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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经典色域映射算法的调查分析，总结归纳了映射执行中影响图像质量的各个相关因素，在分析

其影响权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最佳的映射模型，设计实现了一个与图像内容相关的色域映射算法。测试实

验验证，新算法优于ＩＣＣ推荐的 ＨＰＭＩＮＤＥ和ＳＧＣＫ算法，确保转换图像的视觉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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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发展迅速，对颜色

转换要求跨媒体化和实时化。ＩＣＣ预定义的四种

再现意图已不能完全满足跨媒体实时颜色转换的

要求，需要研究新一代映射算法。在色域映射技

术的研究中，许多映射算法被提出［１４］。依据映射

转换时是否考虑图像内容，可分为两种类型：设备

到设备的算法和图像到设备的算法。只有少数研

究者提出了后者［５７］，代表着色域映射的发展方

向。本文在分析测试ＩＣＣ经典算法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个与图像内容相关的色域映射算法。

１　图像相关的色域映射模型

色域映射是数学中的最优化问题，可用最优

化模型来表述。优化模型的一般形式为［８］：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狓　　犳（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 犮犻（狓）≤０，犻＝１，…，狀

其中，犳（狓）代表目标函数；犮犻（狓）代表优化条件。

对所有符合优化条件的变量，经过目标函数的换

算，结果就是最好的或者是最符合要求的。

与图像内容相关的最佳映射模型有９个决定

条件：① 中间连接空间（ＰＣＳ）的均匀性；② 色域

边界描述算法；③ 图像内容；④ 色相保护；⑤ 饱

和度保护；⑥ 反差保护；⑦ 灰平衡保护；⑧ 映射

函数的连续性；⑨ 目标色域的充分利用性。

２　映射方案的定制

依据优化模型，如果映射方案能同时满足上

述９个条件，目标函数就是最理想的函数。事实

上，图像内容和目标色域千差万别，理想函数几乎

不存在。在色域映射的实际执行中，此９个条件

并非同等重要，可分析其影响权重给予不同的取

舍。综合考虑基于图像色域映射中的优化条件，

现提出如下色域映射方案。

１）选用ＣＩＥＣＡＭ０２色貌模型为ＰＣＳ。颜色

空间的均匀性直接影响映射算法的复杂度，在完

全均匀的颜色空间中映射，线性函数就是最佳的。

研究中使用孟塞尔数据集分别对ＩＣＣ推出的颜色

空间进行均匀性分析，ＣＩＥＣＡＭ０２色相角和彩度的

均匀性明显好于ＣＩＥＬＡＢ，见图１，图中显示的是孟

瑟尔第６级明度数据所对应的色品图。色相均匀

可满足色相保护的优化条件，同时彩度、明度的均

匀可使转换前后图像的差别与视觉趋于一致。

２）色域提取算法采用ＳＭＧＢＤ
［９］。

３）为保证色相的准确还原，规定所有的映射

在等色相面内进行。

４）为保证颜色不发生色偏，所有的映射方向

应朝向明度轴。

５）尽可能保护整幅图像的层次及反差，映射

函数应为单值连续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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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依据图像内容，适当权衡保护明度和保护

彩度的关系。

７）充分考虑图像色域与目标色域的空间关

系，选用适当的映射方式。

图１　孟瑟尔数据色品图

Ｆｉｇ．１　ＭｕｎｓｅｌｌＤａｔ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　映射函数的设计

设计与图像内容相关的映射算法时，一定要

考虑图像的内容。由于图像的个性化特征，设计

一个通用的算法难度较大，鉴于 Ｈｏｒｓｔ和Ｄａｖｉｄ

ｓｏｎ的人眼视觉的空间频率对彩度和明度的反应

实验结论———彩色图像不同的区域，人眼视觉的

敏感度不同，通常对图像中的边界区域及阴影的

细节部分，人眼对明度的变化更为敏感，而对图像

中明度变化缓慢的部分，人眼对彩度的变化更为

敏感，因此，对于图像的边缘及阴影区域，保护明

度重于彩度；对于明度变化缓慢的区域，保护彩度

重于明度。映射算法首先分析图像的明度变化特

征，将图像分为三个区域，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

映射函数。

１）边缘区域。先明度后彩度，明度采用幂函

数压缩模型，保护图像反差，彩度采用裁切方案：

犔ｏｕｔ＝犔狉ｍｉｎ＋（
犔ｉｎ－犔狅ｍｉｎ
犔狅ｍａｘ－犔狅ｍｉｎ

）γ×

（犔狉ｍａｘ－犔狉ｍｉｎ）

　　彩度：明度处理后超色域的点，定义一条等明

度线，求该线与目标色域的交点，用交点的彩度代

替目标色域外的点的彩度。

２）阴影区域。先明度后彩度，明度采用线性

函数，保护图像阴影区域的层次，彩度采用目标色

域的最大彩度点代替：

犔ｏｕｔ＝犔狉ｍｉｎ＋
犔ｉｎ－犔狅ｍｉｎ
犔狅ｍａｘ－犔狅ｍｉｎ

×

（犔狉ｍａｘ－犔狉ｍｉｎ）

　　彩度：明度处理后超色域的点，首先找到目标

色域的ＣＵＳＰ点（目标色的最大彩度点），然后由

此两点定义一条直线，求该线与目标色域的交点，

分别用交点的明度和彩度代替目标色域外的点的

明度和彩度。

３）其他区域。保护彩度重于明度，具体实现

如下：任一点犛狅（犆ｉｎ，犔ｉｎ）与犔ＣＵＳＰ（０，犔ｃｕｓｐ）点构成

一条直线，分别与源色域边界和目标色域边界的

交点为犛犵狅（犆犵狅，犔犵狅）和犛犵狉（犆犵狉，犔犵狉）。执行色域

映射时，犛犵狅映射到犛犵狉点上，其他依次进行，如图２

所示。

图２　分区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ｅ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彩度为：

犆ｏｕｔ＝犆ｉｎ×犆犵狉／犆犵狅

相应的明度值为：

犔ｏｕｔ＝
犆犵狉
犆犵狅
×（犔ｉｎ－犔ｃｕｓｐ）＋犔ｃｕｓｐ

４　映射方案实现的技术路径

本实验方案是依据ＩＣＣ色彩转换理念构建

的算法平台，同时修正了ＩＣＣ转换时的预定义模

式，采用实时的颜色转换方式。输入端的数据通

过读取嵌入图像Ｐｒｏｆｉｌｅ文件中绝对色度映射图

关系数据来获得；然后依据ＣＩＥＣＡＭ０２转换算法

实现色度数据到色貌属性数据的转换，在该色貌

空间中完成图像色域的提取、图像色域与目标色

域的比较、映射权重的分析和映射方案的执行；最

后通过相应的逆过程得到目标图像。

５　算法测试

为验证新算法的性能，选用ＩＳＯ、ＧＴＡＦ、ＩＣＣ

及ＥＣＩ等推荐的１０幅标准测试图像作为测试数

据。选用 ＩＣＣ 新 推 出 的 ＳＧＣＫ 算 法 和 ＨＰ

ＭＩＮＤＥ算法作为新算法的比较对象，对实验结

果进行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

５．１　主观评价

首先约定２０名观察者，其中１０人为专业评

价者，有一定的图像处理经验，另１０人为非专业

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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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者，没有图像处理经验。主观评价采用绝

对评价法。绝对评价法是以源图像为标准图像，

让观察者对比三种算法转换的图像与标准图像的

接近程度，并给出次序。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可靠

性，参与评价的图像显示于Ｄ６５光源照射下的中

性灰背景中。要求观察者首先对图像适应３０

ｍｉｎ后再定判断结果，每组图像给出３次评价，统

计出每幅图像的支持度，统计数据见图３。结果

证明，新算法执行后的图像有更大的支持度，映射

图像更接近于原图。

图３　绝对评价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５．２　客观评价

评价１　为进一步比较三个算法的计算结果

图像与原图的接近程度，借助于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图像

处理软件的直方图统计功能，获取图像ＲＧＢ复合

通道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首先计算标准图像和

结果图像的差值图像，统计其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这两数值越小，表明结果图像越接近于原图。图

４显示了差值图像的平均值，图５是差值图像的

标准偏差值。由图可知，无论是平均值还是标准

偏差，普遍小于其他两个算法的值，表明新算法的

转换结果更接近于原图。

图４　差值图像平均值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评价２　采用ＳＣＩＥＬＡＢ
［１０］色差系统计算三

个算法转换的结果图像与标准图像的色差，色差

值大，说明该算法的执行结果差，表明视觉色差

大。色差计算结果如图６所示。可见，对于同一

幅图像，新算法的色差值普遍较小，说明新算法的

转换结果最佳。

图５　差值图像的标准偏差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图６　图像色差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６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图像的色域映射算法成果可

以用于各种计算机操作系统或图像、视频等处理

软件中，并且开发的算法平台相当于一个简单的

ＣＭＭ应用程序，又由于中间连接空间是色貌模

型，可以实现不同观察环境下颜色感知属性值的

计算，因此可直接用于跨媒体间图像的颜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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