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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光在水中的严重衰减和散射降低了水下相机的有效视场范围，使得单幅图像所包含的场景信

息有限，难以满足水下大尺度场景的应用需求。 针对该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图像增强的水下多

帧目标图像拼接融合方法。 利用图像模糊先验实现对水下图像的自适应增强，抑制水下图像的模糊

和颜色畸变；基于改进 ＳＵＲＦ 的特征点匹配方法实现了水下多帧目标图像特征点的提取与匹配；结合

渐入渐出的融合策略，实现了水下多帧目标图像的无缝拼接融合。 分别进行了水池和浅海试验，结果

表明所提方法在增加有效特征点匹配对数的同时提升了拼接的效果。

关　 键　 词：自适应图像增强；水下图像；图像拼接；ＳＵＲ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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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视觉信息已经被广泛用于陆、空机器人的

自主控制，如：自动驾驶、无人机目标跟踪等［１⁃２］。
然而，由于水下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光在水下的严重

衰减和散射，影响了水下相机的有效作用距离，使得

单幅水下图像存在有效视场小、目标场景信息少的

问题［３］，限制了视觉图像信息在无人水下潜水器

（ＵＵＶ）自主作业任务中的应用。 因此，研究有效的

水下多帧目标图像拼接融合方法，在不损失分辨率

的同时增加视野宽度，对实现基于视觉信息驱动的

ＵＵＶ 水下自主作业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像拼接融合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中研究的热点

内容之一，将具有相同部分特征或区域的多帧图像，
在不损失图像分辨率的前提下，拼接融合成一幅平

滑的、匹配准确的大尺度场景图像［４］。 近年来，基
于尺度不变特征变换的匹配算法（ＳＩＦＴ）、基于加速

稳健特征的匹配方法（ＳＵＲＦ）及其相关改进方法［５］

因具有旋转不变性、缩放不变性等优点被广泛应用

于拼接图像的特征点提取与匹配。 虽然这些方法对

空气中的图像能够获得很好的拼接融合效果，但由

于水下图像的大量特征被水体掩盖［６⁃８］，无法直接

采用上述方法提取足够多的有效特征点匹配对数来

实现水下图像的拼接融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
量的学者通过研究水下图像增强方法来提高水下图

像质量，增加有效的特征点匹配对数，以获得更好的

图像拼接效果，如：余俊［９］ 在传统滤波增强水下图

像的基础上，利用基于 ＳＩＦＴ 的特征点匹配方法实现

了不错的图像拼接融合效果；王昕平等［１０］ 采用多尺

度融合的方法增强水下图像，以提高水下图像的特

征点对数，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种改进的 ＳＩＦＴ 特征

匹配方法进行水下图像的拼接融合；Ｒａｕｔ 等［１１］ 在

ＳＩＦＴ 算法的基础上采用 Ｇａｂｏｒ 滤波器抑制水下图像

噪声，并采用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 距离进行关键特征点对的匹

配，实现了水下图像的拼接融合；姚博文［１２］ 在图像

预处理的基础上，在特征点处加入纹理特征，并利用

ＳＵＲＦ 算法和感知哈希算法实现对水下图像序列的

拼接融合。 虽然这些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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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图像的拼接融合，但对于模糊和颜色畸变严重

的水下图像的拼接融合效果不理想，存在应用场景

单一、计算复杂度高、特征点匹配对数少的不足。
为了实现更高效的水下图像拼接融合，本文提

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图像增强的水下多帧目标图像

拼接融合方法，在基于图像模糊的自适应水下图像

增强方法的基础上，利用改进的 ＳＵＲＦ 方法和渐入

渐出融合策略实现水下的拼接融合。 试验结果表

明，相比于当前的几种方法，本文所提的方法在有效

增加特征点匹配对数的同时提升了图像的拼接

质量。

１　 本文算法

为了增加图像拼接过程中特征点的有效匹配对

数，提高水下图像拼接质量，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自适

应图像增强的水下多帧目标图像拼接融合方法。 首

先，结合图像的模糊先验估计透射率，并利用交替方

向乘子法（ＡＤＭＭ）和自适应直方图方法抑制水下

图像的模糊与颜色畸变，实现了对水下图像的增强；
然后，提取增强后水下图像的 ＳＵＲＦ 特征点进行匹

配，并利用 ＲＡＮＳＡＣ 进一步提纯后计算仿射变换矩

阵；最后，采用渐入渐出融合策略抑制了拼接后的图

像存在缝隙明显、亮度差异较大的现象。 本文算法

流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本文算法流程图

１．１　 基于图像模糊的自适应水下图像增强方法

水下图像的清晰度与相机至目标的距离呈负相

关，距离越大，相机捕获的水下图像越模糊，由此，可
利用图像的模糊先验估计光在水下传播的透射率来

消除水下图像的模糊。 图像的模糊分量 Ｂ（ｘ，ｃ） 可

采用多尺度高斯环绕函数 Ｆ（ｕ，ｖ，ｃ） 进行估计，即

Ｂ（ｘ，ｃ） ＝ ∑
Ｎ

ｎ
ｗｎＩ（ｘ，ｃ）∗Ｆ（ｕ，ｖ，σｎ） （１）

式中： Ｉ（ｘ，ｃ） 为输入的初始水下图像；ｘ ＝ （ｕ，ｖ） 表

示像素点坐标；ｃ ∈ （Ｒ，Ｇ，Ｂ） 表示图像的某一颜色

通道；Ｎ 为选择的尺度数；σｎ 为相应尺度的权重系

数；∗ 表示卷积操作；相关参数通常可设置为：Ｎ ＝
３，ｗ１ ＝ ０．５，ｗ２ ＝ ０．４，ｗ３ ＝ ０．１，σ１ ＝ １５，σ２ ＝ ８０，σ３ ＝

２００。
结合基于模糊的透射率估计模型，可得

ｔ（ｘ，ｃ） ＝ （Ｉ（ｘ，ｃ） － Ａ） ／ ｋ（ｘ，ｃ） （２）
式中： ｋ（ｘ，ｃ）＝ （Ｉ（ｘ，ｃ） － Ａ·Ｂ（ｘ，ｃ）） ／ Ｂ（ｘ，ｃ） 是与

图像模糊分量相关的系数矩阵；Ａ 为背景光值，采用

基于暗通道先验的方法进行估计。
当得到透射率后，利用 Ｊａｆｆ⁃ＭｃＧｌａｍｅｒｙ 成像模

型即可获得去模糊后的水下图像 Ｊ（ｘ，ｃ） ，函数表达

式为

Ｊ（ｘ，ｃ） ＝ （ Ｉ（ｘ，ｃ） － Ａ） ／ ｍａｘ（ ｔ（ｘ，ｃ），δ） ＋ Ａ
（３）

式中， δ ＝ ０．０１为 ｔ（ｘ，０） 的下边界，防止当 ｔ（ｘ，ｃ） →
０ 时 Ｊ（ｘ，ｃ） → ∞。

·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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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去模糊后的水下图像仍旧存在的颜色畸变

和亮度不均匀问题，首先将去模糊后的水下图像转

换到 Ｌａｂ 颜色空间，以 Ｌ 分量作为初始光照分量Ｓ

(

，
构建优化函数方程，如（４） 式所示。

ｍｉｎ‖ Ｓ

(

－ Ｓ‖２
Ｆ ＋ β‖Ｗ·∇Ｓ‖１ （４）

式中， β 是系数（默认值取 ０．０９），Ｗ ＝ １ ／ （∇Ｓ ＋ γ）
是权重矩阵，γ ＝ ０．００１ 表示 ∇Ｓ 的下边界，防止当

∇Ｓ→０时Ｗ→∞；∇Ｓ是Ｓ的一阶导数。 以∇Ｓ ＝Ｚ
作为约束，（４） 式可以写成增广拉格朗日的形式

Ｔ ＝ ‖ Ｓ

(

－ Ｓ‖２
Ｆ ＋ β‖Ｗ·Ｚ‖１ －

　 ｋ（∇Ｓ － Ｚ） ＋ ρ‖∇Ｓ － Ｚ‖２
Ｆ （５）

式中： ｋ 为增广拉格朗日乘子；ρ 为增广拉格朗日参

数，且 ρ ＞ ０；通过构建迭代函数，采用 ＡＤＭＭ 求解

光照分量的优化结果 Ｓ ，迭代函数如（６）式所示。
Ｓｉ ＋１ ＝ ａｒｇ ｍｉｎ

Ｓ
Ｔ（ρ，Ｓ，Ｚ ｉ，ｋｉ）

Ｚ ｉ ＋１ ＝ ａｒｇ ｍｉｎ
Ｚ
Ｔ（ρ，Ｓｉ ＋１，Ｚ，ｋｉ）

ｋｉ ＋１ ＝ ｋｉ ＋ ρ（∇Ｓｉ ＋１ － Ｚ ｉ ＋１）

‖∇Ｓｉ ＋１ － Ｚ ｉ ＋１‖Ｆ ≤ ε‖ Ｓ

(

‖Ｆ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６）

式中， ε 为 迭 代 终 止 条 件 的 常 系 数， 一 般

取ε ≤１０ －４。
通过对清晰图像的统计分析发现，Ｌａｂ 颜色空

间中的 ａ，ｂ 分量的直方图大多分布在零值附近，即
可采用自适应直方图方法重新调整 ａ，ｂ 分量的直方

图分布，函数表达式如（７）式所示。
ａ∗ ＝ ａ － ａ
ｂ∗ ＝ ｂ － ｂ{ （７）

式中： ａ，ｂ分别为 ａ，ｂ分量的均值；ａ∗，ｂ∗ 分别为 ａ，
ｂ 调整后的分量值。

图 ２　 有 ／ 无颜色校正后的对比结果

　 　 然后，再将 Ｓ，ａ∗，ｂ∗ 转换到 ＲＧＢ 颜色空间即

可获得整体增强后的水下图像。 有 ／无颜色校正后

的结果如图 ２ 所示。 由对比结果可知，颜色校正后

的增强结果具有更好的效果。
１．２　 基于 ＳＵＲＦ 的水下图像特征点匹配

ＳＵＲＦ 算法是一种基于 ＳＩＦＴ 的改进方法，在保

留 ＳＩＦＴ 的旋转不变性、尺度缩放不变性、亮度变化

不变性等基础上，改进了对特征的提取和描述方式，
提高了算法的计算效率和鲁棒性。 ＳＵＲＦ 算法基本

流程主要包括：生成 Ｈｅｓｓｉａｎ 矩阵为特征点的提取

提供稳定的边缘特征点，利用盒式滤波器构建多尺

度空间金字塔，特征点定位，利用 Ｈａｒｒ 小波变换为

特征点方向分配，生成特征点描述子和特征点匹配。
在特征点匹配过程中，ＳＵＲＦ 算法通常采用欧

氏距离计算 ２ 个特征点描述子之间的匹配度，距离

越短，表示 ２ 个特征点的匹配度越高。 然而，仅采用

欧氏距离作为匹配度指标存在误匹配率较高的问

题。 针对该问题，考虑到特征点描述子是一个高维

向量的特点，本文采用两特征点之间的余弦距离作

为约束来降低匹配误差，这是由于余弦距离可以很

好地衡量 ２ 个特征点的描述子方向的差异。 余弦距

离的表达式如（８）式所示。

ｃｏｓθ ＝
∑

ｎ

ｋ ＝ １
ｘ１ｋｘ２ｋ

∑
ｎ

ｋ ＝ １
ｘ２
１ｋ ∑

ｎ

ｋ ＝ １
ｘ２
２ｋ

（８）

式中： ｘ１ｋ，ｘ２ｋ 分别为 ２ 个特征点的特征描述子；ｎ 表

示特征描述子的向量维数，取 ｎ ＝ ６４。 余弦值越大

表示两特征描述子的方向差异越小。
然后，采用欧氏距离进行关键点的粗匹配，最

后，在粗匹配的基础上，利用 ＲＡＮＳＡＣ 算法对匹配

点进行提纯以剔除误匹配点。
１．３　 渐入渐出融合策略

利用特征点匹配对计算出仿射变换矩阵后即可

实现多帧图像的拼接任务，然而，此时的拼接结果存

在缝隙明显、亮度差异较大的问题。 为了获得一幅

平滑的大尺度场景图像，采用渐入渐出的融合策略

来抑制拼接处缝隙明显、亮度差异较大的现象。
渐入渐出融合是一种加权平均的融合策略，是

对待融合图像重叠区域的像素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

来抑制曝光差异和拼接缝隙，函数表达式如（９）式

所示。

·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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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ｕ，ｖ） ＝
Ｉ１（ｕ，ｖ） （ｕ，ｖ） ∈ Ｉ１
ｗ１Ｉ１（ｕ，ｖ） ＋ ｗ２Ｉ２（ｕ，ｖ）　 （ｕ，ｖ） ∈ Ｉ１ ∩ Ｉ２
Ｉ２（ｕ，ｖ） （ｕ，ｖ） ∈ Ｉ２

ì

î

í

ï
ï

ïï

（９）

式中： Ｉ１（ｕ，ｖ），Ｉ２（ｕ，ｖ） 分别为 ２ 幅待融合的图像；
Ｉ（ｕ，ｖ） 为融合后的图像；ｗ１ 和 ｗ２ 为权重系数，ｗ１，
ｗ２ ∈［０，１］ 且 ｗ１ ＋ ｗ２ ＝ １。 有 ／ 无渐入渐出融合策

略的拼接结果如图 ３ 所示。 由对比结果可知，采用

渐入渐出融合策略能够很好地解决拼接后的图像缝

隙明显、亮度差异较大的问题。

图 ３　 有 ／无渐入渐出的融合策略的拼接结果

２　 试验结果与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分别从 ３ 个

方面进行了对比试验：①增强前后图像拼接融合结

果对比；②与当前几种水下图像拼接融合方法的对

比；③多帧目标图像拼接融合的水池试验。
２．１　 增强前后图像拼接融合结果对比

采用来自某研究所深水池的两相关帧图像进行

对比试验，对比分析利用本文所提方法增强前后水

下图像拼接融合的效果，对比结果如图 ４ 所示。
从图 ４ 可知，原始水下图像虽然颜色畸变严重，

但仍能检测出 ４ 个特征点，说明 ＳＵＲＦ 算法鲁棒性

较强。 然而，成功匹配的特征点对数却是 ０ 对，无法

图 ４　 无 ／有图像增强后水下图像拼接融合结果

实现后续的拼接融合。 利用本文所提方法增强后的

水下图像检测到 ７４ 个特征点，匹配成功 １４ 对，最终

获得较为平滑的拼接融合结果，这表明本文所提方

法能够有效增加特征点匹配对数，并能实现较好的

水下图像拼接融合效果。
２．２　 与当前几种方法的对比试验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先进性，将所提方法

与方法 １［１０］、方法 ２［９］和方法 ３［１１］进行比较，并采用

图像信息熵 （γ） 和峰值信噪比（β） 作为评价指标

对增强后的结果和拼接融合后的结果进行客观分

析。 对比试验采用 ２ 组不同水域的图像，其中：第一

组采用的图像来自某竞赛数据集（见图 ５）；第二组

采用的图像来自某研究所深水池（见图 ６）。
由图 ５ 可知，方法 １ 和方法 ２ 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水下图像质量，但方法 １ 仍存在模糊问题，方
法 ２ 获得的结果呈蓝色调，存在颜色畸变；方法 ３ 的

整体增强效果比较差，虽然能微弱地抑制颜色畸变，
但模糊问题更加突出；本文所提方法在抑制模糊和

颜色畸变方面均表现出较好的效果，并且具有最好

的评价指标值，这表明本文所提的基于图像模糊的

自适应水下图像增强方法具有比较理想的效果。 另

外，利用本文方法在实现拼接融合过程中，增加了提

取的特征点个数及有效的特征点匹配对数，最后获

得的拼接融合结果具有更高的图像质量。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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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第一组图像增强及拼接融合对比结果（红色标记数据代表了最优的结果）

图 ６　 第二组图像增强及拼接融合对比结果（红色标记数据代表了最优的结果，×表示无特征点提取 ／拼接融合结果）

　 　 由图 ６ 可知，除本文方法外，另外 ３ 种对比方法

均无法实现对该场景下目标图像的拼接融合，这是

由于相比于第一组试验场景，该组试验使用的图像

采集于更深的水域，图像的模糊和颜色畸变问题更

突出，对于图像增强方法的性能、泛化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方法 １ 虽然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图像质

量，但该算法对光照的不均匀性敏感，导致增强后的

结果不理想，仅能获得 ２ 对有效特征点匹配对，无法

实现该场景下的拼接；相比于方法 ３，方法 ２ 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水下图像的模糊，但增强后的图像

仍无法获得足够的有效特征点匹配对数（仅 １ 对），
无法实现该场景下的拼接；本文方法能够有效地提

高图像质量，具有稳定的图像增强效果，同时从增强

后的图像中成功匹配了 ２１ 对有效特征点，实现了该

场景下高质量的图像拼接融合效果。

·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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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多帧目标图像拼接融合的水池试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在多帧目标图像拼接

融合过程中的有效性，通过布置水池试验环境，完成

了对算法性能的验证。
水下相机性能及设定参数：高清水下网络相机

（型号： ＧＤＳＫ⁃ＦＥＨＤ⁃ＣＡＭ），图像分辨率： １ ９２０ ×
１ ０８０，帧频设置：１０ ｆｒａｍｅ ／ ｓ，视频采集时间：２０ ｓ。
按照间隔为 ４０ ｆｒａｍｅ ／ ｓ 时提取 １ 幅图像作为关键

帧，共提取 ５ 帧图像作为关键帧用来进行图像拼接

融合。 拼接融合结果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多帧水下目标图像拼接融合结果

　 　 从图 ７ 可知，本文所提出的基于自适应图像增

强的水下多帧目标图像拼接融合方法，能实现对水

下多帧目标图像的特征点提取与匹配，拼接融合后

的图像能有效抑制亮度差异和拼接缝隙，可弥补单

幅水下图像存在有效视场小、目标场景信息少的

缺点。

３　 结　 论

针对水下图像拼接融合过程，有效特征点匹配

对数不足和拼接融合图像质量低的问题，提出了一

种基于自适应图像增强的水下多帧目标图像拼接融

合方法。 该算法利用图像模糊先验获得去模糊的水

下图像，然后将去模糊后的图像转换到 Ｌａｂ 颜色空

间，并分别利用 ＡＤＭＭ 和自适应直方图方法校正 Ｌ
分量和 ａ，ｂ 分量来抑制水下图像的颜色畸变，获得

最终增强后的清晰图像；在此基础上，将余弦距离作

为约束条件引入 ＳＵＲＦ 算法，降低了匹配误差；最后

采用渐入渐出融合策略实现了高质量的水下图像拼

接融合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几种算法，
本文提出的方法在有效地提高水下图像的质量的同

时，增加了有效特征点匹配对数，提升了拼接效果。

参考文献：

［１］　 ＲＡＯ Ｙ， ＹＡＮＧ 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ａｔｈ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ｉｌｏ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９， ５（３４）： １⁃１５

［２］　 ＷＡＮＧ Ｓ， ＪＩＡＮＧ Ｆ， ＺＨＡＮＧ Ｂ，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ＡＶ⁃Ｂａｓ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９， ２１（８）： ３４０９⁃３４２２

［３］ 　 ＰＡＵＬ Ｓ， ＤＵＲＧＡＭ Ｕ Ｋ， ＰＡＴＩ Ｕ 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８： １２３⁃１２９

［４］　 唐松奇．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水下图像增强与拼接方法研究［Ｄ］．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 ２０２０
ＴＡＮＧ Ｓｏｎｇｑ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Ｄ］．
Ｈａｒｂｉｎ： Ｈａｒｂ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ＲＵＢＬＥＥ Ｅ， ＲＡＢＡＵＤ Ｖ， ＫＯＮＯＬＩＧＥ Ｋ， ｅｔ ａｌ． ＯＲＢ：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ＩＦＴ ｏｒ ＳＵＲＦ［Ｃ］∥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２５６４⁃２５７１

［６］ 　 ＺＨＵＯ Ｌｉ， ＨＵ Ｘｉａｏｃｈｅｎ， ＬＩ Ｊｉａｆｅｎｇ．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ｌｏｗ⁃ｌｉｇｈ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２８（２）： ３１６⁃３２４

［７］　 ＺＨＡＮＧ Ｗ Ｂ， ＬＩＵ Ｗ Ｄ， ＬＩ Ｌ， 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ｏｌ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ｈａｚ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Ｊ］． Ｓｉｇ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２２， １６（４）： １００３⁃１０１０

［８］　 ＬＩ Ｌ， ＷＡＮＧ Ｒ， ＷＡＮＧ Ｗ， ｅｔ ａｌ． Ａ ｌｏｗ⁃ｌｉｇｈｔ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Ｃ］∥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Ｑｕｅｂｅｃ Ｃ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３７３０⁃３７３４

［９］　 余俊． 基于 ＳＩＦＴ 的水下图像拼接算法研究［Ｄ］． 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２０２０
ＹＵ Ｊｕ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 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ＦＴ［Ｄ］．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２００１·



第 ５ 期 张文博，等：基于自适应图像增强的水下多帧目标图像拼接融合方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１０］ 王昕平， 张森林， 刘妹琴， 等． 基于多尺度图像融合和 ＳＩＦＴ 特征的水下图像拼接研究［Ｊ］．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２０２１，３８

（５）： ２１３⁃２１７，２３０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ｅｎｌｉｎ， ＬＩＵ Ｍｅｉｑｉ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 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Ｆ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２１， ３８（５）： ２１３⁃２１７，２３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ＲＡＵＴ Ｓ， ＰＡＴＩ Ｕ Ｃ．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ＩＦ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２０１７ ２ｎｄ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 １２３７⁃１２４１

［１２］ 姚博文． 面向 ＡＵＶ 应用的水下图像清晰化处理和拼接技术的研究［Ｄ］． 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９
ＹＡＯ Ｂｏｗ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 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ＵＶ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ｍ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ｓａ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ｂｏ１， ＬＩＵ Ｗｅｉｄｏｎｇ１， ＬＩ Ｌｅ１， ＬＩ Ｊｉｙｕ１， ＬＩ Ｙａｎｌｉ１， ＪＩＡＯ Ｈｕｉｆｅ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ａｎｎ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ｐ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ｕｘｉ ２１４０８２， Ｃｈｉｎａ

æ

è
ç

ö

ø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ｃａｍｅｒａ，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ｓｃｅｎｅ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ｍ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ｓａ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ｂｌｕｒ ｐｒｉｏｒ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ｂｌｕｒ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ｕｒ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
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ＵＲＦ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ｍ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ｍ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ｌ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ｔ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 ｉｍａｇ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ＳＵＲＦ

引用格式：张文博， 刘卫东， 李乐， 等． 基于自适应图像增强的水下多帧目标图像拼接融合方法［ Ｊ］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４０（５）： ９９７⁃１００３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ｂｏ， ＬＩＵ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ＬＩ Ｌｅ， 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ｍ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ｓａ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２， ４０（５）： ９９７⁃１００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２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ｈｔｔｐ： ／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ｒｇ ／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 ｂｙ ／ ４．０），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３０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