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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掩模和击中击不中变换的优化边缘提取算法

陈恺煊,刘 昕,王 咚
(西安理工大学 印刷包装与数字媒体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为了解决传统Sobel算法在边缘提取时存在的定位不准确、边缘线条较粗、细节缺失的问

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算法。首先使用增加方向模板后的Sobel算子对图像进行卷积,再对梯度图像

进行边缘检测得到双线条图像,并以此作为掩膜来消除原梯度图中的伪边缘,从而对边缘线宽进行

细化,然后使用Otsu算法将图像进行二值分割,最后通过数学形态中基于击中击不中变换的细化

对图像进行全局处理来消除图像纹理干扰点。实验表明,与传统的边缘提取算法相比,改进后的算

法定位准确,边缘较细,并保持了原图像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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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gorithmforoptimizededgedetectionbasedonimagemaskandHit-misstransform
CHENKaixuan,LIUXin,WANGDong

(SchoolofPrinting,PackagingEngineeringandDigitalMediaTechnology,
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Inordertosolvetheshortcomingsoflowedgepositionaccuracyandcoarseredgeand
detaildeficiencyofthetraditionalSobelalgorithm,animprovedalgorithmisproposed.Firstly,
theSobeloperatorwhichincreasesthedirectiontemplateconvolutesimage,andthendefectsthe
edgeofthegradientimagetoobtainthedoublelineimage,withthedoublelineimageasamask
toeliminatethefalseedgeofthegradientimage,thusrefiningtheedgelinewidth.TheOtsual-
gorithmbinariestheimageandaimstheglobalimagebasedonthehit-missmorphological
thinningtoeliminatetheimagetextureinterference.Theresultshowsthattheimprovedalgo-
rithmhasthehigherlocationaccuracyandkeepsthedetailoforiginalimage,achievingthethin-
neredgethantraditionalSobel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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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是指图像上像素灰度值突变的地方,是图

像最基本的特征。边缘检测的目的是在有噪声背景

的图像中确定出目标物边界的位置,这在很大程度

上减少了所要处理的信息量,但同时又保留了图像

中物体的形状信息,使图像分析过程大大简化。边

缘检测技术在医学图像处理领域(如细胞图像分析)
有着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它也是机器视觉、模式

识别等领域的重要基础。
在边缘检测算法中,Sobel算法因其计算简单、

速度快而被广泛应用,但同时存在着漏检边缘、抗噪

能力差、边缘线条较粗等问题,只能满足精度不高的

检测需求。国内外许多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文献

[1]在传统Sobel算法上构造出一种8方向的5×5
检测模板,增强了算法的抗噪性,但计算耗时较长,
并且会导致边缘线条较粗。文献[2]在得到边缘梯

度图后,采用局部处理法对边缘图像进行细化,有一

定的细化效果,但并未排除图像中的干扰点,而且局

部处理算法本身过于复杂。文献[3]使用双阈值法

对边缘梯度图像进行分割,与传统算法相比,有一定

的细化效果,但边缘存在断裂,丢失了很多细节。文

献[4]对图像先使用Otsu算法进行二值化,然后通

过数学形态法去除孤立像素干扰点,提高了算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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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向的准确性,但没有从灰度的角度将图像的

前景和背景分离,而且闭运算会导致图像细节的

丢失。

1 传统的Sobel边缘提取算法

传统Sobel算子由两个大小为3×3的模板构

成,如图1所示。模板中的系数和为零,说明在灰度

级不变的区域,模板响应为零。

图1 Sobel算子的两个方向模板

Fig.1 DirectiontemplatesofSobeloperator
 

让两个方向模板分别沿着x 轴、y 轴与图像做

卷积,方向是从上到下和从左到右,将模板的中心和

图像上的某个像素重合,并将该像素周围的点与模

板上对应的系数相乘,假设图像上某一区域的像素

点如图2所示。

图2 图像某一区域的像素点

Fig.2 Pixelsinaregionoftheimage
 

则该中心点x 轴、y 轴方向上的梯度分量分

别为:

f0°= (x3+2x6+x9)-(x1+2x3+x5)(1)

f90°= (x7+2x8+x9)-(x1+2x2+x3)(2)

  最终,该中心点的梯度大小可由横向及纵向灰

度值求得,即:

f= f20°+f290° (3)

  由于平方和平方根运算计算量较大,一般使用

绝对值对梯度[5]进行近似处理,在保持灰度级相对

变化的同时,节省计算时间:

f≈|f0°|+|f90°| (4)

  Sobel算子的边缘提取方法计算简单、速度快,
而且相比Prewitt算子,Sobel算子的中心使用权值

2[6],即通过增加中心点的重要性,实现了一定程度

的平滑,从而更好地抑制了噪声。但也存在边缘定

位精度不高的问题,容易漏检边缘,同时会出现伪边

缘,使边缘线条较粗,无法用来检测纹理复杂的

图像。

2 改进的Sobel边缘提取算法

2.1 改进算法的技术路线

改进后算法的步骤如图3所示。首先对原始图

片进行预处理,即将图片先灰度化,然后利用中值滤

波进行平滑去噪,以减少运算量,并消除孤立噪声点

的干扰。
然后,在传统Sobel算法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方

向模板,利用四个方向模板进行准确定位,从而使得

对于纹理复杂的图像,也能得到完整的边缘梯度图。
接着进行边缘细化,对梯度图像进行边缘检测,

用得到的双线条边缘图像制作掩膜,并将掩膜覆盖

在梯度边缘图像上,即通过原始边缘图像与双线条

边缘图像相减,来进行细化。重复此细化步骤,将细

化后的边缘梯度图再次与其双线条图像相减,以完

成第二次细化。
最后,将经过两次细化的边缘梯度图利用Otsu

算法进行二值化,并利用数学形态中基于击中击不

中变换的细化来对图像进行全局处理,以消除因复

杂纹理产生的干扰像素点。

图3 改进边缘提取算法的技术路线图

Fig.3 Stepsofimprovededgedetectionalgorithm
 

2.2 方向模板的增加

由于传统的Sobel算子只有0°和90°两个方向

模板,只对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边缘有响应,可以满足

简单图像的边缘检测要求,为了能检测纹理更加复

杂的图像,需要增加Sobel算子的方向模板,如图4
所示,分别添加45°和135°两个方向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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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45°和135°的方向模板

Fig.4 Directiontemplatesat45°and135°
 

图像边缘在45°和135°的梯度分量分别为:

f45°= (x6+x8+2x9)-(2x1+x2+x4)(5)

f135°= (x2+2x3+x6)-(x4+2x7+x8)(6)

  最终所对应的图像上的点的梯度值为:

f≈|f0°|+|f45°|+|f90°|+|f135°| (7)

  该算法增加了两个方向模板,能检测出对角线

方向上的边缘,即可使算子在0°、45°、90°、135°四个

方向都有响应,使边缘定位更加准确,与传统Sobel
算子相比,可在不明显增加运算时间的前提下,提取

到更完整的边缘信息。

2.3 边缘的细化

在增加方向模板后的梯度图像中,边缘线条很

粗,为了得到效果更好的边缘图像,需要对线条进行

细化处理。
引起边缘线条过粗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在图像

的各个区域之间,边缘的梯度值变化在理想状态下

会形成阶跃,如图5(a)所示,而现实情况中,边缘的

梯度值变化并不是理想的,而是大多呈现一种屋顶

状,如图5(b)所示。可以将边缘及其附近的梯度值

分为暗部、灰部和亮部,真实边缘位于暗部处,灰部

则是边缘和非边缘之间的过渡部分,它会对边缘线

宽产生影响,使线条变粗。

图5 阶梯状边缘灰度变化

Fig.5 Stepedgegrayscalechange
 

其次,因为图像边缘两侧点的梯度值会在某一

方向产生变化,Sobel算子正是利用点的这种变化

来进行判断,所以在检测时,这些沿着真实边缘的连

续的点也会被识别为边缘,这就是伪边缘。伪边缘

位于真实边缘两侧,会使真实边缘变粗,如图6所

示。在增加45°和135°两个斜向模板后,这种现象

会更为明显。
在用边缘检测算子对图像进行检测得到的灰度

图像中,将检测结果的边缘轮廓线视为高灰度区域,

这个灰度区域同时包括伪边缘和真实边缘,若能对

这个区域进行收缩,即对线条的宽度进行缩减,就可

以实现边缘的细化。

图6 真实边缘和伪边缘

Fig.6 Realedgeandfalseedge
 

对边缘的细化如图7所示。用图7(a)与方向

模板卷积,假设得到边缘检测结果S1,如图7(b)所
示,S1 包括真实边缘和伪边缘。对S1 再进行一次

边缘检测,得到一副双线条的边缘图像,如7(c)所
示,设为S2。利用S2 作为掩膜,对S1 进行覆盖,因
为双线条所在区域和伪边缘重合,从S1 中去除S2
的高灰度区域,即用S1 减去S2,就可以减少线宽,
从而细化边缘,结果如图7(d)所示,设为S3。

图7 边缘的细化

Fig.7 Edgethinning
 

若对S3 重复细化步骤,即再次对其进行边缘检

测,并用双线条图像与S3 相减,可以将S3 中的边缘

进一步细化。理论上讲,可以对边缘进行多次细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连续进行边缘细化是以损失图

像细节为代价的,所以必须控制细化的次数,来保证

边缘图像的细节。

2.4 基于Otsu算法的图像分割

Otsu算法也称最大类间方差分割法或大津阈

值分割法。基本思想是根据阈值对像素进行划分,
通过划分使得到的目标类与背景类产生最佳的分离

性能,而此性能用类间方差来[7]表征。
对一幅图像,将其按照灰度级分为前景和背景,

设T 为前景与背景的分割阈值,前景点数占总图像

比例为w0,平均灰度值为u0;背景点数占总图像比

例为w1,平均灰度为u1,则图像的总平均灰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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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0×u0+w1×u1 (8)

  定义类间方差为:

σ2 = [w0×(u0-u)2+w1×(u1-u)2](9)

  从最小灰度值到最大灰度值遍历T[8],当T 使

得类间方差最大时,即为分割的最佳阈值。因类间

方差是灰度分布均匀性的一种度量,类间方差值越

大说明构成图像的两部分差别越大,当部分目标错

分为背景或部分背景错分为目标时,都会导致两部

分差别变小,因此,使类间方差最大的分割,意味着

错分概率最小。
直接应用式(9)会导致运算量增大,为了减少运

算量,在日常应用时,采用等价公式:

g=w0×w1×(u0-u1)2 (10)

  传统Sobel算子的缺点之一是并没有将图像的

主题与背景严格地区分开来,换言之,就是没有基于

图像灰度进行处理,由于Sobel算子并没有严格地

模拟人的视觉生理特征,所以提取的图像轮廓有时

并不能令人满意。而Otsu算法不受图像亮度和对

比度的影响,它通过阈值将前景和背景分离开来,很
好地克服了此缺点。

2.5 基于击中击不中变换的形态学处理

形态学上的击中击不中变换[9]是形状检测的基

本工具,若想在图像A 中找到B 形状的目标,首先

建立一个比B 大的模板X,使用此模板对图像A 进

行腐蚀,得到Set1。然后对模板 X 进行取反,并用

得到的新模板对图像A 的补集进行腐蚀,得到的图

像为Set2。最后使Set1 和Set2 取交集,得到的结果

就是B 的位置,即:

A*B= (AΘX)∩ [AcΘ(W -X)] (11)
式中,A*B 表示B 在A 中的匹配;Θ表示腐蚀运

算;Ac 是A 的补集;W 是模板X 的全集。
基于击中击不中变换的细化,可以通过结构元

素消除指定的匹配模式对象,从而改变物体的形状。
图8为形态学细化所用的结构元素。图中的结构元

素对于去除背景上的单像素孤立点以及边缘上的直

角对象非常有用。

图8 形态学细化所用的结构元素

Fig.8 Structureelementsofmorphologicalthinning
 

细化函数提取原始图像与其转换图像的交集,
其转换函数是通过击中击不中函数得到的。在二值

关系中,此操作是从原始图像中减去击中击不中变

换后图像得到的,设I为原始图像,hit·miss(I)为
经过变换后的图像,Thin(I)为最后得到的图像,等
同于对I和hit·miss(I)进行XOR 运算,即:

Thin(I)=I-hit·miss(I)=
XOR(I,hit·miss(I)) (12)

  图9为干扰点的消除。如图9(a)所示,图中因

人物帽子纹理的关系,产生了很多孤立且离散的干

扰点,对于以边缘提取为主要目的的操作,要尽量避

免此类干扰点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边缘

线条已经经过了两次细化,若对其进行先腐蚀再膨

胀的开运算来消除孤立干扰点,会将本来就很细的

边缘线条腐蚀掉,所以此种方法是不可行的,如图9
(b)所示。而对图像利用击中击不中变换进行细化

后,整体边缘并未受到影响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

消除了这些孤立的干扰像素点,如图9(c)所示。

图9 干扰点的消除

Fig.9 Eliminationofinterferencepoints
 

3 实 验

实验程序利用LabVIEW 和 MATLAB两种软

件进行混合编程,即通过LabVIEW中的MATLAB
script节点[10]对 MATLAB进行调用,达到处理图

片的目的。首先,选取三张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图像实验室中的标准图像作为图像来源,如图10所

示。对源图像进行平滑去噪和灰度化的预处理后,
利用四个方向模板对源图像进行卷积得到边缘梯度

图像,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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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源图像

Fig.10 Sourceimages
 

图11 边缘梯度图像

Fig.11 Imageedgegradient
 

梯度图像由于伪边缘的原因,存在着边缘线条

过粗的现象,需要对其进行细化。首先对梯度图像

进行边缘检测,得到双线条掩膜图像,如图12所示。
用掩膜对梯度图像进行覆盖,以去除梯度图像中的

伪边缘部分,两者进行相减,可以得到第一次细化后

的梯度图。若重复此过程,即对一次细化后的梯度

图进行边缘检测,并再次利用双线条掩膜进行覆盖,
可以得到二次细化后的梯度图。由图12可以看出,
和原梯度图(见图11)相比,经过两次细化后的梯度图

的边缘线条有了明显的细化,且保持了原图的细节。

图12 边缘细化过程

Fig.12 Edgethinningprocess
 

对细化后的梯度图像进行基于Otsu算法的二

值分割,并利用数学形态中基于击中击不中变换的

细化对图像进行全局处理,以去除背景上的单像素

孤立点,并平滑边缘,得到最终边缘图像,如图13所

示。将采用传统Sobel算法和改进后的边缘提取算

法的效果图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改进后的边缘提取

算法检测出了更多的边缘,在保持细节的前提下细

化了边缘,边缘提取质量整体提高。

图13 传统算法与改进算法效果对比

Fig.13 Comparisonbetweenthetraditionalalgorithm
andtheimprovedalgorithm

 

4 结 语

本文对传统Sobel算法存在的问题做出了分析

和改进。针对传统算法边缘定位不准确的问题,采
用增加两个斜向模板的方法来得到完整的边缘信

息。针对卷积后边缘梯度线条较粗的问题,采用双

线条掩膜图像进行覆盖的方法来细化边缘。针对纹

理复杂图像中存在干扰点的问题,采用数学形态中

基于击中击不中变换的细化对图像进行全局处理。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改进后的算法相较于传

统边缘提取算法,其细化效果有了显著提高。此算

法可以有效提高目标识别速度与正确率,因此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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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视觉、车牌识别、人脸识别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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