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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重度污染文本图像去噪处理

鄢煜尘１　周前进１　段柳云１　陈庆虎１

（１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武汉市珞珈山，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为处理扫描与复印图像产生的重度污染噪声，对噪声与文本信息的形态差异进行研究。利用灰度形

态学原理，构建四方向形态学结构元素模版去除复杂的背影噪声，保留具有明显方向性的文字信息。针对噪

声与文字在图像局部梯度上的特点，引入局部结构张量信息构造动态尺度的形态学结构元素，在可能的噪声

区域采用较大尺度结构元素较好地滤除噪声，在可能含有文字的区域采用较小的结构元素以完整地保留易

丢失的文字笔划与标点。最后利用灰度形态学重建恢复原始的文本内容，得到只含文本信息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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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扫描仪、复印机等光学仪器对纸质文档

进行扫描成像时，受纸张质量的影响，常常会在文

档图像上出现严重的噪声污染。这一现象不仅影

响图像采集效果，而且对文本资料电子化后续的

光学字符识别等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更不利于对

老化纸质文档如古籍的扫描与复印。因此，如何

去除复杂的背景噪声，得到只包含文字内容的文

档图像，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常见的方法无法较好地处理这类噪声［１４］。

本文依据噪声与文字在形态上的差别，构造了四

方向形态学结构元素，利用灰度形态学膨胀运算

去除低灰度的噪声，再运用形态学重建恢复文字

信息。同时，为了避免尺寸小于结构元素的文字

内容（如笔划点与标点符号）丢失，在形态学计算

中结合了局部结构张量信息，根据局部结构张量

特征值的特点，动态调节结构元素尺度大小。

１　图像差异分析与形态学原理

１．１　噪声与文字的形态差异

从图像上看，文字与噪声的形态差异主要表

现为：① 文字的灰度分布均匀清晰，噪声灰度波

动较大，显得较为模糊，这是由文字书写的连续性

和噪声的随机性决定的。② 噪声在局部灰度相

近的区域呈近似点块状，文字分布多为横、竖、撇、

捺方向上的条形，这是由字符笔划有明显方向性

决定的。③ 文字笔划边缘的像素在局部范围内

的梯度较为一致，这是由笔划方向性决定的；而噪

声区域的局部梯度常常呈各向随机性，这是由噪

声灰度的随机性决定的。

１．２　形态学去噪原理

若犳（狓，狔）和犫（狓，狔）分别表示文本图像及结

构元素，那么，犫（狓，狔）对犳（狓，狔）的灰度膨胀犳犫

定义为：

（犳犫）（犻，犼）＝ｍａｘ｛犳（犻－狓，犼－狔）＋犫（狓，狔）｝

（１）

其中，犻、犼为膨胀图像的坐标。设犇犳、犇犫 分别代

表犳（狓，狔）与犫（狓，狔）的定义域，（犻－狓，犼－狔）∈

犇犳，（狓，狔）∈犇犫。形态学膨胀运算通过求解结构

元素覆盖区域内的灰度最大值，能够消除尺寸小

于结构元素的低灰度图像。本文根据噪声与文字

的形态差异，通过设计合理的形状与尺度的结构

元素，由灰度形态学膨胀运算消除局部低灰度的

噪声而保留文字图像。

２　结合局部张量的形态学处理与重

建

２．１　结构元素构造

灰度形态学处理中常见的结构元素为圆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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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５］，在文档图像处理中，针对文字笔划具有明

显的方向性且灰度分布连续这一特征，本文定义

了横、竖、撇、捺四方向结构元素，分别如式（２）～

（５）所示：

犫（狓，狔）＝－（
狓
狊
）２，狔＝０，－狊犜 ≤狓≤狊犜

（２）

犫（狓，狔）＝－（
狔
狊
）
２

，狓＝０，－狊犜 ≤狔≤狊犜

（３）

犫（狓，狔）＝－｛（
狓
狊
）
２

＋（
狔
狊
）
２

｝，

狓＝狔，－狊犜 ≤狓≤狊犜 （４）

犫（狓，狔）＝－｛（
狓
狊
）
２

＋（
狔
狊
）
２

｝，

狓＝－狔，－狊犜 ≤狓≤狊犜 （５）

其中，狊为结构元素的尺度，狊越大结构元素覆盖

范围越大，去除噪声的能力越强，但狊如果过大，

超过大多数笔划的长度，会造成笔划连同噪声一

同被完全消除；犜为常数，决定膨胀运算后整体图

像的明亮程度。

将四方向结构元素分别代入式（１），对文本图

像处理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灰度形态学膨胀处理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ｙ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Ｄｉｌａｔｉｏｎ

从图１可看出，在去除噪声的同时，字符的长

笔划的像素在膨胀运算之后被部分保留下来，但

也丢失了一些像素，这些像素主要是笔划的拐点、

笔划的边缘点以及字符的短笔划（点、短横）等。

实际上，如果将文字视为连通域，一个连通域内只

要有一个像素点被保留下来，则该连通域可以通

过形态学重建［６，７］恢复出来。因此，笔划的拐点、

起始点等丢失的部分可以在下一步的处理中恢

复，问题在于完全丢失的点、短横等短笔划无法通

过形态学重建恢复出原始信息。

２．２　结合局部张量的动态尺度结构元素

造成短笔划完全丢失的原因在于结构元素尺

度选取过大，然而如果采用较小尺度的结构元素

又难以总体上完全去除重度污染噪声，这成为去

噪处理的矛盾之处。本文根据噪声与笔划的特

点，提出了一种尺度可调的动态尺度结构元素，在

可能的噪声区域采用较大尺度的结构元素以达到

良好的去噪效果，在邻近笔划区域用较小尺度的

结构元素防止短笔划的完全丢失。

文字在局部范围内的灰度分布一致，在文字

边缘处梯度有较明显方向性，而噪声区域的灰度

分布较模糊，局部梯度呈各向随机性，因此，引入

局部结构张量描述文字与噪声的差异，并以此作

为结构元素尺度变化的依据。局部结构张量［８］用

来表示图像局部梯度向量的方向信息，假设犳（狏）

表示图像，狏表示图像坐标，狏０表示某邻域的中心

点，则在狏０处的局部结构张量元素定义为：

犜＝∫
＋∞

－∞
犺（狏－狏０）犳（狏）犳

Ｔ（狏）ｄ狏 （６）

其中，犺为选取邻域的窗函数；犳（狏）表示狏处的

梯度向量，本文取四方向梯度：

#犳（狏）＝
犳（狏）

狏犻
犻＋
犳（狏）

狏犼
犼＋

犳（狏）

狏犽
犽＋

犳（狏）

狏犾
犾

（７）

犳（狏）

狏犻
表示沿犻方向的偏导数；犻、犼、犽、犾分别对

应横、竖、撇、捺四方向，则结构张量是一个由如下

元素组成的对称矩阵：

犜狆狇 ＝∫
＋!

－!

犺（狏－狏０）
犳（狏）

狏狆

犳（狏）

狏狇
ｄ狏

（狆，狇＝犻，犼，犽，犾） （８）

　　局部结构张量包含了该邻域内图像灰度的变

化方向以及沿这些方向变化的快慢等信息，反映

了邻域灰度分布的复杂性。可以根据结构张量矩

阵的特征值得到图像的邻域特征。设结构张量矩

阵的四方向特征值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λ犻、λ犼、

λ犽、λ犾，则有４种情况：① 若λ犻≈λ犼≈λ犽≈λ犾≈０，则

该邻域内灰度分布基本无变化，可能为笔划内部

像素或白色纸质背景。② 若λ犻≈λ犼≈λ犽≈λ犾＞０，

则该邻域灰度分布存在变化，并且梯度没有主方

向，可能属于模糊的噪声区域。③ 若λ犻＞λ犼≈λ犽

≈λ犾≈０，则该邻域灰度分布的变化具有一个主方

向，即主特征值对应的方向，该邻域可能是笔划边

缘。④ 若λ犻≈λ犼＞λ犽≈λ犾≈０，则该邻域灰度分布

的变化具有两个主方向，该邻域可能属于笔划的

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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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依据局部结构张量特征值构造的动态尺度

为：

狊＝
μｅ

犫ｍｉｎ（λ）／∑λ，ｍａｘ（λ）≥狉

μ，ｍａｘ（λ）＜
｛ 狉

（９）

其中，犫为一取值较大的常数；狉为一个较小的阈

值。当所有λ均小于阈值时，对应情况①，即当前

处理的像素可能是笔划内部像素或白色背景，于

是结构元素尺度取一较小值μ。当存在一个结构

张量特征值大于阈值狉时，对应情况②、③、④，这

时如果有λ≈０的项（即 ｍｉｎ（λ）≈０），对应情况

③、④，即当前处理像素可能为笔划边缘点或拐

点，这时式（９）中指数项犫ｍｉｎ（λ）／∑λ≈０，结构元

素尺度狊取值仍为较小值μ；若 ｍｉｎ（λ）＞０，即所

有特征值均大于０，则对应于情况②，当前处理像

素可能为噪声，此时幂指数犫ｍｉｎ（λ）／∑λ≈犫／４，

尺度狊自动增大为μｅ
犫／４。

将式（９）代入式（２）～（５），得到四方向动态尺

度结构元素，利用该结构元素对文本图像进行形

态学处理的四方向加权和，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动态尺度膨胀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ａｌｅＤｉｌａｔｉｏｎ

与图１（ｆ）的处理效果相比，采用动态尺度结

构元素进行处理保留了文字中短小笔划和标点的

像素，同时对于不完全按照０°、４５°、９０°、１３５°四方

向走向的笔划也有较好的保留能力，较少出现笔

划断裂。根据这些保留的像素点，可以通过形态

学重建恢复出原始的文字信息。

２．３　形态学重建

形态学重建需要两个图像：形态学处理后的

图像犐和原图犑。两幅图像的定义域为同一离散

平面区域犇，并且有犐犑。犐犑是指当犐和犑

都是二值图像时，
$

（狓，狔）∈犇，有犐（狓，狔）＝０%犑

（狓，狔）＝０。

设犘１，犘２，…，犘狀为二值图像犑 的各连通域，

二值图像犐犑，则用犑对犐的二值形态学重建

ρ犐（犑）的计算公式为：

ρ犐（犑）＝ ∪
犐∩犘犽≠

犘犽 （１０）

二值形态学重建通过形态学处理后保留的像素恢

复出其在原图中所属的连通域，因此，二值形态学

重建能够恢复出信息在原图中的原貌。

灰度形态学重建是二值形态学重建的扩展，

设犐、犑是灰度图像，任一坐标（狓，狔）处的灰度取

值记为犽，其中，犽的取值为离散集合｛０，１，…，

２５５｝，则对于膨胀运算的灰度形态学重建为：

ρ犐（犑）（狓，狔）＝ｍｉｎ｛犽狘（狓，狔）∈ρ犜犽（犐）犜犽（犑）｝

（１１）

其中，犜犽（犐）表示图像犐以犽为阈值的二值化图

像。运用式（１１），根据原图１（犪）对动态尺度形态

学膨胀后的图像（图２）进行重建，效果如图３所

示。重建后的图像恢复了原图中原始的文字信

息，并且不包含背景噪声。

图３　形态学重建

Ｆｉｇ．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　实验与分析

在ＣＰＵ为ＡＭＤＡｔｈｌｏｎ６４Ｘ２、内存１ＧＢ的

计算机上进行图像处理实验。将本文去噪方法与

已有的二值化阈值分割、权值滤波处理的图像进

行比较，结果如表１所示。

可以看出，对与文本灰度相近且面积较大的

噪声，用一般的方法无法完全去除，而本文方法能

较有效地将污染噪声从图像中分离出去。与本文

方法相比，文献［４］的方法处理图像耗时过多，处

理一幅１２４０×１７５４大小（即Ａ４纸大小）的光学

扫描图像花费的平均时间为２３０ｓ左右，本文方

法处理同样大小图像所消耗的时间为８ｓ左右，

取得了较理想的效率。

表１　图像去噪实验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原图 二值化 权值滤波 形态学方法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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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对老化纸质文档在光学扫描成像的过程

中产生的重度污染噪声进行研究，分析了噪声与

文本信息的形态差异，采用形态学方法将噪声从

图像中分离出去，保留有用的文本信息。根据文

字笔划具有方向性的特点，构造了四方向结构元

素，利用灰度形态学膨胀原理消除形态上小于结

构元素的噪声。为了避免短笔划与标点的丢失，

利用噪声与文字在局部梯度特性上的差异，引入

局部结构张量来构造动态尺度结构元素。实验结

果表明，该方法能在较好地去除噪声的同时保留

文本信息。最后，根据处理的图像通过形态学重

建方法从原始图像中恢复出文本信息，同传统方

法相比，效果较理想，同时，算法的计算复杂度也

较已有方法低，提高了图像处理的速度，基本满足

这类重度污染文本图像的去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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