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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图像处理与分析中，二值化方法能把特征或目标从图像中分割出来，以便识别。在实际拍摄的图像中，图像光照不均
匀使得图像二值化阈值确定困难。针对一类光照不均匀图像的二值化问题，提出一种单列处理及改进ＯＳＴＵ的二值化方法，通过分
析该类图像上不均匀光照的分布特点，首先应用单列二值化处理方案，在省去专门光照均匀化处理步骤的同时，解决统一阈值二值

化方法所造成的信息丢失问题。在逐列二值化处理过程中，首先采用传统ＯＳＴＵ方法获取图像各列的初始二值化阈值，然后根据各
列的光照强度计算出该列二值化阈值的自适应微调量，实现对初始二值化阈值的优化。一组缺陷钢坯图片处理结果证实了所述方

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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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数字图像处理中，二值化方法通过选取适当的阈值对图

像进行分割，从而突出图像中的某些特征。对于光照均匀的图

片，应用经典的全局阈值方法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些方法主

要有：根据直方图谷底确定阈值法、迭代选择阈值法、最大类间

方差法（ＯＳＴＵ）法等［１－３］。但是在实际图片采集过程中，拍摄图

片的背景光照有时是不均匀的，这样就对图片的二值化造成困

难。为了解决光照不均匀条件下的图像二值化问题，目前的方

法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根据光照分布的情况对图片进行分块

处理，再对各个块用经典的全局阈值二值化方法进行分割［４，５］；

第二类是先对图片的背景光照进行处理，使其背景光照近似均

匀，再用经典全局阈值方法进行处理［６－８］；第三类是经典的局部

阈值法，该类方法根据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点与其邻域像素点

的灰度值变化来设定阈值逐点进行二值化，经典的局部阈值算

法有Ｂｅｒｎｓｅｎ算法、Ｎｉｂｌａｃｋ算法和Ｓａｕｖｏｌａ算法，Ｃｈｏｗ和Ｋａｎｅｋｏ
算法等［９，１０］。但是，上述三种常用的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不足：第

一类方法是在光照分块较为明确的条件下才适用，对于不存在

明显的灰度值分界的图片则失效；第二类方法计算量大，对于背

景估计往往存在过估计或估计不足，对于光照不均匀且目标与

背景差别较小的弱目标图像处理效果不佳；第三类方法需要对

图片逐点计算，因此计算量大，而且也同样存在对弱目标图像处

理效果不佳的问题。针对上述算法各自存在的不足，通过分析

一类光照不均匀图像上的光照分布特点，本文提出了一种对图

片进行单列扫描的方法，对单列应用经典的 ＯＳＴＵ法确定初步
阈值，再根据光照强度确定自适应微调量，以初步确定的阈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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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量的差作为该单列的二值化阈值，对每一列均执行此算法，

最终得到仅含有目标特征的二值化图片。实验证明，该方法正

确、有效，可以得到效果较佳的二值化图像。

１　ＯＳＴＵ法的一般描述

１．１　常规二值化方法的概述
对灰度图像进行二值化的基本思想是确定一个阈值，然后

把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和阈值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把该像素

划分为两类———目标和背景。

设原始图像为ｆ（ｘ，ｙ），二值化分割图像的方法为：

ｇ（ｘ，ｙ）＝ １　　ｆ（ｘ，ｙ）≥Ｔ
０　　ｆ（ｘ，ｙ）{ ＜Ｔ

（１）

式中ｆ（ｘ，ｙ）表示图像中坐标 （ｘ，ｙ）处的像素值，ｇ（ｘ，ｙ）表示
二值化处理后的图像中坐标 （ｘ，ｙ）处的像素值，Ｔ为二值化
阈值。

１．２　经典的ＯＳＴＵ法
ＯＳＴＵ法是全局阈值法的一种经典算法，是常用的二值化

分割方法之一。该算法是在判决分析最小二乘法原理基础上推

导得出，计算出来的分割阈值能使目标区域的平均灰度，背景区

域的平均灰度与整个图像的平均灰度之间的差别最大，且计算

过程简单，是一种稳定常用的算法。该算法的基本原理如下：

设图像的像素总数为 Ｎ，灰度范围为［０，Ｌ－１］，灰度值 ｉ
的像素数为ｎｉ，则ｉ的概率为：

ｐｉ＝
ｎｉ
Ｎ （２）

把图像中的像素按灰度值用阈值Ｔ分成两类Ｃ０和Ｃ１，Ｃ０
对应于灰度值在［０，Ｔ－１］之间的像素，Ｃ１对应于灰度值在［Ｔ，
Ｌ－１］之间的像素，则Ｃ０和Ｃ１的概率分别为：

ｗ０ ＝∑
Ｔ－１

ｉ＝０
ｐｉ （３）

ｗ１ ＝∑
Ｌ－１

ｉ＝Ｔ
ｐｉ＝１－ｗ０ （４）

Ｃ０和Ｃ１的均值分别为：

ｕ０ ＝∑
Ｔ－１

ｉ＝０

ｉｐｉ
ｗ０

（５）

ｕ１ ＝∑
Ｌ－１

ｉ＝Ｔ

ｉｐｉ
ｗ１

（６）

整个图像的灰度均值为：

ｕ＝ｗ０ｕ０＋ｗ１ｕ１ （７）
定义类间方差为：

σ２ ＝ｗ０（ｕ０－ｕ）
２＋ｗ１（ｕ１－ｕ）

２ （８）
令Ｔ在［０，Ｌ－１］范围内，以步长１依次递增取之，Ｌ为灰

度图像的灰度级数目。当σ２最大时对应的Ｔ即为最佳阈值。
该方法不需要人为设定参数，是一种自动选择阈值的方法，

对目标与背景有较强对比的图像显示出较好的二值化效果。然

而对于背景光照不均匀的图片进行二值化时，该方法则有较大

的不足。

这里以一幅实际拍摄的图片为例进行分析。图１为一幅带
缺陷的铸坯图，其中黑色斑块为缺陷部位。为提取图片中的黑

色斑块缺陷，需对该灰度图进行二值化处理。但由于图片上光

照不匀，二值化阈值难以恰当选取。

如果用传统的 ＯＳＴＵ法对图１进行二值化，结果如图２所
示。由于传统的ＯＳＴＵ法得出的二值化阈值是统一的，而图像
的光照分布是不均匀的，这个统一的阈值不能较好地分割图像

中的目标特征。

图１　带缺陷的铸坯原图

图２　原图经ＯＳＴＵ法处理结果

２　基于ＯＳＴＵ法自适应阈值分析

２．１　图片灰度值的分析
对图１的光照强度进行分析，图３为图１的单列灰度平均

值的分布图。

图３　原图的单列平均灰度值分布图

从图３中可以看到，该图的灰度分布是连续的并不存明显
的灰度分界点，因此传统的对图片进行分块，再对各个块进行阈

值计算的方法在此并不适用。所以这里对图片进行单列灰度值

分析。

分别取图１（共３１０１列）中的第３１０、３７６、１５００和１７００列
作分析，各列的灰度分布如图４所示。

图４　原图中典型几列的灰度分布图

从图４可以看出，第 ３１０列和第 １５００列虽然分出暗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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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区，但因都没有缺陷特征，各列的灰度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第３７６列和第１７００列分处暗区和亮区，但因都有缺陷特征，各
列的灰度值图分布上有明显的波谷。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对该类光照不均图像，可考虑采用单列

二值化处理的方式，这样会在很大程度地消除光照不均匀对图

像二值化阈值的影响。对图１采用单列ＯＳＴＵ方法进行二值化
处理的结果如图５所示。显然，图５较图２二值化处理的效果
明显改善。

图５　原图经逐列ＯＳＴＵ法处理结果

２．２　ＯＳＴＵ法基础上统一微调量的分析
虽然单列ＯＳＴＵ法处理后的结果图片没有大面积的黑色区

域，但不难发现，图５中仍有许多背景被当做目标被提取出来，
可见采用单列 ＯＳＴＵ法计算出的阈值是偏高的。考虑在单列
ＯＳＴＵ法算出的阈值上减去统一微调量，再进行二值化处理，得
到结果如图６所示，其中统一微调量设置为１５。

图６　逐列ＯＳＴＵ法得出阈值统一减去１５的二值化结果

显然，图６较之图５二值化处理效果大为改善，然而仍然存
在背景与目标没有被区分的情况，尤其在图片的中间部分。可

见，在ＯＳＴＵ法算出的阈值上再减少微调量这一方法是可行的，
但仍需改进。

２．３　基于ＯＳＴＵ法自适应微调量的分析
１）微调量与光照强度的关联分析
为设置合适的微调量，本文在单列ＯＳＴＵ阈值的基础上，尝

试改变微调量大小，典型的实验结果如图７和图８所示。图７
表明：在图片光照强度最弱的部分（平均灰度值较小），即图１
的左右两端，当微调量较小时，该部分的特征基本上被提取了出

来，但中间部分处理效果不好；图８则表明：在图片光照强度最
强的部分（平均灰度值较大），即图１的中部，当微调量较大的
时候，中部的特征基本上被提取出，但两端部分处理效果不好。

图７　逐列ＯＳＴＵ法得出阈值统一减去１０的二值化结果

图８　逐列ＯＳＴＵ法得出阈值统一减去３０的二值化结果

因此，通过大量的实验与分析得知：微调量在光照强度强或

弱的条件下，大小是不同的，在光照强度较强的部分（平均灰度

值较大），需要减小的微调量是较大的；而在光照强度较弱的部

分（平均灰度值较小），需要减小的微调量是较小的；在光照强

度介于强和弱的部分，需要微调量也是介于最大微调量与最小

微调量之间的值。

所以，可得出以下结论：任意列所需的微调量和此列光照强

度是正相关的，采用统一微调量来改善 ＯＳＴＵ法得出的阈值的
做法欠妥，更好的做法是根据光照强度来设置自适应微调量。

２）自适应微调量的设计
通过上述微调量与光照强度的关联分析可发现：任意列经

典ＯＳＴＵ法得出的阈值和该列所需要的微调量二者拟合的曲线
应该是单调递增的。

根据前文分析这里可以假设将自适应阈值微调量 ｗ和光
照强度Ｅ的关系用图９所示几种数学模型来进行拟合。模型 Ｉ
是直线拟合；模型ＩＩ是向上凸的单调的光滑曲线拟合；模型 ＩＩＩ
是向下凹的单调的光滑曲线来拟合。

图９　自适应微调量ｗ与平均灰度Ｅ的三种关系模型

经过大量的实验与分析得出结论用向下凹的曲线拟合的效

果较好，即数学模型ＩＩＩ，以下是对数学模型ＩＩＩ的具体分析。

图１０　自适应微调量ｗ与平均灰度Ｅ的最佳关系模型

如图１０中模型ＩＩＩ所示，为了求出该列所需的微调量ｗ，曲
线可用一段圆弧来表示，这里用经过两点的圆来拟合，（ｘ０，ｙ０）
是经过两点圆的圆心，其中ｘ０与ｙ０的关系为：

　　　　ｙ０＝－Ｅ＿ｍａｘ－Ｅ＿ｍｉｎｗ＿ｍａｘ－ｗ＿ｍｉｎｘ０－
Ｅ＿ｍｉｎ＋Ｅ＿ｍａｘ( )２

＋ｗ＿ｍａｘ＋ｗ＿ｍｉｎ２ （９）

Ｅ＿ｍａｘ和Ｅ＿ｍｉｎ分别为此幅图片中单列灰度平均值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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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小值，可以自动算出。ｗ＿ｍａｘ和 ｗ＿ｍｉｎ为此幅图片中最强
光照下合适微调量与最弱光照下合适微调量，可以通过同一外

界条件下拍摄的大量图片试验数据统计得出。此处统计所得：

ｗ＿ｍａｘ＝３５，ｗ＿ｍｉｎ＝１０。
由于ｘ０与ｙ０有式（９）的关系，ｘ０决定圆的曲率。若ｘ０较

小，则曲率较小；若ｘ０较大，则曲率较大。为保证拟合曲线的弧
度的适中，经实验ｘ０取Ｅ＿ｍｉｎ－５０至 Ｅ＿ｍｉｎ－６０之间的值最
合适，最终拟合的圆的方程如下：

　（ｗ－ｘ０）２＋（Ｅ－ｙ０）２＝（ｘ０－Ｅ＿ｍｉｎ）２＋（ｙ０－ｗ＿ｍｉｎ）２ （１０）
由式（１０）可以解出微调量 ｗ与任意列平均灰度值 Ｅ的关

系，用下式表示：

ｗ＝－
（ｘ０－Ｅ＿ｍｉｎ）２＋（ｙ０－ｗ＿ｍｉｎ）２

－（Ｅ－ｙ０）槡 ２ ＋ｘ０ （１１）

３　算法实现

３．１　算法概述
对于该类背景光照不均匀的图片的二值化处理，先对单列

用经典的ＯＳＴＵ法进行初步阈值的计算，然后再根据光照强度
计算出自适应的微调量，初步阈值与自适应微调量的差即为该

列二值化分割的自适应阈值。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１）对图片 ｆ的最左边第一列进行处理，由于 ＯＳＴＵ法其本
身是针对整幅图片的，因此需要对 ＯＳＴＵ法的许多参数进行调
整，以适应单列图片。

２）求出此列需要的微调量ｗ。这里用圆来拟合。
３）利用微调量ｗ对 ＯＳＴＵ计算得出的初始二值化阈值 Ｔ

进行优化，得优化后二值化阈值：Ｔ＿ｂｅｓｔ＝Ｔ－ｗ。
４）对此列进行二值化。为了保留缺陷部分的黑色斑纹，因

此对此列图像中灰度大于 Ｔ＿ｂｅｓｔ的像素设为二值图中的１，小
于Ｔ＿ｂｅｓｔ的像素设为二值图中的０。
５）把图片ｆ从左向右依次进行单列处理，最后得到了大部

分背景已经被去除的图片ｆｆ。
６）对图片ｆｆ进行中值滤波。经实验，由于前几步处理后的

图片中所含有的大部分噪声为近似椒盐噪声，因此用３×３（或
者５×５）的掩模进行中值滤波处理，最终得到了一幅大部分背
景已经被去除的二值化图片。

３．２　核心编程的实现
本次仿真在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０９环境下开展实验，以下是本仿真

Ｍ语言的自适应二值化程序。Ｅ（ｋ）为第 ｋ列的平均灰度值，Ｔ
（ｋ）为第ｋ列的传统ＯＳＴＵ阈值，其余常量和字母含义在２．３节
与３．１节中已经详述。

ｘ０＝Ｅ＿ｍｉｎ－６０； ｙ０可根据式（９）计算出。
ｆｏｒｉ＝１：ｎ ％此循环为逐列二值化过程，ｎ为图片的列数
ｗ（ｉ）＝－ｓｑｒｔ（（Ｅ＿ｍａｘ－ｘ０）^２＋（ｗ＿ｍａｘ－ｙ０）^２－（Ｅ（ｉ）－ｘ０）^２）

＋ｙ０；
Ｔ＿ｂｅｓｔ（ｉ）＝Ｔ（ｉ）－ｗ（ｉ）；
ｆｆ（：，ｉ）＝２５５（ｆ（：，ｉ）＞Ｔ＿ｂｅｓｔ（ｉ））；
ｅｎｄ ％ ｆｆ为仅含有灰度值为２５５与０的图片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方法在对一组铸坯缺陷图片上进行测试，铸坯缺陷图片

来自钢铁厂现场采集图片。拍摄时外界不能有干扰光源，本次

采集使用普通数码相机拍摄，分辨率为３６４８×２７３６，拍摄时仅
用闪光灯作为光源，图片格式为 ＪＰＥＧ。图１１为专业缺陷铸坯
判定人员用ＰＳ处理出的标准二值化图片与本算法处理结果的
对比。其中图（ａ）与（ｃ）为本文算法的结果图，图（ｂ）与（ｄ）分
别为对应的标准二值化图片。

图１１　本文算法结果与标准二值化图片的对比

表１为本文算法结果图与标准结果图主要指标的对照表，
以下是对各个指标的说明。噪声像素：标准结果图中没有黑色

像素部分而本算法结果图出现了黑色像素的像素个数。干扰目

标：本算法结果图中新增的连片噪声像素（１００个以上像素相
连）的片数。丢失像素：标准结果图中有黑色像素部分而本算

法结果图却没有的像素个数。丢失目标：结果图中丢失的连片

黑色像素的片数。

表１　本文算法结果与标准对比

图片 噪声像素 干扰目标 丢失像素 丢失目标

图１１（ａ） ３６９ ０ １５６ ０

图１１（ｃ） １５０ ０ ８６ ０

随机５０幅图片 １８５（平均） ０．２（平均） １０５（平均） ０．１（平均）

从表１可得出，为了后期对结果图片进行的目标识别，衡量
二值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即干扰目标与丢失目标的数目几乎

为零；虽噪声像素与丢失像素较多，但这些误差对实际应用方面

影响不大。从整体来讲，本文算法处理后的结果图片是一幅处

理效果较好的二值化图片。

５　结　语

针对图像二值化时所遇到的光照不均匀的问题，本文提出

了在ＯＳＴＵ算法上进行改进，对图像的每一列进行 ＯＳＴＵ法处
理，得出初步阈值，再根据光照情况在初步阈值上进行调整从而

得出此列的最终二值化阈值，进而对整幅图片进行二值化，不需

要对不均匀的背景光照做预先处理。实验表明：该算法能准确

有效地对光照不均匀且目标与背景差别较小的弱目标图像的特

征进行提取，从而为后续的图像处理工作打下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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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０１１ｂ版本的ＭＡＴＬＡＢ程序完成。三种纹理图像含有丰富的
透视特性，同时包含具有代表性的结构性、半结构性和随机性纹

理，满足实验需要。输入图像大小为１０５×１０５，图像分辨率 ｄｐｉ
为９６×９６，合成效果如图８所示，其中，每一行的最后一幅为采
用文献［９］中能量优化方法得到的结果。

图８　结合能量优化与缝合技术的透视纹理合成结果

对于图８中三种纹理图像的实验，给定的倾角和斜角分别
是：σ＝３０°、τ＝１８°；σ＝１５°，τ＝０°；σ＝６０°，τ＝２０°。设定像素
块的大小分别为５×５、７×７和５×５时对应三幅输入纹理有较
好的合成结果。图８表明，相对于文献［９］中的方法，提出的结
合图像缝合的改进能量优化方法能够同时适用于具有结构性、

随机性等多种类型的透视纹理，合成的图像很好地保持了输入

样图的透视特性和全局特性。由于结构性纹理中存在明显的边

缘信心，在合成过程中即使是存在细微的接缝也容易被人眼所

感知。因此，相较于结构性纹理而言，本文算法对随机性纹理的

合成具有更好的视觉效果。

为了进一步分析该方法的效率，选择１０幅尺寸为１０５×１０５
的纹理图像作为输入样本，设置三种输出尺寸：１２８×１２８、２５６×
２５６、５１２×５１２，像素块大小分别采用５×５、７×７和９×９，得到每
一种情况下算法的平均运行时间，如表１所示。

表１　改变输出尺寸和像素块大小的平均合成时间　　单位：ｓ

　　 　 　输出尺寸
块大小　　 　 　

１２８×１２８ ２５６×２５６ ５１２×５１２

５×５ １６．３６ ５０．１７ １０６．４９

７×７ １０．５４ ３７．４８ ８２．３７

９×９ ７．８３ ２３．４２ ６７．５０

由表１可知，固定输出大小时，耗时随着像素块尺寸增大而
缓慢减少；对于固定的像素块，随着输出尺寸的增加耗时增长逐

渐加快。合成纹理大小为２５６×２５６和１２８×１２８时都可以在１
分钟内完成，其中合成１２８×１２８时仅仅需要１０秒左右的时间；
而基本传统能量优化方法合成２５６×２５６需要７～１０分钟，合成
１２８×１２８约为１～３分钟。因此，与传统透视特性纹理合成技

术相比，改进的合成方法具有更高的计算效率。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纹理合成由“点匹配”到“块匹配”的思想，用块处

理代替点计算，建立基于图像块的能量优化模型，并引入图像缝

合技术改进了传统能量优化方法，结合尺度评估方法实现对透

视纹理的有效合成。该方法在保持样本透视特性的基础上，对

结构性、随机性等多种类型的透视纹理等的合成都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此外，与同类方法相比计算效率大大提高，在大场景电

影制作、大型电子游戏场景、特效广告等领域具有更广泛的适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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