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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數位影像/視訊處理技術的蓬勃發展，使
得數位視訊監控系統在近幾年間迅速普及，但由於
一般影像成像元件普遍存在著感光動態範圍不足
的問題，以致造成在背光或光線不足情況而使攝取
畫面看起來昏暗不清，且一般監控攝影機因為成本
考量，普遍非使用寬動態範圍成像元件而造成攝取
影像有模糊現象。故為提供低成本而能有寬動態範
圍影像品質，本文提出一種應用於視訊畫面之寬動
態及影像銳化方法，主要包含 3 部份:計算色調映
射曲線、移動物切割、銳化，本文方法特徵是根據
輸入影像來設定映射曲線並事先產生資料表，之後
再對背景與前景(移動物)做不同的色調映射處理
及銳化處理，如此可大幅降低整體運算量以達即時
監控系統之畫面增強目的。
關鍵詞：視訊增強、寬動態範圍、移動物切割、
銳化、色調映射。

理的技術，但由於一般數位攝影機的感測器(CCD)
動態範圍(Dynamic Range)普遍低於人眼，所以會
造成像下圖 1、2 只要場景稍微昏暗或背光就會使
得畫面中的人物無法辨識，延伸到數位監控之中的
話，就會使得畫面中的一些重要的資訊辨識困難或
是根本無法辨識，現今有許多雖然有許多品質很好
的色調映射技術[1,2,4,7-12]，但大多數都太過於複
雜不利於應用於視訊之中，故本文提出一演算法結
合視訊的優勢以及利用查表法來達到節省運算量
的目的，並可以達到即時運算。

圖 1.場景昏暗示意圖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 of digital image/video
processing, the digital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ing and spread widely.
Due to lack of wide dynamic range (WDR) for image
sensors, the captured images always appear indistinct
in the backlighting or poor-light situations. For
providing low-cost and appearance with WDR,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for contrast enhancement
and sharpening in image sequences of the
surveillance system. The proposed method is
composed of calculation of tone mapping curve,
moving object segmentation, sharpening. The tone
mapping curve is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input
image and is stored in a look-up table. For reducing a
large amount of operations, both background and
foreground (moving object) have their respective
ways of tone mapping and sharpening in order to
achieve video enhancement in the real-time
surveillance system.
Keywords: Video enhancement, Wide dynamic range,
Moving-object segmentation, Sharpening, Tone
mapping

1. 前言
近年來隨著數位影像蓬勃發展，連帶使得數
位安全監控逐漸普及也方便導入許多數位影像處

圖 2.背光環境示意圖

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如下圖 3 所示，主要分為移動
估測、色調映射、銳化。

2.1 移動估測
首先輸入影像轉換成灰階影像，並將影像分
成 m*m 且不重疊的區塊，利用兩張影像之間的平
均絕對差值(Mean Absolute Difference)來決定區塊
間是否有變動，其公式如下式 1，若 m*m 區塊內
MAD 大於一門檻值則將整個區塊都視為移動物，
本文將 m 設定為 8，門檻值設為 10，結果如下圖
4(b)。
接下來再利用形態學填補不完全的移動物並
將移動物框選起來(結果如下圖 4(c)、4(d))。後續
影像增強部分，除了第一張影像全部增強之外，其
餘影像則只針對移動物進行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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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移動估測各階段結果圖;(a)輸入影像;(b)區塊
比對結果;(c)形態學處理結果;(d)所框選出的移動
物

2.2.色調映射
本文提出一個以兩條拋物線所組成的色調映
射曲線，可針對亮的區域以及暗的區域分開做處
理，其公式及參數設定如下。
首先決定起點(x1,y1)、中間點(x3,y3)及高度
(height)並帶入下列公式(3~8)解出 a、b 以及 c，再
將其代回公式 2 產生初始映射曲線如下圖 5，最後
利用座標旋轉(下式 9)將映射曲線調整回 0-255 之
間如(下圖 6)，公式內的高度(height)將會直接決定
增強的強度，但在不同的影像中所需要的增強的強
度不同，故使用下式 10(Pixelmax_count 為區間內總數
最多的像素)來動態調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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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化部分使用 Unsharp Masking[5]如下式
11(S 為銳化過後的影像，I 為輸入影像 為權重值，
E 為邊緣資訊)來對畫面進行銳化，由於監控攝影
機在昏暗環境之下會造成邊緣資訊過少的問題，故
在經過色調映射處理之後才進行銳化的動作，但增
強過後還是會出現邊緣資訊不足的問題(下圖
7(b))，故再使用標準差來動態調整取得邊緣的遮罩
(下式 12，t1 及 t2 為門檻值，本文分別設定為整張
影像標準差除以 10 以及整張影像標準差，local
stddev 為 3*3 視窗內標準差，結果圖如下圖 7(c))，
以及利用相像素周圍邊緣資訊的平均值來動態調
整權重值(下式 13，m 為視窗內像素總數，視窗大
小為 2n-1，本文 n 為 1，m 為 9)來達到自適應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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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初始映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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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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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結果
本研究以一般 CCD 攝影機以及手持式攝影
機拍攝之不同環境下之測試影片在 INTEL I7-4770
CPU 上執行本演算法進行增強如下圖 8(背光之環
境)、下圖 9(昏暗之環境)以及與不同方法比較執行
時間如下表 1。
由下圖 8 可以看出人物以及報紙上的文字在
增強後可以有效的辨識，圖 9 的人物則較為明顯，
兩張結果圖在經過銳化後也變得比較清晰。
在執行時間上(下表 1)可以看出優於其他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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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座標旋轉後映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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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系統流程圖

(a)

(b)

圖 7. (a)輸入影像；(b) 增強後使用固定遮罩取出
邊緣結果圖；(c)增強後並動態調整遮罩取得邊緣
資訊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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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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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圖 9.結果圖 2;(a)輸入影像;(b)色調映射後影像;(c)
色調映射後並銳化之影像
(c)
圖 8.結果圖 1;(a)輸入影像;(b)色調映射後影像;(c)
色調映射後並銳化之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