

本文在亨特效应和史蒂文斯效应的研究基础

上对原有ｉＣＡＭ算法进行了改进，引入了预测两种

色貌效应的量化控制模型，并通过实验找出了针对

图像偏好性和场景再现准确性的最佳控制方案。

２．１　史蒂文斯效应的预测模型

史蒂文斯效应是指随着适应场亮度的增加，

明度对比度（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也在增加。研究

结果发现，测量得到的适应场亮度与色刺激的感

知亮度之间的关系为一个幂函数，这个幂函数被

称为史蒂文斯生理物理学幂函数。由于人眼视觉

系统对局部对比度比全局对比度更加敏感，而细

节层的信息又直接反映着图像的局部感知对比

度。因此，可对细节层添加史蒂文斯预测模型。

根据史蒂文斯的生理物理学研究结果，本文也使

用一个幂函数来估计此模型：

犡犢犣ｄｅｔａｉｌｓ＝犡犢犣ｄｅｔａｉｌｓ
（犉犔＋１

）犿 （１）

　　该幂函数（史蒂文斯效应的预测函数）的指数

部分也是一个幂函数（称为调制幂函数），其中将

亮度适应因子犉犔加载到底数，指数犿 为调制因

子。考虑到人眼视觉的空间特性，犉犔因子中适应

场亮度犔犃的计算使用了图像亮度通道犢 的低通

滤波图像数据：

Ｉｍａｇｅ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ＦＦＴ
－１ ＦＦＴＩｍａｇ｛ ｝ ｛ ｝｛ ｝ｅＦＦＴ Ｆｉｌｔｅｒ

（２）

犔犃 ＝０．２Ｉｍａｇｅｆｉｌｔｅｒｅｄ（犢） （３）

　　图２、图３显示了应用调制幂函数的实验结

果。选择图像中的部分区域作为观察目标。图２

中教学楼窗户、树荫以及地面，图３中地灯左侧的

石块和右侧的草地。实验结果表明：① 随着犿值

的增加（犿为０表示没有加入预测模型），目标观

察区域的局部对比度也显著地增加；② 无论从图

像偏好性还是场景再现的准确性上看，模型加入

前的效果好于模型加入后的效果；③ 调整因子犿

的值并非越大越好，数值过大会出现图像失真的

情况（例如图２、图３中犿取大于２的数值所产生

效果）。因此，在保证场景再现准确性的前提下找

出最合理的犿取值是很关键的。

图２　调制幂函数应用的实验效果１

Ｆｉｇ．２　Ｆｉｒｓ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３　调制幂函数应用的实验效果２

Ｆｉｇ．３　Ｓｅｃｏ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２　亨特效应的预测模型

亨特效应是指具有固定色度坐标的色刺激随

着适应场亮度的提高，其绝对彩度也会相应提

高［７］。亨特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高亮度观察

条件（如１００００ｃｄ／ｍ２）下的低彩度色刺激需要匹

配低亮度观察条件（如１ｃｄ／ｍ２）下的高彩度色刺

激。为了实现对亨特效应的有效预测，本文利用

亮度适应因子犉犔对彩度进行量化调制。鉴于

ＩＰＴ颜色空间的均匀性非常出色，并且能够很好

地预测感知色相，选择在ＩＰＴ均匀颜色空间中执

行彩度的量化调制。首先将阶调压缩后的ＲＧＢ

信号转换回ＣＩＥ犡犢犣图像信号，并同细节层合

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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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再使用式（４）、式（５）、式（６）完成到ＩＰＴ颜色

空间的变换。变换后得到的犘通道值和犜 通道

像素值用于计算彩度犆，因此分别对犘通道值和

犜 通道值进行亮度适应因子犉犔的量化调制，调制

函数如式（７）所示。其中犮为调制因子，犉犔因子中

适应场亮度犔犃的计算同样使用了图像亮度通道

犢 的低通滤波图像数据。当犉犔因子不变时，调制

函数的值随调制因子犮的增大而增大，当犮固定

不变时，犘通道和犜 通道值同时随犉犔单调递增，

因此彩度值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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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图５显示了应用调制函数的实验结果，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发现：① 随着犮值的增加（犮值

为０表示没有加入预测模型），图像中对象的绝对

彩度也在显著地增加；② 无论从图像偏好性还是

再现真实场景的准确性上看，模型加入前的效果

好于模型加入后的效果；③调整因子犮的数值并

非越大越好，数值过大也会导致图像失真（例如图

５中犮取值大于１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在保证

准确再现真实场景的前提下找到最合理的犮取值

是很关键的。

图４　调制函数应用的实验结果１

Ｆｉｇ．４　Ｆｉｒｓ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５　调制函数应用的实验结果２

Ｆｉｇ．５　Ｔｈｉｒ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３　参数犮和犿 的确定

§２．１和§２．２的实验说明，在亨特效应和史

蒂文斯效应的预测模型中，调整因子犿 和犮的值

过大会导致图像失真。因此，必须在确保准确再

现真实场景的前提下找出犿 和犮的最佳取值。

本文通过实验方法分别从图像偏好性（ｐ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和场景再现准确性两个方面确定犿 和犮的

最佳取值，在经过色彩校正和特征化的２３ｉｎ的

艺卓ＬＣＤ显示器上显示新算法生成的图像（显示

器最大亮度１８０ｃｄ／ｍ２，观察背景的亮度是适应

白点亮度的２０％）。实验目标、方案及结果如表１

所示，实验所用真实场景的 ＨＤＲ 图像如图６

所示。

表１　实验目的、方案及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实验内容和目的 实验方案 实验结果

针对图像偏好性确定参

数犮和犿 的最佳取值

固定参数犮＝０（即不加入亨特效应预

测模型），调整参数犿，参数犿的调整

从０开始以０．２为间隔进行

观察者只针对图像的一些特征（如对比度、

颜色饱和度、图像锐度，总体自然色貌等）的

总体印象作出评价，确定参数犿的最佳取值

范围为１．５～１．８

固定参数犿＝０（即不加入史蒂文斯

效应预测模型），调整参数犮，参数犮

调整从０开始以０．２为间隔进行

确定参数犮的最佳取值范围为１．２～１．５

通过将再现图像的总体

外貌和对应的真实场景

进行比较，针对算法的场

景再现准确性确定参数犮

和犿 的最佳取值

固定参数犮＝０（即不加入亨特效应预

测模型），调整参数犿，参数犿调整从

０开始以０．２为间隔进行

观察者主要针对图像的局部细节与原始场

景进行比较，确定参数犿的最佳取值为１．２

～１．５

固定参数犿＝０（即不加入史蒂文斯

效应预测模型），调整参数犮，参数犮

调整从０开始以０．２为间隔进行

观察者主要针对图像的绝对彩度与原始场

景进行比较，确定参数犮的最佳取值为１．０

左右

３７８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７月

图６　实验图像缩略图（真实场景）

Ｆｉｇ．６　Ｔｈｕｍｂｎａｉｌ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Ｓｃｅｎｅｓ）．

２．４　新算法偏好性和场景再现准确性评价实验

１）偏好性评价实验

将针对图像偏好性确定的亨特和史蒂文斯效

应预测模型作为改进措施用于算法流程中，然后

将改进后的算法和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ＣＳ４软件中的４

种算法（曝光度和灰度系数、高光压缩、局部适应、

色调均化直方图）以及改进前的ｉＣＡＭ 算法进行

比较。实验使用心理物理学实验设计中常用的

“成对比较法”［９，１０］，选择１０位观察者（包括专业

和非专业人士），同时比较两种不同算法显示的图

像（共１０幅图像６种算法，每位观察者需要完成

１５０组对比实验），效果好的打１分，不好者打０

分，最后根据１０位观察者对１０幅图像的比较结

果统计平均分。实验使用的真实场景图像如图６

所示。

根据观察，使用改进后算法显示的图像有着

更加自然的色彩和对比度，相对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的４

种算法来说更加具有偏好性。相对于改进前的

ｉＣＡＭ算法来讲，新算法显示的图像具有更大的

绝对彩度和局部对比度。图７中显示的偏好性测

试分数是对所有测试图像所作的图像总体质量对

比评价的平均分数，从图中可以看出新算法的性

能明显优于其他算法。

图７　偏好性测试分数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ｓ

２）场景再现准确性的评价实验

将针对场景再现准确性确定的亨特和史蒂文

斯效应预测模型作为改进措施用于算法流程中。

通过将再现图像的总体外貌和相对应的真实场景

进行比较，采用打分的方法进行评价（类似于偏好

性评价实验）。图８显示了对图７所示的１０个真

实场景进行场景再现准确性评价的平均分数，结

果反映了算法对真实场景外貌的再现能力。总体

结果显示，改进后算法与曝光度和灰度系数算法

相当，优于与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ＣＳ４中的其他３种算法

和改进前的ｉＣＡＭ算法。

图８　场景再现准确性测试分数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ｅｎｅｓ

２．５　边缘保持滤波的加速运算技术

本文提出的改进算法借鉴了基于边缘保持滤

波的图像分层技术，边缘保持滤波器是由信号定

义域和值域的高斯低通滤波器组成，其算法计算

量较大。由于合并后的边缘保持滤波器（边缘停

止函数犵（犐犘－犐犛））是信号相关的，因此，无法直

接应用快速傅立叶变换技术。本文提出的加速方

案如下。

１）在固定像素狊的边缘保持滤波输出公式

中，将函数犎犐犛：犵（犐犘－犐犛）犐犘和犳核函数作卷积

计算：

犑犛
犼 ＝

１

犽犼（狊）∑狆∈Ω
犳（狆－狊）犵（犐狆－犻

犼）犐狆 ＝

１

犽犼（狊）∑狆∈Ω
犳（狆－狊）犎犘

犼 （８）

与此类似，将规范化因子犽中的函数犌犐犛：犵（犐犘

－犐犛）和核函数犳作卷积：

犽犼（狊）＝∑
狆∈Ω

犳（狆－狊）犵（犐狆－犻
犼）＝

∑
狆∈Ω

犳（狆－狊）犌犼（狆） （９）

这样就满足了快速傅立叶变换的条件。

２）对原始的边缘保持滤波进行分段线性估

计，即将图像信号强度离散化为分段 ＮＢ＿ＳＥＧ

ＭＥＮＴ数值集合｛犻犼｝。对一个像素狊进行边缘保

持滤波的最终输出值是像素值犐犛的两个最接近

值犻犼的滤波输出值犑犛犼之间的线性插值。

３）为了进一步加快计算速度，在尽可能不损

失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对输入图像数据进行降采

样。在对降采样图像进行滤波后，必须对其进行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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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邻域插值，否则会破坏图像的边缘和细节信

息，导致“光晕”现象出现。

３　结　语

色貌模型已经在设备无关成像和色彩管理领

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一直没有解决图像色差

评价和图像色貌感知等问题。通过采用基于空间

滤波的局部色适应和视觉非线性响应压缩，图像

色貌模型实现了传统色貌模型属性和空间视觉模

型的有机整合，很好地解决了基于人眼视觉的

ＨＤＲ图像显示和图像色差评价两个问题。本文

在基于图像色貌模型的 ＨＤＲ图像显示过程中，

增加了对两种色貌效应的预测，更加完善了图像

色貌模型在ＨＤＲ图像显示中的应用。通过实验

发现，无论在图像偏好性还是场景再现准确性上，

改进后的算法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本研究也证

明，图像色貌模型在 ＨＤＲ图像的阶调压缩及再

现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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