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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狉犲犲犿犪狀链码优先级直线提取算法研究

赵丽科１　宋伟东１　王竞雪１

１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测绘与地理科学学院，辽宁 阜新，１２３０００

摘　要：针对目前直线提取算法的局限性，提出了一种简单高效的提取图像中目标物体直线边界的算法。本

算法基于链码思想和数字直线特征，首先对图像进行边缘检测，对边缘检测后的图像按照优先级进行链码跟

踪，获取初始链码；然后通过距离约束提高链码的直线性，剔除噪声和细节；最后进行直线合并，完成直线提

取。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能高效、准确地检测出图像中物体边界的直线，特别对较大的影像计算量小，

抗噪能力强，适用于实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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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中的直线特征是视觉感知的重要线索和

解释图像的基本依据［１］，在场景匹配、立体匹配以

及序列分析中，直线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基元［２］。

因此，直线特征提取是图像处理中一个极其重要

的环节。目前，常用的直线提取方法可以分为三

类：① 基于变换域的直线提取方法，是在图像的

变换域空间进行间接处理，通过变换域与图像域

之间的关系定位出图像中的直线，其中经典的算

法有 Ｈｏｕｇｈ 变 换
［３］。多 年 来，许 多 学 者 对

Ｈｏｕｇｈ变换进行了改进，如对参数空间进行优

化，提出几何方法确定端点信息，将图像域与变换

域一对多的映射转换为多对一的映射，采用权值

矩阵和多尺度图像分割进行改进等［４７］。但是改

进的 Ｈｏｕｇｈ变换仍然存在占用内存大、耗时长，

局限于处理比较小的图像，不利于实时处理等缺

陷。② 基于梯度的直线提取方法，根据图像梯度

方向的一致性，通过“边缘支持区域”聚类完成直

线检测，如相位编组法［８］、边缘检测的编组法［９］

等。此类直线提取方法计算量小，可以获得线的

长度、宽度、对比度等信息，但是受噪声影响大，对

灰度信息敏感，易丢失弱直线和模糊线，分组误差

易产生断裂的短直线。③ 基于链码的直线提取

方法，考虑数字图像的直线特征，进行边缘链码跟

踪，根据链码特性完成直线提取。具有代表性的

是Ｆｒｅｅｍａｎ链码提取直线
［１０］，该方法原理简单，

可以检测局部直线段，同时能得到直线段的位置、

长度、方向等信息，容易理解，适用于实时处理，不

足之处是算法性能受目标边界跟踪算法的制约。

在实时应用中，基于链码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基于链码提取直线的方

法，如文献［１１］提出的ＢＬ算法是按照传统跟踪

方式获取链码，依据多个判据确定链码的直线性，

然后通过处理完成直线检测。该算法抗干扰性

强，但其判别方式过于复杂。文献［１２］采用直线

相似度约束，仅采用最小直线段长度和最小直线

相似度两个参数进行检验，算法实现简单，但由于

链码跟踪中没有保证链码的直线性，导致参数选

择较难，易产生错误和断裂直线。

传统的边缘链码是按照八个向量方向的顺序

进行跟踪的，跟踪方式虽然简明，但是一条链码中

包含多个方向，不能保证链码的直线性。本文提

出了一种新的链码优先级直线提取方法，该方法

计算量小，易于理解，实现简单，适于实时处理。

１　犉狉犲犲犿犪狀链码优先级直线提取算

法

　　链码是指相邻两像素连线的八种可能方向

值，对每个图像点，相邻点用接续方向来代表方向

编码。八方向链码如图１所示。图像中的每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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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均可用一链码串表示，直线上的一个点移到下

一个点的过程一定对应着链码的八个基元之一，

这是因为数字图像每个点的八个相邻点的方向及

距离恰恰与链码的八个基元的方向及长度相一

致。

图１　八邻域链码

Ｆｉｇ．１　８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ｉｎＣｏｄｉｎｇ

数字图像是经过采样、量化后形成的离散图

像，离散空间中的直线呈现出连续空间的直线所

不具备的一些特征。Ｆｒｅｅｍａｎ
［１０］总结这些特征并

提出了数字直线的链码应遵循的三条准则（简称

Ｆｒｅｅｍａｎ准则）：① 链码中至多出现两个方向码，

且它们在模８意义下相差１；② 若有两个方向码

出现，则其中之一必单个出现；③ 单个出现的方

向码总是尽可能均匀地出现在链码串中。１９８２

年，我国学者吴立德［１３］证明Ｆｒｅｅｍａｎ准则是判别

一个链码是否为直线链码的充要条件。

本文依据Ｆｒｅｅｍａｎ准则，在图像边缘检测的

基础上，采用优先级的方式进行链码跟踪。设犔

表示本次链码跟踪的直线，搜索到链码起点时，按

照以下方式进行跟踪：① 如图２（ａ）所示，链码为

空，搜索第一个链码方向，按照０～７的方向顺序

跟踪；② 如图２（ｂ）所示，链码中有一个方向犞１，优

先判断犞１ 方向，其次判断犞１相邻的两方向；③ 如

图２（ｃ）所示，链码中有两个方向犞１ 与犞２（犞２ 为单

个出现在该链码串的方向），优先判断犞１ 方向，其

次判断犞２ 方向。仅当犞２ 方向存在边缘点时，还需

检查上一链码方向是否为犞２，即判断是否满足

Ｆｒｅｅｍａｎ链码准则②，如不满足，则停止跟踪。

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跟踪，若没有搜索到边缘

点，则停止本次链码跟踪。图２（ｄ）是按照上述链

码跟踪方式的示意图，采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

方向扫描，检测出链码串共三个，分别为｛７，７，７，

６，７，７，７，６，７，７，７，７｝、｛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０｝、

｛５，５｝。当扫描到第９个像素时，只判断链码中出

现的７方向和６方向，保证了链码的直线性。

按照优先级扫描后，将长度小于一定阈值的

链码剔除。剔除短链码后得到的是若干条基本直

线，其中仍包含部分噪声。为进一步提高直线的

精度，将扫描得到的每条链码串的直线点进行最

小二乘拟合。求出该链码串中所有点到拟合直线

的最大距离犱ｍａｘ，如果犱ｍａｘ≥犱狋，则认为扫描得到

的链码不是直线，将该段链码删除，不参与后面的

合并。最后根据直线对之间的角度和位置关系进

行直线合并，完成直线的提取。

图２　优先级跟踪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１　优先级链码跟踪算法实现

直线提取通常是在边缘检测的基础上进行

的，边界链码跟踪对图像边缘的连接及完整性有

较高的要求。为保证后续提取直线的精度，本文

在链码跟踪之前，采用最优的Ｃａｎｎｙ算子
［１４］进行

边缘检测。

对边缘检测后的二值图像按照从上到下、从

左到右的顺序进行扫描，每次扫描到的第一个边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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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点为该直线链码的起点。本文跟踪链码直线的

算法实现如下：

［ｃｈａｉｎ，狓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ｉｎｃｏｄｅ８（ｉｍａｇｅ，ｌｅｎ）

／／函数输入ｉｍａｇｅ为边缘检测后的二值图像，ｌｅｎ为

链码长度阈值。函数返回值ｃｈａｉｎ代表直线跟踪时每条

链码上Ｆｒｅｅｍａｎ链码方向值，狓狔为该条链码中所有点的

坐标。

｛ｉｆ（链码为空时）

｛按照０７的顺序检查对应像素值，若是边缘点，则更

新当前点、链码方向ｃｈａｉｎ以及坐标信息狓狔；否则结束本

次直线链码跟踪，寻找下一个链码起点｝

ｅｌｓｅｉｆ（链码串中出现一个方向犞１）

｛按照犞１、犞２两相邻方向顺序搜索，若某方向是边缘

点，则更新当前点、链码方向ｃｈａｉｎ以及坐标信息狓狔；否

则结束本次跟踪，寻找下一个链码起点｝

ｅｌｓｅｉｆ（链码串中出现两个方向犞１和犞２）

｛首先判断哪个方向是该链码串中单个出现的方向，

记为犞２；

ｉｆ（犞１方向是边缘点）

｛更新当前点、链码方向以及坐标信息｝

ｅｌｓｅｉｆ（犞２方向是边缘点）

｛判断链码串上一链码方向是否为犞２，若上一链码方

向不是犞２方向，则更新当前点、链码方向ｃｈａｉｎ以及坐标

信息狓狔，否则停止本次跟踪｝

ｅｌｓｅ

｛结束本次跟踪，寻找下一个链码起点｝

｝

｝

上述步骤中扫描过的点将不再扫描。每次链

码跟踪结束之后，判断该段链码长度是否大于长

度阈值ｌｅｎ，若小于，则剔除该段链码，然后按照从

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扫描到新的边缘点作为

下一段链码的起点进行跟踪，重复上述过程，直至

所有的边缘点扫描完毕，结束链码跟踪。

１．２　距离约束链码直线性检核

完成链码跟踪之后，图像中只剩下近似但不

是严格意义同一直线上的像素点，对每一条直线

犔犽 上的点进行最小二乘拟合获取直线参数。设

置一个阈值犱狋、每条直线链码上的点到拟合后直

线点的距离犱，如图３所示。链码直线所有点中

距拟合后直线距离的最大值犱ｍａｘ小于给定的阈值

犱狋时，认为该条线是一条直线，符合直线特性，否

则认为该条线不是一条直线，删除该段链码及坐

标。如图３（ｄ）中的三条链码均为数字直线，满足

距离约束直线性检核。

１．３　直线合并

直线合并是许多直线检测方法中的重要环

节，本文主要根据直线对之间的角度和位置关系

图３　距离约束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进行连接。设第犽条直线犔犽 的方程为狔犽＝犪狓犽

＋犫。判断某直线对是否合并需要三个参数阈值，

分别是犪狋、犫狋、ｄｉｓｔ。其中犪狋、犫狋 表示两直线犔犽 与

犔犽＋犻的参数需要满足的条件，即犪犽－犪犽＋犻≤犪狋，犫犽

－犫犽＋犻≤犫狋；ｄｉｓｔ为两条直线端点间的距离阈值。

将满足这三个条件的直线对进行合并，具体算法

如下：

１）扫描距离约束后的直线，找到直线犔犽，将

该条直线置为当前直线，转步骤２），否则转步

骤４）。

２）将当前直线犔犽 与其他直线犔犽＋犻的参数犪、

犫进行判断，若犪犽－犪犽＋犻≤犪狋，且犫犽－犫犽＋犻≤犫狋，则

转步骤３），否则转步骤１）。

３）将两条直线犔犽 与犔犽＋犻的链码空间像素按

照狓坐标进行排序，其中犔犽（狓１，狔１）与犔犽（狓ｅｎｄ，

狔ｅｎｄ）表示第犽条直线的首尾端点，判断犔犽（狓１，狔１）

与犔犽＋犻（狓ｅｎｄ，狔ｅｎｄ）的距离犱１ 以及犔犽（狓ｅｎｄ，狔ｅｎｄ）与

犔犽＋犻（狓１，狔１）的距离犱２，若犱１ 或者犱２ 小于距离阈

值ｄｉｓｔ，则将两条直线合并为一条直线犔犽，更新犔犽

的坐标信息，同时将犔犽＋犻置为空，转步骤２）。

４）扫描完成后，更新满足合并条件的直线的

坐标信息，将更新后的直线进行最小二乘拟合，画

出拟合后的直线。

２　实　验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方法的正确性，首先分

别采用Ｈｏｕｇｈ变换、文献［１２］中算法、文献［１１］

中算法以及本文算法对大小为６３０像素×４６１像

素的图像（见图４（ａ））进行直线提取实验。首先

采用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算子对图像进行边缘检测，

结果如图４（ｂ）所示。在此基础上进行直线提取，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图４（ｃ）为 Ｈｏｕｇｈ变换检测

结果，大部分直线提取完整，但是由于参数离散化

的影响，仍存在少数的断裂直线，一些位于边缘处

的直线没有被提取出来；同时由于没有进行分区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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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Ｈｏｕｇｈ变化，存在过连接的虚假直线。图４（ｄ）

为文献［１２］中的算法检测的结果，提取的直线不

完整，有几条错误直线，直线断裂严重。这是由于

该算法直线提取的结果受阈值的影响较大，另外在

直线合并时，该方法只将链码内的直线进行合并，

没有考虑链码间直线的关系。图４（ｅ）为文献［１１］

中的算法检测的结果，提取的直线相对完整，建筑

物轮廓清晰，但由于合并时仅考虑斜率，直线合并

效果欠佳。图４（ｆ）为本文算法检测结果，建筑物的

轮廓特征基本上被检测出来，提取的直线完整，无

错误直线，定位精度高。Ｆｒｅｅｍａｎ链码优先级直线

提取算法的参数如下：ｌｅｎ＝２５，犱狋＝２，犪狋＝０．０５，犫狋

＝１．５，ｄｉｓｔ＝５。表１为不同算法的效率和提取直

线的数目及正确率，可以看出，本文算法提取直线

的正确率高，耗时短，适于实时处理。

表１　图４中不同算法的处理效率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Ｆｉｇ．４

Ｈｏｕｇｈ

变换

文献［１２］

算法

文献［１１］

算法

本文

算法

耗时／ｓ ３４．７ ４．８４ ６．０９ ５．１２

提取直线数目 ６０ １０３ １４９ １４５

错误直线数目 １４ ３ ２ ０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再次将

该方法应用于信息量较大的 ＵＣＸ数字航空影像

（大小为１２７５像素×１４２３像素）。图５（ａ）、

图５（ｂ）、图５（ｃ）分别为文献［１２］算法、文献［１１］

算法以及本文算法提取的直线结果及局部放大

图。从图中结果比较可知，本文算法提取的建筑

物的轮廓线基本完整，线段细节清晰、连续，屋顶

边缘损失少，同时线段保持较高的定位精度，提取

结果精确。

图４　实验结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图５　航空影像实验结果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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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两个实验表明，基于Ｆｒｅｅｍａｎ链码优先

级跟踪的直线提取算法与 Ｈｏｕｇｈ变换算法、文献

［１２］中算法以及文献［１１］中算法相比较，不仅可

以提高直线的完整性，减小提取直线的错误率，而

且具有计算量小、不受图像大小的限制、占用内存

小、检测精度高等优点。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Ｆｒｅｅｍａｎ链码优先级直线提取

算法具有以下几个特性：① 链码跟踪过程中采用

优先级链码跟踪，将长度小于一定阈值的链码进

行剔除，有效去除噪声的同时确保了链码的直线

性；② 运用距离约束对跟踪得到的初始链码进行

检核，进一步剔除噪声，提高链码的直线性；③ 依

据直线对间的角度和位置关系进行合并，将参数

一致、端点距离邻近的直线进行合并，有效避免了

断裂直线的产生。实验结果表明，Ｆｒｅｅｍａｎ链码

优先级直线提取的算法提取的直线准确完整，能

有效提高直线提取的处理速度和直线提取的可靠

性，特别对较大的影像计算量小，抗噪性强，适于

实时处理，可为基于直线段检测的计算机视觉、模

式识别和图像处理提供良好的处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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