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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机制引导的非均匀光照图像二次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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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非均匀光照图像不能满足 “视觉匹配” 的问题, 依据人眼视觉机制提出了非均匀光照图像二次曝光算法. 首先,
融合退化过程模拟模型 (Degradation process simulation model, DPSM) 和 Retinex 模型得到了非均匀光照图像的成像模型,
利用修正的变分 Retinex 求解方法, 获取乘性光照图像; 在人眼视觉阈值性的引导下去除加性光照图像, 获取反射图像; 依据
视觉感光适应性对乘性光照图像进行动态范围调整, 并同反射图像相乘获取全局增强结果; 将全局增强结果同原始图像融合,
并对低照度区域进行颜色校正, 获取 “视觉匹配” 结果. 实验证明本文算法的场景再现结果可以较好地满足 “视觉匹配”, 性能
达到或者超越了现有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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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uniform Lightness Image Repeated Exposure Directed by Visu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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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uniform lightness image could not satisfy “visual match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a novel method called
“non-uniform lightness image repeated exposure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hich is based on human visual mechanism.
Firstly, by combining degradation process simulation model (DPSM) and Retinex model, we get a non-uniform lightness
image formation model which the proposed method is based on, and the multiplicative lightness image is obtained through
using modified variational Retinex solution on this model. Then additive lightness image is eliminated and an reflectance
image is obtained through simulating the human visual threshold mechanism. Photoreceptor adaptation is adapted to
upgrade the brightness and compress the dynamic of multiplicative lightness image, and the global enhancement result
is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it by the reflectance image. Finally, the global enhancement result and the original image are
fused together, then the “visual matching” image is obtained after color adjusting on low illumination area.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ould get “visual matching” image and its performance could achieve or
exceed the existing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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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图像的获取到显示, 人们一直在强调对
数字图像的认知、感觉要与人眼直接观察实际场景
的感觉一致. 视觉系统的研究表明[1] : 大脑通过被称
为脉冲序列 (Spike trains) 的离散电信号携带信息,
而视觉系统的神经通路的信息携带能力是有限的,
视觉系统可以将进入眼的任意动态范围的入射光调
整到有限的动态范围之内, 人类视觉系统性能优越,
成像设备的发展一直都在以其为参考、模拟其优异
的特性, 但很多方面仍相差很远. 目前宽动态技术主
收稿日期 2012-06-07
录用日期 2012-09-29
Manuscript received June 7, 2012; accepted September 29, 2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1175029, 61203268, 61202339) 资助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61175029, 61203268, 61202339)
本文责任编委 周杰

Recommended by Associate Editor ZHOU Jie
1.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西安 710038
1.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0 an 710038

要采用特殊数字信号处理电路, 对明亮部分进行最
合适的快门速度曝光, 然后, 再对暗的部分用最合适
的快门速度曝光, 之后将两个图像进行 DSP 处理重
新组合, 使明亮的部分和暗的部分可以看得清楚, 这
需要很高的技术使色彩和清晰度损失最小. 然而由
于 CCD 的特性所限制, 摄像机宽动态范围最大也只
能达到 60 dB, 不足以满足人眼视觉匹配的需求.
非均匀光照图像增强方法可以分为基于空域的
和基于频域的图像增强方法. 其中, 基于空域的方
法包括: 灰度变换法, 以直方图均衡/规范化为代表,
逐步向邻域信息处理考虑, 如 CLAHE (Contrastlimiting adaptive histogram equalization); 基于颜
色恒常性理论的方法, 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基于
Retinex 理论的方法, NASA 提出并推广的 MSRCR
(Multi-scale Retinex with color restoration) 是一
种有效的图像增强方法, 而 Kimmel 提出的基于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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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方法讨论 Retinex 的实现方法也日益深入[2−3] ;
仿生学的增强方法, 代表性的有 Old Dominion 大
学视觉实验室提出的一系列方法, 如 AINDANE
(Adaptive integrated neighborhood dependent approach for nonlinear enhancement)[4] 和 LTSNE
(Locally tuned sine nonlinear enhancement)[5] 等,
及其改进方法 MWIS (Multiple windowed inverse
sigmoid)[6] . 国内学者鞠明等设计的基于形态学中
值集的向心自动波实现方式, 解决了 ICM 固有的
自动波效应在图像增强时易造成边缘模糊的问题,
提出的基于 CA-ICM (Centripetal-autowave intersecting cortical model) 的非均匀光照图像增强方
法[7] ; 以及基于梯度域的增强方法和基于真实影像
再现 (Realistic image rendition, RIR) 的方法等.
基于频域的方法包括基于光照 – 反射模型的同态滤
波方法、基于小波变换的方法等.
针对非均匀光照条件下成像不能满足 “视觉匹
配” (Visual matching) 的问题, 本文融合退化过程
模拟模型 (Degradation process simulation model,
DPSM) 和 Retinex 模型提出了用于指导增强非均
匀光照图像的新模型, 在人眼视觉机制的引导下构
建了新模型的求解框架, 并借鉴宽动态成像技术提
出了对全局增强结果进行了二次曝光的思想. 新方
法可以有效提升暗区域的亮度、对比度和细节信息,
并有效保持亮区的亮度和色彩等信息. 文章具体安
排如下: 第 1 节简介人眼视觉机制及 Retinex 的相
关知识; 第 2 节介绍本文算法的设计和实现; 第 3 节
是实验和分析, 将本文方法同 Kimmel 算法、基于
CA-ICM 的算法的增强结果进行了对比, 并进行了
大量测试, 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第 4 节给出了
本文的结论并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1 人眼视觉机制简介
1.1 视觉阈值性
视觉系统的功能与视觉环境的亮度密切相关.
视觉二元学说指出: 视网膜中的视锥 (Cone) 和视杆
(Rod) 两种感光细胞分别在不同亮度下起主要作用,
视锥细胞主导明视觉 (Photopic vision), 视杆细胞
主导暗视觉 (Scotopic vision), 两种细胞共同作用形
成中间视觉 (Mesopic vision). 但两种感光细胞在
不同背景亮度下具有阈值特性, 即在特定的背景亮
度适应级 Ib 上出现的增量 4I 大于一个阈值时, 这
个亮度的差异才能被感知. 4I 与 Ib 之间的关系称
为阈值亮度比 (Threshold vs. intensity, TVI), 而
通过实验测定的最小增量 4Ib 称为视觉阈值 (Visual threshold) 或临界可见偏差 (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 JND). Weber 首先建立了这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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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宽的一个亮度范围内, 4I, Ib 的值趋于一个常
数 0.02, 称为 Weber 比. Weber 视觉阈值模型反映
了视觉系统对亮度信息基本的处理方式, 将 Weber
定律用 In 置换 Ib , In+1 − In 置换 4I 就可以得到
In = (1 + 0.02 )n I0 的指数形式, 其逆函数为对数函
数, 这也就是对数增强方法的基本模型. 图 1 表征了
实验背景、典型 TVI 和 Weber 比曲线.

图1
Fig. 1

视觉阈值基本实验、典型 TVI 及 Weber 比曲线
Basic experiment about visual threshold, classic
TVI, and Weber0 s curve

1.2 视觉感光适应性
在人类视觉系统的视觉感光细胞将光照的能量
转换为神经响应, 能够响应的强度范围高达 14 个对
数单位 (或称为阶), 但是组成视觉系统的单个神经
元本身的响应范围却仅约 1.5 个对数单位, 视锥的
动态范围也只有 3 个对数单位. 发生在视感受层细
胞上的适应现象表明视觉系统中存在的复杂适应机
制, 称为视感机制 (Photoreceptor mechanisms), 神
经单元响应特性的调节适应了外界光照的变化, 以
保持对于外界目标的正确感知. 人类视觉感光细胞
(包括视锥和视杆细胞) 的响应具有 “S” 形的非线性
特点, 见图 2.

图 2 感光细胞在不同光照条件下的响应曲线
Fig. 2 Photosensitive cell0 s response curves under
variant lightness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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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颜色/亮度恒常性及 Retinex 理论
颜色实际上并不是附着于物体或场景的属性,
而是人眼和人脑对可视光谱信息处理后的知觉属性,
人类视觉系统可以在外界照度条件变化时, 对物体
颜色的感知近似不变, 这种色适应性质被称为颜色
恒常性[8] . 而亮度作为颜色感知的一个属性, 表示了
场景表面相对明暗的特性, 人类视觉能够自适应忽
略外界环境光照变化, 获得相对亮度保持不变、较高
对比度的图像信息, 这种现象被称为亮度恒常性[9] .
人类视觉系统颜色/亮度恒常性主要体现在去除光
照影响的能力.
视 网 膜 皮 质 理 论 即 Retinex 理 论 (由 视 网 膜
Retina 和大脑皮质 Cortex 两个词合成), 力图模
拟人类视觉系统在光照条件空间变化的情况下仍然
能对场景中每一点的颜色有稳定的感知能力, 其核
心是认为人类视觉对某一点的感受存在对比机制,
不仅来源于该点的绝对亮度和颜色, 还取决于该点
与周围亮度、颜色的对比. 其模型表示为

S = RL

(1)

其中, S 为人眼或摄像机获取的图像, L 为光照图
像, R 表示物体的反射特性. Retinex 理论的目的就
是从图像中获得物体表面的反射性质, 即抛开入射
光来获取场景的本来面目. 求解过程首先将 L 和 R
的乘积关系转换到对数域, 即

s = l + r, s = ln S, l = ln L, r = ln R

(2)

以 达 到 简 化 运 算 的 目 的, 典 型 算 法 包 括 单 尺
度 Retinex (Single-scale Retinex, SSR)、多 尺 度
Retinex (Multi-scale Retinex, MSR)、颜 色 校 正
算法 (Multi-scale Retinex with color restoration,
MSRCR) 以及 Kimmel 变分框架下的 Retinex 求
解方法.

2 算法设计
2.1 设计思路
首先明确满足 “视觉匹配” 的图像的组成要素.
文献 [10] 认为一幅视觉愉悦性良好的图像, 应该是
吸收了足够光照的场景所形成的图像, 而不是纯粹
的反射图像. 例如, 文献 [2] 中作者通过变分法求解
到 Retinex 模型的近似解后, 得到了反射图像, 但为
了进一步得到一幅视觉愉悦性良好的图像, 作者又
通过 Gamma 校正调整了光照图像, 然后, 利用校正
后的光照图像对反射图像进行了亮度补偿, 这种方
法实质是让反射图像吸收适宜的光照达到视觉愉悦
的效果. 同时, 为了保持场景的真实色彩, 算法限制
在处理 HSI 空间的亮度图像. 鉴于此, 本文认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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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视觉匹配” 的图像组成要素包括: 真实的反射图
像、均匀的光照图像、自然生动的色彩信息.
文献 [10] 在模拟图像退化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
DPSM, 如式 (3) 所示,

S(x, y) = [V (x, y)+E(x, y)]·Z(x, y)∗N (x, y) (3)
式中, V 是未退化的图像, E 为剩余光照图像, Z 用
来衡量像素间接收到的光照不均程度, N 表示像素
点 (x, y) 的邻域内像素, 符号 “∗” 代表卷积.
撇开邻域间的相互干扰, 即式 (3) 中的卷积项,
DPSM 较 Retinex 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并具有一
定的对比优势[10] , 但关于剩余光照 E 和衡量像素间
光照不均程度的 Z 的描述没有确切的物理意义, 参
考加性噪声和乘性噪声的概念, 针对非均匀光照图
像, 不妨将 DPSM 和 Retinex 进行组合, 将非均匀
光照图像成像模型定义为

S = (R + Ladd ) · Lmul

(4)

式中, Ladd 为加性光照, 导致图像模糊; Lmul 为乘
性光照, 造成图像光照不均. 依据上述满足 “视觉匹
配” 的图像组成要素, 模型 (4) 的求解目标是反射图
像 R 和 Lmul , 动态范围调整后的 Lmul 与 R 的乘积
即为 “视觉匹配” 结果.
从 Retinex 模型的角度求解式 (4), 可以估计图
像的乘性光照, 并得到反射图像和加性光照之和, 增
强效果属于全局增强, 也就是无论明亮区域还是低
照度区域的亮度、对比度、色度信息都被改变. 但对
于非均匀光照图像而言, 明亮区域具有利于观察的
亮度和鲜活的色彩信息, 而低照度区域存在对比度
低、细节信息淹没的特点. 因此, 在增强过程中应尽
量保留明亮区域的亮度和色彩信息, 有针对性地提
升低照度区域的亮度和对比度.
宽动态技术对图像中的每一点进行单独曝光,
每次曝光量进行累积积分, 当曝光量超过参考阈值
时, 则停止相应点的曝光. 非均匀光照图像的 “视觉
匹配” 过程可借鉴宽动态技术 — 提取明亮区域作为
有效曝光区域, 以之为参考, 对低照度区域进行 “二
次曝光”. 具体步骤为先通过 Retinex 模型求解方法
获取乘性光照以及反射图像与加性光照之和, 并通
过人眼视觉机制的引导进一步消除加性光照, 得到
R; 在原始图像明亮区域照度的约束下对乘性光照图
像进行动态范围压缩和整体亮度提升, 得到 LDA
mul ; R
0
和 LDA
相乘得到全局增强结果
V
;
将原始图像明
mul
亮区域的信息同位替换到 V 0 的相应区域, 并对融合
结果做适当的色彩校正, 得到最终增强结果 V .

2.2 算法实现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通过以下步骤实现非均匀
光照图像的二次曝光: 1) 获取乘性光照图像; 2)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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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反射图像; 3) 将乘性光照图像做动态范围调整, 和
反射图像叠加获取全局增强结果, 并将全局增强结
果和原始图像融合; 4) 对增强结果进行颜色校正, 获
取 “视觉匹配” 图像.

化图像边缘和突出细节的方法.
Ã

2.2.1 求解乘性光照图像

e y) − t4R(x,
e y)
R(x,
(7)
PN ∂ 2
式中, 4 : = i=1 ∂x
2 为拉普拉斯算子. 为了避免
i
对图像中具有不同模糊程度的不同区域采用相同的
模板 4, 造成图像的过度锐化和爆破现象的发生, 本
文引入人眼视觉阈值特性提出了以下具有自适应性
的图像细节提升函数:
X
e y)+kG(x, y)R(x
e i , yj )
R(xi , yj ) =
−Gij R(x,

本文通过改进变分框架下的 Retinex 估计 Lmul .
Kimmel 变分框架下的模型能量泛函表达式为
I
minF [l] = (|∇l|2 +α|l−s|2 + β|∇(l − s)|2 )dxdy
Ω

~i = 0
s.t. l ≥ s and h∇l, n

on

∂Ω

(5)

~ 是边
其中, Ω 表示图像空间, ∂Ω 是图像的边缘, n
缘法向量, α, β 为惩罚因子, 是非负实数. 假定光照
在空间的变化平缓, 反射图像 R 在 0 和 1 之间, 则
L ≥ S, 由 log 运算的单调性则 l ≥ s, 被限制了动态
范围的反射系数即被作为约束条件. 三个罚函数分
别保证了光照图像的空间平滑、光照图像与原始图
像的相关性和反射图像的平滑性.
本文认为反射图像和真实场景直接相关, 其属
性光滑或者锐化与原始图像有关, 并不能做定性的
假设, 而 Kimmel 模型通过 |∇(l − s)|2 项来确保反
射图像的光滑性质, 既违背了不能对反射图像的属
性做定性假设的规则, 又增加了计算复杂度, 因此本
文提出的修正公式为
I
minF [l] = (|∇lmul |2 + α|lmul − s|2 )dxdy
Ω

~i = 0
s.t. lmul ≥ s and h∇lmul , n

on

∂Ω
(6)

采用带约束的归一化最速下降法 (Projected
normalized steepest descent, PNSD) 求解式 (6),
首先, 通过归一化最速下降法 (Normalized steepest
descent, NSD) 求解函数 F [lmul ] 的极小值, 再将极
小值投影的约束空间[2] . 由文献 [2] 易证算法收敛性
和解的唯一性. 此处, 使用多分辨率技术加速求解,
采用高斯金字塔的构建和求解方式, 首先对原始图
像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进行 2 : 1 下采样形成一系列
不同分辨率的尺度空间图像序列, 最底层为原始图
像, 最顶层为最粗糙的扩散图像. 算法从最顶层开始
在得到该层大气传递图估计值后, 通过双线性插值
扩展输入到分辨率较高的下一层图像, 进而计算得
到相应层的大气传递图像.

2.2.2 获取反射图像
求解式 (6) 得到乘性光照图像 lmul , 继而易得反
e = R + Ladd . 加性光照对
射图像与加性光照的和 R
反射图像造成的模糊类似于热传导过程[10] , 类比反
热传导方程的近似解 (如式 (7) 所示), 可以得到锐

e y, t) ≈ R(x,
e y, 0) + t
R(x,

e y, t)
∂ R(x,
∂t

!
=
t=0

(x,y)∈Nij

(8)
其中, Nij 是 (xi , yj ) 的 5 × 5 邻域; Gij 是尺寸为
5 × 5 的高斯模板, 方差为 (1 − σij ), σij 是包含
(xi , yj ) 和 Nij 的区域内像素值的方差; G(xi , yj ) 是
窗口 Gij 的中心像素值; k 为加性光照去除的强度
因子, 满足条件 k ≥ 2, 本文选取 k = 2. 据人眼视觉
阈值特性知, 当中心像素与周围背景像素之间的亮
度差异, 同背景亮度的比值大于某个阈值时, 该中心
像素的特征容易被察觉, 即满足 4I/Ib ≥ c 时, 人眼
方能注意到图像细节. 利用此特性提升图像细节反
映在式 (8) 中就是先将中心像素受邻域像素影响造
成的模糊去掉, 得到锐化图像, 再将锐化图像和原图
像相加就可以增加中心像素和周围背景亮度间的比
例, 从而得以提升原图像的细节.
2.2.3 全局增强结果的获取及其与原始图像的融合
全局增强结果是反射图像和进行动态范围调整
之后的乘性光照图像的乘积. 视觉适应性尤其是视
觉感光适应响应符合 “S” 形函数, 设计根据图像特
征自适应变化的 “S” 形函数能够保持细节信息和
对高对比度的合适压缩. Drago 等[11] 利用 Perlin
等[12] 提出的偏置幂函数, 在 2 和 10 之间平滑地进
行基底插值, lg 作用在最亮的像素上, 而其他像素值
根据邻域等信息进行对数操作, 基底在 2 到 10 之间
插值, 可以对低亮度提升, 对高亮度压缩. 该函数是
可变基对数 S 形函数, 函数表达式为
LDA
mul = f (Lmul , λ) =
ρLdmax
ln(Lmul + 1)
·
1
mul log2 λ
)
ln[2 + 8( LLmax
] lg(Lmax
mul + 1)

(9)

mul

LDA
mul

其 中,
是 动 态 范 围 校 正 后 的 乘 性 光 照 图 像,
Ldmax 表示显示器的最大显示亮度, ρ 为显示亮度
调节系数设为常数 0.01, Lmax
mul 是 Lmul 的最大值, 参
数 λ 在调整高亮区动态范围和暗区细节可见上非
常重要. Drago 指出参数 λ 的自适应性问题,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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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场景内容和动态范围[11] . 上述偏置幂函数在
2 和 10 之间平滑地进行基底插值, 易知 λ ∈ (0, 1],
mean
本文引入 Lmax
mul − Lmul 作为亮度映射强度的参考,
max
mean
其中, Lmul 和 Lmul 分别为 Lmul 的最大值和均值,
mean
Lmax
mul − Lmul 越大表明光照越不均匀, 低照度区域
需要更大的亮度提升, 即 f (Lmul , λ) 应该越大, 否则
越小. 由式 (9) 易知 f (Lmul , λ) 是的下降函数, 故令
mean
λ = 1/(Lmax
mul − Lmul ), 代入式 (9) 并化简后得到

LDA
mul = f (Lmul ) =
ln(Lmul + 1)
×
max
mean
mul log2 (Lmul −Lmul )
ln[2 + 8( LLmax
)
]
(10)

继而得到全局增强结果 V 0 = RLDA
mul , 它和原
始图像融合就是将全局增强后的低照度区域和原
始图像的亮区共同组成新的结果. 人眼视觉感知平
均背景亮度时, 受到邻域内像素对中心像素的影
响, 即将中心像素看作前景, 邻域内其他像素看作
背景. 计算时通常采用模板和相应加权系数, 对于
小耦合域的加权矩阵可以根据欧氏距离、高斯分
布系数等来确定. 设模板尺度为 [Row, Col], 其中
Row = Col = 2n + 1, n ≥ 1, 则背景像素个数为
NB = (2n + 1)2 − 1, 模板中心像素为 LDA
mul (xi , yj ),
邻域内像素为 LDA
(x,
y),
相应加权系数为
g(x, y),
mul
本文计算平均背景亮度公式为

IAB (xi , yj ) =
P
(x,y)∈N (xi ,yj )

g(x, y)LDA
mul (x, y)

NB
g(xi , yj )LDA
(x
i , yj )
mul
NB

−
(11)

为实现快速计算, 式 (11) 中 g 选取 3 × 3 的高
斯模板 [1/16, 1/8, 1/16; 1/8, 1/4, 1/8; 1/16, 1/8,
1/16]. 通过上式计算归一化后的 V 0 和原始图像的
背景亮度, 比较后得到图像融合参考矩阵 Z, 其矩阵
元素对应原始图像背景亮度大的值为 0, 否则值为 1,
融合公式为

V = V 0 Z + S(1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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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HSI 空间, 使用原始图像的色度分量和饱和度分
量替换融合结果的色度分量和饱和度分量, 并采用
式 (13) 对低照度区域的饱和度分量进一步校正, 校
正后的结果再由 HSI 空间转换到 RGB 空间得到最
终的 “视觉匹配” 图像.
r
Smean
SbHSV = SHSV
Z
(13)
Smax
其中, Smean 和 Smax 分别为原始图像的亮度中值和
最大值, SHSV 和 SbHSV 分别表示校正前后的饱和度
分量.

3 实验和分析

mul

ρLdmax
lg10 (Lmax
mul + 1)

学

(12)

2.2.4 低照度区域色彩重现
根据大量实验的统计结果可知, 明亮区域色彩
信息自然生动, 需要和原图像保持一致, 低照度区
域色彩饱和度要高于明亮区域, 且明亮区域和低照
度区域亮度差异越大, 低照度区域的色彩饱和度越
高, 因此本文设计的真实场景色彩重现步骤可以归
纳为: 将融合后的结果和原始图像由 RGB 空间转换

实验环境为 Matlab 7.1, 笔记本配置: AMD 双
核 CPU, 主频 2.1 GHz, 内存 2 GB. α 约束光照图像
和原始图像的相关性, 其值越大二者相关性越强, 求
解结果越平滑, 令 α ∈ [0.001, 0.01, 0.1, 1.0, 10], 选
择数集中的不同参数值分别进行实验, 实验证明随
着 α 的增加, 增强结果的亮度更加均匀, 但图像对
比度降低. 在兼顾对比度和光照均匀的条件下, α 设
为 0.8, 金字塔分解层数设为 4, 从顶层到底层算法
循环次数分别为 4, 3, 2, 1. 可以实现满意的二次曝
光效果, 且算法鲁棒性较强, 以下本文算法的处理结
果均默认为上述参数设置. 针对来自文献的典型测
试图像, 对算法实现过程进行了展示, 并测试了本文
算法和多种不同算法针对含天空的自然场景、夜视
场景及室内场景的增强结果, 并进行了主客观评价,
同时给出了本文算法的大量实验结果. 实验中, 所有
Kimmel 算法取得的结果, 均对应最优参数设置 (算
法鲁棒性最好) α = 0.0001, β = 0.1, γ = 2.2, 金字
塔分解层数为 4, 从顶层到底层算法循环次数分别为
4, 3, 2, 1. CA-ICM 的参数设置为 f = 0.01, h =
3 × 105 , θ = 0.01, 4 = 0.01, νCA = 0.5.

3.1 算法实现过程及对比实验
图 3 依次列出了本文算法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
图片, 可见全局增强结果的天空色彩由于亮度的提
升发生了偏移, 暗区场景的色彩在亮度提升之后, 饱
和度偏高, 视觉效果不够自然; 融合后的结果, 天空
的亮度和色彩得到了恢复, 低照度区域的色彩还有
待于校正; 经颜色校正之后, 低照度区域的色彩视觉
效果比较自然, 较真实图像的色彩接近很多. 相比之
下, CA-ICM 的增强结果颜色饱和度过大, 且存在
伪轮廓, Kimmel 的结果暗区细节展现不够, 且天空
颜色变的黯淡, 视觉效果不够自然生动.

3.2 天空场景
对于含有天空的场景, 普通相机测光时不能够
同时兼顾其他部分的亮度, 所以除去天空的场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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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会出现曝光不足的现象. 当亮度再现时, 需要尽
可能保留天空中的信息, 而只增强低亮度的场景部
分, 同时提升全局的对比度. 图 4 (b) 是 Kimmel 的
处理结果, 光照虽然实现了均衡, 但亮区域的细节和
色彩信息均有丢失; 图 4 (c) 为基于 CA-ICM 的方
法增强结果, 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暗区的亮
度, 但整幅图像的光照没有得到很好的均衡, 导致暗
区细节无法充分展现; 图 4 (d) 是本文方法增强结
果, 整幅图像的光照得到了良好的均衡, 亮区信息得
到了完好的保持, 暗区的细节得到了充分展现, 且场
景色彩得到了较好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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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图像的全局和局部对比度, 暗区细节得到了展现,
场景色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校正.

图4
Fig. 4

图5
Fig. 5

No. 1 天空场景再现结果
No. 1 sky scene rendition

No. 2 夜视场景再现效果
No. 2 nightly scene rendition

3.4 室内场景
图3
Fig. 3

中间结果和对比

Mid result and comparisons

3.3 夜视场景
夜视场景是典型的非均匀光照场景, 由于曝光
不足会生成很多暗区. 图 5 中, Kimmel 算法性能
优越, 但其增强结果远处的场景细节不够突出; CAICM 增强结果细节比较突出, 但全局和局部对比度
都偏低, 且场景色彩比较浓重; 本文方法可以有效提

室内场景尤其含有光源时, 也会形成非均匀光
照图像, 尤其是主动光源对成像的影响很大, 本文方
法完好地保持了高亮区域的亮度和细节信息, 较好
实现了暗区中细节的再现及色彩的恢复, 有效提升
了图像的全局和局部对比度, 见图 6. Kimmel 增强
结果高亮区域的细节丢失, 且暗区细节展现不足, 如
走廊顶部; CA-ICM 方法在暗区细节再现方面有不
错的优势, 但对高亮区域的细节保持还有待于提高,
且存在饱和度偏高的现象.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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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图像

测试图像的客观评价值

Objective assement of test images

算法

均值

邻域标准差的均值

清晰度

原始图像

115.9808

16.3324

3.3237

Kimmel0 s 结果

121.2777

19.3382

4.7111

CA-ICM 结果

122.2786

23.4815

5.4068

本文结果

124.1743

23.1743

6.0727

No. 1

原始图像

28.0439

15.2894

5.5749

Kimmel0 s 结果

59.5594

33.7651

14.2692

CA-ICM 结果

41.4099

27.8473

11.7605

本文结果

54.9710

34.6320

13.8969

No. 2

原始图像

89.1535

15.0937

1.9080

Kimmel0 s 结果

165.6323

19.2398

3.3726

CA-ICM 结果

150.1911

21.5490

3.8072

本文结果

161.0389

19.5970

3.2743

No. 3

表2

三种算法增强结果同 Ground truth 间的 PSNR

Table 2

PSNR between three different algorithms and
Ground truth
PSNR

算法
原始图像

图6
Fig. 6

No. 3 室内场景再现结果
No. 3 indoor scene rendition

Kimmel0 s 结果
CA-ICM 结果
本文结果

36.3795
25.8806
58.2990

3.5 客观评价
此处使用图像均值来衡量整体亮度, 邻域标准
差平均值表征局部对比度, 对于细节边缘等对比度
信息本文使用基于梯度域的清晰度 (Definition) 来
进行测度[13] , 对上述三个场景的对比实验结果进行
客观评价. 清晰度定义的基本公式是平均梯度, 对于
尺寸为 M × N 的图像, 其清晰度计算方法如式 (14)
所示:

Def =

M
N
1 X Xq 2
Ix (m, n) + Iy2 (m, n) (14)
M N m=1 n=1

表 1 揭示了测试图像 No. 1 ∼ No. 3 的客观评
价值, 从客观评价结果看, 本文算法同其他算法比较
取得了近似甚至更好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说明新算法的有效性, 在不同光照
条件下拍摄同一场景的图像, 选取曝光效果最好的
图像作为 Ground truth, 用不同算法处理曝光较差
的图像, 将处理结果同 Ground truth 比较, 计算
PSNR 值, PSNR 值越大表征图像处理结果越好. 对
比实验如图 7 所示, 相应的客观评价结果如表 2 所
示.

图7
Fig. 7

同 Ground truth 的对比实验

Comparison experiment with Ground truth

9期

李权合等: 视觉机制引导的非均匀光照图像二次曝光

本文算法的更多实验结果见图 8 所示.

1465

3 Morel J M, Petre A B, Sbert C. A PDE formal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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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 T, Asari K V. Adaptive and integrated neighborhood
dependent approach for nonlinear enhancement of color images.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2005, 14(4): 043006
5 Arigela S, Asari V K. A locally tuned nonlinear technique for
color image enhancement. WSEAS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 2008, 4(8): 514−519
6 Nuri O, Ender C. A non-linear technique for the enhancement of extremely non-uniform lighting images. Journal of
Aeronautics and Space Technologies, 2007, 3(2): 37−47
7 Ju Ming, Li Cheng, Gao Shan, Mu Guo-Ju, Bi DuYan. Non-uniform-lighting image enhancement based on
centripetal-autowave intersecting cortical model. Acta Automatica Sinica, 2011, 37(7): 800−810
(鞠明, 李成, 高山, 穆国举, 毕笃彦. 基于向心自动波交叉皮质模型
的非均匀光照图像增强. 自动化学报, 2011, 37(7): 800−810)

图8
Fig. 8

更多实验结果
More results

4 结论

8 Ebner M. Color Constancy.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7
9 Rutherford M D, Brainard D H. Lightness constancy: a

本文借鉴宽动态技术, 在视觉机制的引导下对
非均匀光照图像进行了二次曝光处理, 实验证明二
次曝光后的图像亮区的亮度、细节、色彩信息得到
了很好的保持, 低照度区域的亮度、对比度得到了很
好的提升, 色彩信息也得到了良好的恢复, 且算法鲁
棒性较好, 可以自适应处理不同的光照不均图像. 但
在复杂光照条件下, 亮区和低照度区域交替频繁, 本
文算法在计算平均背景亮度, 区分亮区和低照度区
域时, 容易产生误判, 从而造成融合结果不理想, 奇
异点或区域较多. 因此, 在后续的研究当中, 应针对
复杂光照条件着重探讨更加有效的融合算法, 避免
不连续点或区域影响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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