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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直线特征的检测是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的基本任务之一。主特征直线是图像中最显著而且被人们最

为关心的一些直线。本文提出了从图像中自动检测主特征直线的算法。首先利用图像分割算法分析得到图像的
特征边缘，然后用短线段逼近这些边缘像素，接着用动态聚类算法对这些线段进行聚类，并用直线拟合聚类中的线
段得到所有可能存在的直线，最后根据直线有效性度量找到其中有效性最高的直线就是主特征直线。最后本文给
出了主特征直线在图像自动修复和自动美学构图中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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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之前的对偶性，把图像空间中直线检测问题转换
０

引

言

为参数空间中点的检测问题，通过在参数空间进行
简单的累加统计完成检测任务。该算法的优点是抗

直线检测是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中最重要的

噪能力强，能在低信噪比下检测出直线，其缺点是由

任务之一。直线是图像的重要特征，直线特征提取

于是全搜索，计算量和存储量都很大。多年来研究

方法的研究对图像的理解、模式识别有重要的意义。

者致力于发展各种有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其中自

例如可以用于自动识别图像中直线特征明显的人造

适应Ｈｏｕｇｈ变换雎】、快速Ｈｏｕｇｈ变换旧１、多分辨率

目标（如河流、道路、桥梁等）。

Ｈｏｕｇｈ变换Ｈ巧１等利用多分辨率方法把图像分成一

直线检测的方法有很多，Ｈｏｕｇｈ变换是其中最

系列独立的子图像分别进行Ｈｏｕｇｈ变换从而实现

经典的算法。Ｈｏｕｇｈ变换…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点和

有效加速。而概率Ｈｏｕｇｈ变换峥。、随机Ｈｏｕｇ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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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８１等则在尽可能保证和标准Ｈｏｕｇｈ变换得到相

由于图像中可能存在的直线条数是不确定的，

同结果的前提下对原始边缘图像进行随机抽样从而

因此采用动态聚类方法，并且不固定聚类个数，而由

减少计算量实现加速。文献［９］则通过改进Ｈｏｕｇｈ

聚类过程来最终确定。基本检测算法如下：
１）随机选择一条线段，作为第一个聚类

变换的投票算法，对近似共线的点进行加权投票，实
现实时而精确的直线检测。另外一类直线检测的方

２）对每条线段，计算其到所有聚类中心的距

法是模糊聚类算法。基于聚类的直线检测方法近年

离，判断这些距离的最小值是否小于事先给定的阈

来发展很快。模糊聚类传统上用于检测紧的或具有

值，若是则将其归类至相应的聚类，否则新建一个只

球对称的形状，通过改变聚类元素并选择合适的相似

包含它的聚类。
３）对每个聚类，重新计算聚类中心。若某个聚

性度量，这类方法可用于检测其他形状。在文献
［１０］，［１１］中，对所有边界像素直接应用聚类过程得

类不包含任何线段则删除此聚类。
４）判断结果是否收敛，若聚类个数或某个聚类

到狭长的聚类，然后合并共线的相邻聚类并用直线拟

合整个聚类就得到了目标直线。文献［１２］“１４］则

内部成员有变化，则返回步骤１），否则退出。
在点聚类算法中，聚类中心一般取为聚类内所

先从图像中分析得到边缘线段，然后重复寻找共线的
两条线段合并成一条长线段，从而得到目标直线。

有元素的平均值，因此数据元素和聚类中心均为低

现有的直线检测算法试图检测图像中所有直

维或高维空间中的点，故元素和聚类中心的距离可

线，而不管直线的重要程度，然而许多实际应用中可

直接定义为空间中两点之间距离。然而在线段聚类

能只需要主特征直线，即图像中最重要的一条或几条

中，数据元素为线段，而聚类中心为目标直线。故需

直线。为此，提出了图像中主特征直线的检测算法，

要对线段到聚类中心的距离进行合理的定义，并给

并将此算法用于图像的自动修复和自动美学构图。

出相应计算聚类中心的方法。
最简单的，可以定义线段和直线的距离为线段

１

基于线段聚类的直线检测算法

中点到直线的距离，或者为两者之间夹角。明显这
两种定义都有缺陷，并且两者数量上无法统一，难以

和传统的直线检测算法一样，先从图像中检测

对两者进行适当组合得到较合理的定义。

边缘像素，然后从这些边缘像素中分析可能存在的

定义线段和直线的距离为线段上所有点到直线

直线。传统的边缘检测算法，例如Ｃａｎｎｙ算子¨引，

距离之和。即给定线段ＡＢ：Ｐ（ｔ）＝（茄（ｔ），Ｙ（ｔ）），

不能很好地找到所需要的边界点。虽然可以调整不

０≤ｔ≤Ｉ和直线Ｌ：ｘｓｉｎ

同参数得到不同的检测结果，但是如图ｌ所示，不同

０＋ｃ＝０，则

ｒＩ

ｄ（ＡＢ，Ｌ）＝Ｉ ｄ（ｐ（ｔ），￡）ｄｔ
Ｊ

参数或者导致检测出过多与目标直线无关的边缘，
或者导致一些构成目标直线的重要边缘丢失。

０＋ｙｃｏｓ

（１）

ｕ

式中，ｄ（ｐ（ｔ），Ｌ）表示点Ｐ（ｔ）到直线工的距离。例

注意到图像分割算法提供了很好的图像边缘，

如，在图３中，红色线段和蓝色直线之间距离为灰色

如图２所示。因此以图像分割后不同块之间的边界

区域面积。设线段两端点Ａ，Ｂ坐标分别为（菇。，，，。）、

像素为初始条件来进行直线检测，采用基于图的分

（茗２，Ｙ２），则

割算法¨引。当然图像分割结果也和参数选取有关

菇（ｔ）＝菇ｌ＋（菇２一茗１）ｔ

系，采用比较保守的参数，使得尽可能找到所有和目

Ｙ（ｔ）＝，，ｉ＋（，，２一ＹＩ）ｔ

标直线相关的边缘像素。得到这些边缘像素后，可
以直接对这些边缘点进行聚类，然而由于边缘像素

故有
ａ（ｐ（ｔ），￡）＝Ｉ菇（ｔ）ｓｉｎ ０＋），（１）ＣＯＳ

很可能比较多，所以点聚类过程会很慢，不易收敛。

名ｌｓｉｎ ０＋，，ＩＣＯＳ ０＋ｃ

边缘。得到短线段后，采用线段聚类的方法从所有
这些短线段中分析可能存在的直线。

万方数据

Ｉ

０＋

（２）

经过简单计算可得

Ｉ仰Ｊ（１ ｄ。Ｉ＋Ｉ ｄ：Ｉ）

近似这些边缘像素，近似结果如图２（ｂ）所示，从图
中可以看出图像分割算法确实提供了更好更相关的

Ｉ＝

Ｊ（茗２一算１）ｔｓｉｎ ０＋（Ｙ２－ｙ１）ｔｃｏｓ

注意到这些边界像素都是连续的，并且有很多相邻
像素位于同一直线，因此在直线检测前，先用短线段

０＋Ｃ

＿
２

ａ（ＡＳ，Ｌ）＝

Ｉ（ｄ２＋透）

玎啊丁了而
ＡＢ

ｄｌ·ｄ２≥０

ｄｌ·ｄ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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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对同一图像用不同参数进行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１的结果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ｎｎｙ

ｅｄ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８ａｎ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图２从图像中检测直线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ａｇｅ

其中，Ａ。曰；：ｐ；（ｔ）＝（菇；（ｔ），Ｙ；（ｔ））为聚类内第ｉ条线
段，而三为目标拟合直线。然而根据式（１）和式
（２），上述能量函数不能关于０和ｔ直接求导，因而
难于优化。因此修改目标函数为
．１

ｅｒｒ（Ｌ）＝∑ｆ。ｄ２（ｐ。（ｔ），Ｌ）ｄｔ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ｌｉｎｅ

ｄｌ＝菇ｌｓｉｎ ０＋Ｙ１ＣＯＳ ０＋ｃ
ｄ２＝Ｘ２ｓｉｎ ０＋，，２Ｃ０８ ０＋ｃ

可以看出只有当线段ＡＢ和直线Ｌ完全重合时，两
者之前距离ｄ（ＡＢ，Ｌ）才为０，因此上述定义是合理的。

（３）

根据ｅｒ４Ｌ）最小化条件，对式（３）关于０和ｔ求导可得：
０＝Ｋ１ ｓｉｎ２０＋Ｋ２ＣＯＳ２０＋Ｋ３ｓｉｎ ０

ｃ（Ｋ４ｓｉｎ ０＋ＫｓＣＯＳ日）
０＝Ｌｌ

ｓｉｎ

０一Ｌ２ＣＯＳ ０＋２ｃＬ３

ＣＯＳ

０＋

（４）
（５）

式中，Ｋ，…，毛和￡，，￡：，己，为关于聚类内线段端点坐

在步骤２）中，需要比较当前线段到所有聚类中

标的表达式，与０和ｔ均无关，故从上述两式容易计算

心距离的最小值和给定阈值的大小，然后再进行归

出０和ｔ，这样就完成了拟合过程。由于采用变化的聚

类，这是因为采用变化的聚类个数，二开始聚类数为

类个数，所以在迭代过程中有些聚类可能会不包含任

１，若不进行比较直接聚类将导致所有线段被聚为一

何线段，因此在步骤３）最后，将所有的空聚类删除。

类。这个阈值还会影响最终聚类个数，阈值越大则

聚类过程迭代结束，就得到了图像中的所有直

聚类数越小。一般取此阈值为１０，这是因为图像中

线，也就是所有聚类中心。例如在图２中，图２（ｃ）

相邻直线之前平均距离不小于此数值。

中紫色直线就是对图２（ｂ）中线段进行聚类最后得

在步骤３）中，计算聚类中心也就是用直线拟合
聚类内所有线段的过程。拟合直线应满足该聚类内

到的聚类中心，可以看出这些紫色直线绝大多数都
是图像上真实存在的直线。

所有线段到它的距离之和最小。因此，和从点集拟
合直线类似，通过最小化以下目标函数实现对线段

２直线有效性度量

集合的拟合：

ｅｒｒ（Ｌ）＝∑ｄ（Ａ…Ｂ工）＝∑ｆ。ｄ（ｐ；（ｆ），Ｌ）ｄｔ
万方数据

在很多实际应用中，事实上并不需要检测出图
像中所有直线。这些应用最关注的是主特征直线，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第１５卷

即图像中最重要的一条或几条直线，然而现有的直

效性之前，将ｇｒａｄ（Ｌ），ｌｅｎ（￡），ｅｒｒ（￡）和ｌｅｎ２（￡）均

线检测算法未曾考虑此问题。为此，提出了直线的

归一化至［０，１］区间。根据所有直线的有效性

有效性度量，然后根据有效性确定主特征直线。从

ｖａｌ（￡），可以从中确定出主特征直线，即ｖａｌ（￡）最大

以下几个因素考虑检测到的直线的有效性。

的几条。但是由于一般图像中主特征直线的条数并

直线附近区域梯度变化。设直线附近区域梯度

不确定，所以给出一个经验阈值ｖａｌ。（本文实验图像

的平均值为ｇｒａｄ（Ｌ），则ｇｒａｄ（Ｌ）越大有效度越高。

均取２．５），根据ｖａｌ（Ｌ）是否大于ｖａｌ。判断其是否为

例如图４（ａ）为图１（ａ）的梯度图，可以看出图中橘

主特征直线。表１列出了图２（ｃ）中总体有效性最

色区域像素灰度值的平均值很大，因此红色直线极

高的四条直线的各有效因素得分。

有可能是主特征直线。

表１图２（ｃ）中直线有效性分数

直线的有效拟合长度。有效拟合长度是指用于

Ｔａｂ．１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拟合当前直线的线段集合在直线上投影区间的长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Ｆｉｇ．２（ｅ）

表示线段Ａ；召；在当前直线￡上的投影。显然ｌｅｎ（工）
越大，则直线有效性越高。如图４（ｂ）所示，紫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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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为蓝色线段在绿色拟合直线上的投影，显然直线
①比②和③有效拟合长度更长，因此其有效性更高。
直线的拟合误差ｅｒｒ（Ｌ）。本文的线段聚类算法

３

实验结果

并不直接要求聚类内线段共线，因此有可能很多细
碎杂乱的短线段会聚成一类，但是实际上这些短线

为了验证新算法的性能，对大量图像进行了测

段并不属于同一条直线，例如图４（ｂ）中的直线②。

试。结果如图５（ｃ），图６和图７所示，其中彩色直

由于这些短线段和拟合直线之间夹角较大，由式

线为本文算法检测到的主特征直线，并按不同的有

（３）可知拟合误差一定比较大。因此ｅｒｒ（￡）越小，

效性进行着色，其中红、绿、蓝３条直线分别对应有

则有效性越高。

效性最高的３条，另外图６（ｂ）中白色像素为用短线

直线被图像画面所截长度ｌｅｎ２（Ｌ）。当直线特

段逼近图像分割边界的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给出

别接近图像边框时，例如图４（ｂ）中的直线③在图像

的有效性度量标准基本符合人眼视觉观察，检测结

画砸内的长度特别短，因此其有效性很低。

果是可以接受的。
在图５中，还与传统Ｈｏｕｇｈ变换进行了对比，图
５（ａ）和图５（ｂ）中直线分别为用Ｈｏｕｇｈ变换…和概
率Ｈｏｕｇｈ【６１变换检测得到的直线，同样分别用红、
绿、蓝３种颜色给Ｈｏｕｇｈ变换返回的前３条直线着
色。注意到图５（ａ）中最重要的３条直线都位于第２
条主特征直线附近，而图５（ｂ）中第２条直线完全
不对应任何主特征直线。而本文算法正确检测出

图４直线有效性度量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ｎｅｓ

了两条主特征直线，并且有效度量了每条直线的
正确性。

在确定任意直线的有效性时，必须综合考虑以

从所有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对直线斜率和

上因素。在本文实验中，采用下式作为直线有效性

连续性没有特别要求，可以检测出任意角度的主特

度量标准

征直线。主特征直线的确定及其重要性和人的主观

ｖａｌ（Ｌ）＝ｆｉｌ×ｇｒａｄ（Ｌ）＋口２×ｌｅｎ（￡）一ｆｉ３×
ｅｒｒ（Ｌ）＋口４×ｌｅｎ２（Ｌ）
其中，口。，…，ｆｉ。均为正数。对于不同类型图像，

感觉及具体应用有关。例如图７（ａ）中位于桥塔上
的蓝色和紫色两条直线的有效性和本文使用的阈值
ｖａｌ。非常接近，事实上也可以看成非主特征直线。

ｆｉｌ＇．一，口。可能稍有不同。根据对大量图像的实验结

而图７（ｂ）中旗杆所在直线由于有效拟合长度过短，

果，分别取口。＝２，口：＝２，口３＝２，口４＝１。在计算总有

所以被判断为非主特征直线，当然可以通过调整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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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移口ｚ。使结果更符合实际需要。图７（ａ）和７（ｂ）中

感的应用可以在直线有效性度量中增加直线斜率因

地平线都不是最重要的主特征直线，对于地平线敏

素从而使结果更符合实际应用的需要。

图５图１（ａ）直线检测结果及比较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ｎ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图６第２个例子
Ｆｉｇ．６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ｌｉｎ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图７更多检测结果
Ｆｉｇ．７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ｌｉｎ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图像修复技术被广泛地用于重建旧照片和移

４主特征直线的一些应用

除一些图片背景中不想要的物体。为了得到较好
的修复结果，需要指定关于待修复区域的结构特

主特征直线还可用于实现数码照片的自动构

征。例如在文献［１８］中，就是由用户手工指定一

图。直线是美学构图中最基本元素之一【１７ Ｊ，图像

些直线或曲线特征。利用本文算法，可以自动检

中的主特征直线往往位于画面的三分线或黄金分

测出主特征直线，从而使整个修复过程无须人工

割线附近。利用本文算法检测到主特征直线后，

交互自动完成。例如在图９中，图９（ｂ）为从原始

可以对原图进行裁剪来改变其在图像中的相对位

图片图９（ａ）中直接擦除南瓜得到的不完整图像，

置，从而使其更符合美学构图规则。例如在图８

先对图９（ｂ）进行主特征直线检测，得到重要的直

（ｂ）中，紫色直线为本文算法检测到的主特征直

线结构，如图９（ｃ）中紫色直线所示，然后根据这些

线。为了便于比较，将裁剪结果放大至和原图相

直线结构应用文献［１８］给出的修复算法，得到最

同尺寸。

终修复结果图９（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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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直线。实验结果表明新算法检测结果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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