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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水下机器人的视觉增强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改进暗通道优先（IDCP）的图像增强算法对
单目视觉图像进行预处理．首先对水下图像的色偏与雾化等现象进行退化建模，然后通过计算亮暗通道的视差来
获取图像的景深信息，以精确估计水体的背景颜色，同时计算得到相应的透射图．在此基础上，采取自适应比例
因子选择策略对透射图进行后处理以得到具有更高对比度的图像恢复效果．此外，进一步采用颜色校正方法以去
除残余色偏，并提高图像的整体亮度．针对水下多场景的实验结果表明，与常规方法相比，本文的 IDCP 方法能够
在纠正色偏的前提下实现具有更高清晰度和亮度的视觉增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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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water Robot Visual Enhancements Based on the Improved DCP Algorithm
TANG Zhongqiang1 ，ZHOU Bo1 ，DAI Xianzhong1 ，GU Haitao2
(1. Key Laboratory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of CSE, School of Autom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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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sual enhancement problem of underwater robots is studied, and an image enhancement algorithm based on
the improved dark channel prior (IDCP)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preprocess monocular vision images. Firstly, a degradation
model of underwater image color slants and atomization phenomenon is developed. Then, the image of depth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through calculating the parallax between the brightness channel and the darkness channel to estimate the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water accurately, and the corresponding transmission diagram is computed meanwhile. On this basis, the adaptive
scaling factor selection strategy is adopted to postprocess the transmission diagram for the higher contrast image restoration
effect. In addition, the color correction method is taken to remove residual color slant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brightness
of the image. The experiment results in multiple underwater scenes show that the IDCP method can remove color slants and
achieve visual enhancement with better resolution and brightness than the conventional ones.
Keywords: underwater robot; visual enhancement; image restoration; dark channel prior; color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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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象．此外，水对不同波长的光的吸收能力不同，水

随着海洋的开发，水下机器人技术的研究成为

下图像会产生色偏．面对水体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当今时代的热点与趋势．目前，水下机器人广泛应

图像增强是开发水下机器人的必要前提．

用于水下管道检查、船体检修、水下娱乐、水下考

传 统 的 图 像 增 强 算 法 有： 直 方 图 均 衡 化 [4]

古和科研考察等领域． 有研究人员针对观测型水

（histogram equalization，HE）
，对比度限制的自适

．水下机器人主要的环境感

应 直 方 图 均 衡 化 [5] （contrast limited adaptive his-

知手段是图像，但是水体对光会产生散射与吸收

togram equalization，CLAHE）
，基于概率的方法 [6]

的效应，导致水下图像出现严重的弱化现象 [3] ，从

（probability-based method，PB）
．这些算法对于一般

而严重影响了水下机器人作业任务的顺利开展．水

图像的增强很有效，但是对于水下环境，它们会使

体的散射效应会导致水下图像的对比度下降，即产

增强后的图像失真，增强效果不能满足实际要求．
目前已有一些基于颜色恒常理论 [7] 的水下图
像增强方法． 这种算法指出物体的颜色是由物体

下机器人进行研究

[1-2]

生类似雾化的现象．吸收效应会使水下图像的亮度
下降，当处于深水区时，甚至会出现完全漆黑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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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波、中波和短波光线的反射能力决定的，而不
是由反射光强度的绝对值决定的，且物体的色彩
不受光照非均匀性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其常用于
图像的去雾或者光照不足条件下的图像增强． 一
些研究人员将 Retinex 算法应用于水下图像的增强，
如 Zhuang [8] 等将 Retinex 算法应用于水下图像的增
强，Zhang 等 [9] 利用多尺度 Retinex 算法增强水下
图像．
还有一些基于暗通道优先算法（DCP）的水下
图像增强技术．DCP 算法由 He [10-11] 提出，采用简
单的雾化模型，具有优异的去雾效果，获得了广泛
的应用．但直接将 DCP 算法应用于水下图像，并
不能获得很好的增强效果． 一些改进的算法被提
出，如 Li 等 [12] 将对比度增强与 DCP 算法混合，用
于水下图像的增强；Chiang 等 [13] 将波长补偿的方
式与 DCP 相结合（wavelength compensation and image dehazing method，WCID）增强水下图像；Han
等 [14] 采用了 DCP 算法与颜色校正相结合的方式．
以上方法中，基于颜色恒常理论的水下图像增
强算法在处理亮度较暗的水下图像时可以取得较好
的效果；但是对于比较明亮的水下环境，其常导致
过度增强的现象．传统的 DCP 算法原先是应用于
图像去雾领域，但是将其应用于水下图像增强时，
几乎没有增强的效果．而其他基于 DCP 算法的水
下图像增强则不能兼顾增强效果与处理的实时性．
如 WCID 算法，其水下增强效果很好，但是处理时
间过长，无法应用于水下机器人的图像处理．
面对复杂的水下环境对图像的干扰，本文提出
了一种改进的暗通道优先图像增强算法．首先对水
下图像建立退化模型，通过亮暗通道的视差得到景
深图，来更加准确地估计水体背景颜色．同时计算
得到相应的透射图，选取自适应比例因子提高图像
的增强效果．最后，采用颜色校正算法去除剩余的
色偏，并调整图像亮度．实验证明，本文算法可以
在流畅观看的条件下，保证水下图像的增强效果．

2

2.1

水下环境对图像质量的影响（Underwater environment influence on image quality）
水下环境的特点

水体中有效的光学成分有溶解物和颗粒物．溶
解物包括水中溶解的无机盐和有机溶解物；颗粒物
包括各种悬浮的无机矿物颗粒、浮游生物和有机碎
屑等．水体中的光学成分对光的主要作用是散射效
应与吸收效应 [15-16]．这 2 种效应严重影响了水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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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质量，给机器人任务的完成带来了严重干扰．
从形成原因方面看，水下图像质量的下降由 2
部分构成，一个是水体的散射与吸收，另一个是水
中悬浮物的散射与吸收．其中水体的吸收作用是在
可见光的波长范围内，光的波长越长，水对光的吸
收能力越强 [17] ，如图 1 所示．

0 m, 0°
10 m, 33°
20 m, 66°
30 m, 99°
40 m, 132°
50 m, 165°
60 m, 198°
70 m, 231°
80 m, 264°
90 m, 297°
100 m, 330°
图 1 水体对光的吸收能力
Fig.1 The light absorption ability of water

从图 1 可见，即使是纯净的水质，光线的衰减
也十分明显．当水深还不到 10 m 时，红光就衰减
为 0，而蓝光传播距离最长．这导致水下图像颜色
整体偏蓝，即色偏现象．
此外，悬浮物中的浮游生物对可见光具有强烈
的吸收作用 [18-19]． 研究表明，浮游生物对波长为
440 nm 和 675 nm 附近的光具有明显的吸收作用，
而对 550 nm ～ 650 nm 的光的吸收能力较弱．随着
浮游生物内叶绿素浓度的增长，蓝光与红光吸收系
数的比值减小，即叶绿素对蓝光的吸收能力更强．
这会导致水下图像整体颜色偏绿．

(a) ≤փᮓሴമ

(b) ⎞⑨⭏⢙ᮓሴമ

图 2 水下图像的弱化现象
Fig.2 The weakening of underwater image

图 2 是常见的 2 种水下图像弱化现象，图 2(a)
主要是水体的散射与吸收造成图像的整体偏蓝与雾
化，图 2(b) 主要是浮游生物的散射与吸收造成图像
整体偏绿与雾化．综合来看，水下环境的散射与吸
收效应对图像的影响有：色偏、对比度下降与亮度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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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CP 算法在处理水下图像时的局限
暗通道优先（DCP）算法是目前一种简单、高
效的图像去雾算法，由 He 于 2009 年提出，其将
注意力放在无雾化图像的统计特征上． 在无雾化
的图像中，每个局部区域都很可能是阴影或者是纯
色的．因此，每个区域都很有可能存在至少一个颜
色通道的值很低，文中称之为暗通道．如果图像中
存在雾，由于雾是灰白色的，其各个通道的值都较
高，在暗通道图像中的值也很高，故可以通过暗通
道图像中灰白的程度估计雾的浓度，以此进行去雾
处理．由于其简单的雾化模型和优异的去雾效果，
该算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首先，DCP 算法构建了图像退化模型． 传统
DCP 算法中，估计大气背景颜色时采用的是暗通道
图像，暗通道来源于非雾化图像，总存在至少 1 个
颜色通道具有很低的值．暗通道的定义如下：
(
)
dark
c
J (xx) = min
min J (yy)
(1)
y ∈Ω (xx)

c∈{r,g,b}

其中，J dark (xx) 表示暗通道图像，这是一个单通道图
像，图像的值都是标量，xx = (x, y)T 表示图像中的
像素坐标向量，其中 x 和 y 是像素坐标值，J c (yy) 表
示原图像中每个通道的图像，其值也是标量，c 表
示图像 RGB 的 3 个通道，Ω (xx) 表示以像素 x 为中
心的一个窗口，yy = (x, y)T 表示小窗口 Ω (xx) 中的像
素坐标向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暗通道与图 4
中“最暗的通道”不是一个概念，暗通道图像如上
所述，是某像素邻域中所有像素的 3 个通道亮度值
的最小值组成的图像，其获取是以像素为单位．而
最暗的通道是指原图像 RGB 3 个通道中均值最低的
通道图像，其获取是以整幅图像为单位．最暗通道
图像定义如下：
J d (xx) = min mean (J c (xx))
c∈{r,g,b}

(2)

其中，J d (xx) 表示最暗通道的图像，c 表示图像的各
个通道，xx 表示像素的坐标向量．
在各个通道中获取最小值，得到暗通道图像，
暗通道图像中最明亮的部分对应原图中远处大气的
部分，通过原图像估计出大气背景颜色．同时，根
据暗通道图像和估计的大气背景颜色得到透射图．
最后根据图像退化模型，恢复得到增强后的图像．
由于水下环境存在着散射与吸收效应，图像整
体偏蓝色或者绿色．如果对水下图像直接进行 DCP
算法增强，则除了蓝通道或者绿通道的值比较大，
其他通道的值会很低，即暗通道图像几乎为 0，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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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b) 所示．这样就无法再现雾化的景深效应，故
无法对水下图像进行增强．水下图像直接提取暗通
道如图 3 所示．

(a) ≤лമۿ
Fig.3

(b) ᳇䙊䚃മۿ

图 3 水下图像与暗通道图像
Underwater image and dark channe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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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算法框图
Fig.4 Block diagram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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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暗通道的景深现象不明显，导致图像透射
率的估计不准确，故无法有效地进行增强．为了使
DCP 算法可以应用于水下环境，本文对 DCP 算法
进行改进，使其可以处理水下图像的增强．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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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差异就越大．故可以采用此方式得到水下图像
的景深图，如图 5 所示．

改 进 DCP 算 法（Improved DCP algorithm）
算法框图

针对传统 DCP 算法在水下图像增强方面的局
限性，本文通过亮暗通道的差值得到景深图，在此
基础上更加准确地估计水体背景颜色；同时，对景
深图取反，得到透射图，并选取一个自适应的因子
调整透射图．最后，利用颜色校正，去除残余的色
偏，并调整亮度．算法框图如图 4 所示．
3.2 水下增强模型与景深图的获取
水下环境主要存在 2 种图像退化的现象，一个
是对比度的降低，另一个是色偏的产生．针对这 2
种退化现象，本文采用 DCP 算法的雾化模型．
I (xx) = J (xx)t(xx) + A (1 − t (xx))

(3)

其中，II (xx) 为原图像，JJ (xx) 为增强后的图像，由于
这里的图像是 3 通道的图像，故其值为向量，即
I (xx) = (rx , gx , bx )T ，其表示图像在像素 x 下的值，同
理 J (xx) 的值也是向量．t(xx) 为透射率，xx = (x, y)T
表示图像中的像素坐标向量，其中 x 和 y 是像素坐
A 为水体背景颜色估计，A
A = (r, g, b)T 是一个
标值，A
向量，其中 r、g 和 b 分别为图像 3 个通道的值．水
下图像的退化与空气中图像的退化具有相似性．
但是，传统 DCP 算法在水下环境应用的局限
是由于暗通道图像的景深效果不明显，无法准确地
估计水体的环境颜色 A ；同时，水下环境的透射率
估计不准确，无法有效地对水下图像进行增强．
针对暗通道图像景深效果不明显的情况，本文
定义的景深图像为
J depth (xx) = (Imax (xx) − Imin (xx)) /255

(4)

其中，J depth (xx) 表示景深图像，这是一个单通道图
像，Imax (xx) 表示 RGB 3 个通道中均值最大的通道图
像，Imin (xx) 表示 RGB 3 个通道中均值最小的通道，
由于 Imax (xx) 和 Imin (xx) 都是单通道图像，故其值都是
标量，xx 表示图像的像素．除以 255，是为了将景
深图像的值映射到 0 ～ 1 的范围内．
无论是水体对光的吸收，还是浮游生物对光的
吸收，它们对不同波长光的吸收能力不同，随着物
体与相机距离的增加，相机接收到的不同波长光的

(a) ᳇䙊䚃മۿ

(b) Ჟ␡മۿ

图 5 暗通道图与景深图
Fig.5 Dark channel image and depth image

从图 5(a) 可以看出，对于不同距离情况下的鱼
群，其暗通道图像的值都很低，没有明显的差异．
而图 5(b) 中，本文算法得到的景深图里，对于不同
距离下的鱼群，图像的值有明显的不同，更好地反
映了景深的效果．
3.3 水体背景颜色估计
Tan [20] 提出水下环境的背景颜色最后可能出现
在一些模糊区域．如图 3(a) 图中，鱼肚部分，该部
分由于靠近相机，亮度较大．如果在传统的暗通道
图像中取亮度为前 0.1% 的点，则很有可能出现在
光照强或者较近的物体上．估计的水体颜色不准，
会导致增强效果欠佳，增强后的图像上往往会残留
一些水体环境的颜色．
分析可得，在光照强或者较近物体反射的地
方，往往图像颜色的色偏较小．这种通过亮暗通道
的差值得到景深图像的方式，可以使这些地方的值
较低，从而不会成为水体颜色估计的备选点．如图
5 中，红色方框表示鱼肚的部位，传统暗通道在这
个部位上会比较明亮，而通过色偏差值得到的景深
图像在这个部位上则是最暗的区域．这很好地避免
了水体颜色选择失误的可能性．同理，水体颜色的
选择是在通道差值的景深图像中完成．估计的方法
是在景深图像中寻找亮度为前 0.1%的像素，取这些
像素对应原图像的三通道均值作为水体背景颜色．
3.4 透射图的获取
传统 DCP 算法透射图的获取如下，将式 (3) 变
形为
I c (xx)
J c (xx)
= t(xx) c + 1 − t(xx)
(5)
c
A
A
其中，c 表示为图像的 RGB 3 个通道，Ac 表示估计
颜色 A 在通道 c 下的值，这表示一个标量．
假设图像中的透射率为一个定值 t˜(xx)． 式 (5)
两边取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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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

y ∈Ω (xx)

I c (yy)
min
c∈{r,g,b} Ac

)

(
= t˜(xx) min

y ∈Ω (xx)

1 − t˜(xx)

)
J c (yy)
+
min
c∈{r,g,b} A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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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意思是取景深图的最大亮度值．这样可
以完成对透射图的自适应调整．

其中，yy 表示小窗口 Ω (xx) 中的像素．
根据暗通道理论，暗通道图像近似为 0，可推
导出：
(
)
J c (yy)
min min c
=0
(7)
c
y ∈Ω (xx)
A
将式 (7) 代入式 (6)，可得：
(
)
J c (yy)
t˜(xx) = 1 − min min c
c
y ∈Ω (xx)
A

(8)

本文以景深图代替暗通道图．可行的原因是：
传统 DCP 算法利用暗通道的本质是为了获得环境
的景深信息，以估计大气背景颜色，且通过景深的
效果得到透射图．本文以亮暗通道的差值得到景深
图，反映出了水下环境的景深效果，且可以代替暗
通道图像估计水体背景颜色．由于景深图也有景深
效果，故可以用来获取透射图．但是如图 5 所示，
暗通道图比景深图更暗，通过景深图得到的透射图
直接用于恢复图像会不准确，故采用自适应因子作
调整．
透射图是基于景深图计算的，计算公式如下：
(
)
(9)
t˜(xx) = λ 1 − ω J depth (xx)
其中，ω 是保留景深感的程度因子，该因子在 [0,1]
区间内取值， ω 越接近于 1，则越表明不用保留景
深效果． λ 为调整透射图亮度的因子．以图 5(b) 为
例，通过色偏之差得到的景深图，其水体背景部分
在景深图中的灰度值并不高，在取反后，这部分的
透射图灰度值也不低．而实际应用中这部分几乎都
是水体的背景颜色，根据式 (5)，这部分的透射图
灰度值应该很小，如下所示：
J dark (xx) → 1, t˜(xx) → 0

图 6 红色通道的过度补偿
Fig.6 Over compensation of red channel

3.5 图像恢复与颜色校正
图像恢复的部分与传统的 DCP 算法相同．计
算公式如下所示：
J (xx) =

I (xx) − A
+A
max (t(xx),t0 )

(12)

其中，t0 的作用是防止透射率过小，导致增强后的
图像过亮．
虽然对透射图乘以一个小于 1 的小数，可以提
高增强的效果，但还是不能完全去除水体背景的影
响，且图像的亮度还需要调整，故需要作进一步的
处理．
增强后的水下图像依旧存在着一些色偏．为了
解决剩余色偏的问题，并且能够调整图像亮度，本
文利用颜色校正算法对图像作处理．
I c (xx) = 255 (I c (xx) − ycmin (xx)) / (ycmax (xx) − ycmin (xx)) (13)
其中，c 表示 RGB 3 个通道，ycmax (xx) 表示 c 通道
的最大值，ycmin (xx) 表示 c 通道的最小值，ycmax (xx) 和
ycmin (xx) 的计算公式如下：

(10)

故 需 要 对 透 射 图 进 行 调 整， 本 文 是 通 过 对
[10]
He
的透射图计算公式乘以 λ 实现，而不是让
透射图减去其最小值，使其水体背景部分的值降为
0．直接将背景部分的透射图降为 0，虽然可以将水
体背景完全去除，但是容易造成红色通道补偿过度
的情况，如图 6 所示．
故采用一个小于 1 的自适应因子 λ 乘以透射
图，增强其效果．本文利用统计的方式对该因子进
行取值，公式如下：
(
)
λ = max J depth (xx)
(11)

ycmax (xx) = ycmean (xx) + 2ycstd (xx)

(14)

ycmean (xx) − 2ycstd (xx)

(15)

ycmin (xx)

=

其中，ycmean (xx) 表示 c 通道图像的均值，ycstd (xx) 表示
c 通道图像的标准差．
校正后，图像可以去除剩余的色偏现象，并能
够实现亮度的调整．

4

实验结果（Experiment results）

本文所采用的水下机器人平台为图 7 所示的
海沟流浪者 110 ROV 水下机器人．配备相机的型
号为鹰眼 4 K6S-BK 运动相机．本文中，图像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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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采样，分辨率为 640×480．所有算法均在 Visual
Studio 2012 环境下采用 C++ 编程实现，算法执行
R
⃝
的 PC 平台设置为：Intel CoreTM i3-2120 CPU 双核
3.30 GHz，6G DDRIII RAM．
(a) ⍵≤⧟ຳ劬㊫മ

(b) ⍵≤⧟ຳ≤㥹മ

(c) ⍵≤⧟ຳ劬㊫ DCP ᕪ (d) ⍵≤⧟ຳ≤㥹 DCP ᕪ
图 7 水下机器人
Fig.7 Underwater robot platform

4.1

实验效果比较

本文选取几幅湖水中的图像作为待处理的图
像．其中鱼、水草等都是水下常见的场景，具有水
下环境的代表性．
图 8(a) 和图 8(b) 是从网上下载的水下环境图
片，在此实验中设为场景 1 和场景 2．图 9(a)、 图
9(b)、图 10(a) 和图 10(b) 是图 7 所示的水下机器人
平台在湖中拍摄到的图片，在此实验中设为场景 3、
场景 4、场景 5 和场景 6．

(e) ⍵≤⧟ຳ劬㊫ IDCP ᕪ (f) ⍵≤⧟ຳ≤㥹 IDCP ᕪ
Fig.9

图 9 浅水环境增强效果比较图
Enhancement result charts of shallow water

(a) ⎁⍺≤փ㩭ਦമ

(a) ␡≤⧟ຳമ

(b) ⎁⍺≤փ≤㥹മ

(b) ⎞⑨⭏⢙⧟ຳമ

(c) ⎁⍺≤փ㩭ਦ DCP ᕪ (d) ⎁⍺≤փ≤㥹 DCP ᕪ

(c) ␡≤⧟ຳ DCP ᕪ

(d) ⎞⑨⭏⢙⧟ຳ DCP ᕪ

(e) ⎁⍺≤փ㩭ਦ IDCP ᕪ (f) ⎁⍺≤փ≤㥹 IDCP ᕪ
Fig.10

(e) ␡≤⧟ຳ IDCP ᕪ
Fig.8

(f) ⎞⑨⭏⢙⧟ຳ IDCP ᕪ

图 8 严重色偏环境的增强效果比较图
Enhancement result charts of serious color deviation

图 10 浑浊环境增强效果比较图
Enhancement result charts of turbid environment

图 8 是图像色偏比较严重的场景，图 9 和图 10
是图像色偏程度较小的场景．图 8(a) 反映了干净水
质下，水对红光的吸收，造成了颜色偏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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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b) 反映了浮游生物丰富时水体颜色偏绿的情
况．从图 8(c)(d) 的效果可以看出，传统的 DCP 算
法在色偏严重的水下场景下，没有明显的增强效
果．从图 8(e) 增强的效果看，鱼的身体上没有明显
的红色，即没有出现过度补偿的现象，但是周围环
境的蓝色并没有很好地消除；图 8(f) 的增强效果较
好，本文算法基本去除了色偏，并增强了图像．
图 9 与图 10 都是色偏不明显但是水中悬浮物较
多的浅水区域的图像，增强这类水下场景的主要任
务是提高图像的对比度．从图 9(c)(d) 和图 10(c)(d)
可以看出，传统的 DCP 算法在此类场景中的增强
效果较好，因为 DCP 算法本身对增强类似雾化的
图像具有很好的效果．从图 9(e)(f) 和图 10(e)(f) 可
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算法比传统的 DCP 算法在增
强图像对比度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
4.2 增强程度比较
为了能够定量地比较这几种图像增强算法的
增强程度，本文采用 MSE（均方误差）和 UCIQE
（underwater color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指标对增
强程度进行评价．MSE 通常是评价信号中噪声大
小的指标．由于本文没有真实水下环境的背景环境
真值（ground truth）
，这里通过计算原图像与增强
图像之间的 MSE 来衡量增强前后两者之间的差异．
虽然这种方式不客观，但是可以有个量化的指标来
比较增强效果．MSE 是原图像与增强后图像之间的
累积平方误差，计算公式为
1 ∑
MSE =
(I1 (m, n) − I2 (m, n))2
(16)
MN M,N
其中，I1 (m, n) 和 I2 (m, n) 分别代表原图与增强后的
图像，M 和 N 代表图像像素的行数与列数，m 和 n
代表像素的坐标．
MSE 代表了 2 幅图像之间的差异程度，MSE
越大表示 2 幅图之间的差异越大．通过比较原图和
增强后图像的差异度，可以比较算法增强效果的好
坏．MSE 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增强效果的 MSE 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enhancement effects in terms of MSE
算法

场景 1 场景 2 场景 3 场景 4 场景 5 场景 6

DCP

1422

699

91

264

183

564

IDCP

6929

1741

3410

749

488

679

另一个指标 UCIQE 是由 Yang 和 Sowmya [21] 提
出的，用于量化水下图像的颜色不均衡度、模糊度
和低对比度．UCIQE 值越高，表明图像的色度、饱
和度和对比度越高．UCIQE 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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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增强效果的 UCIQE 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enhancement effects in terms of UCIQE
算法

场景 1 场景 2 场景 3 场景 4 场景 5 场景 6

原图

0.33

0.35

0.48

0.46

0.45

0.50

DCP

0.41

0.47

0.53

0.58

0.57

0.61

IDCP

0.56

0.68

0.59

0.64

0.61

0.63

通过比较 DCP 算法与本文算法，可以得出本
文算法的 MSE 指标比 DCP 算法高，UCIQE 指标也
比 DCP 高，这表明在水下图像增强领域，本文的
IDCP 算法比传统 DCP 算法的增强效果更好．
4.3 增强失真度比较
除了比较 MSE 和 UCIQE 指标，还可以从失真
度的角度来比较增强效果．本文采用了结构相似度
算法（SSIM）作为失真程度的评价指标，该算法由
Wang [22] 提出．算法认为图像由结构信息、亮度信
息和对比度信息组成，而且这 3 种信息相互独立，
没有联系．设原始图像为 x ，失真图像为 y ，定义 2
幅图像的结构信息、亮度信息与对比度的相似信息
分别为

σx y +C3
σx σy +C3
2µx µy +C1
L (xx, y ) = 2
µx + µy2 +C1
2σx σy +C2
C (xx, y ) = 2
σx + σy2 +C2
S (xx, y ) =

(17)
(18)
(19)

其中，σx y 表示 x 与 y 的相关系数， µx 和 µy 分别表
示图像 x 和图像 y 的均值， σx 和 σy 表示图像 x 和
图像 y 的方差．C1、C2 和 C3 是很小的整数，用以
防止分母为 0．
由于 3 个信息之间相互独立，SSIM 可以表示
为
SSIM (xx, y ) = S (xx, y ) L (xx, y )C (xx, y )

(20)

令 C3 = C2 /2，则上式可以化简为
SSIM (xx, y ) = (

(2µx µy +C1 ) (2σx y +C2 )
)(
)
2
µx + µy2 +C1 σx2 + σy2 +C2

(21)

对于 SSIM 指标，其值越接近于 1，表明图像
失真越小；其值越接近 0，表明失真越大．一个优
异的图像增强算法，使其增强后的图像与原图像之
间具有一定的失真度，但是不能过大；同时，失真
度过小表明其增强效果不佳．对场景 1 到场景 6，
做 SSIM 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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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失真度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distortion degree
算法

场景 1

场景 2

场景 3

场景 4

场景 5

场景 6

DCP

0.987

0.921

0.946

0.823

0.835

0.904

IDCP

0.496

0.645

0.625

0.804

0.822

0.881

DCP 算法增强后的 SSIM 都很接近于 1，表明
其与原图之间的差异较小；而 IDCP 算法的 SSIM
指标都要小于 DCP 算法的指标，表明其增强后的
图像与原图差异较大，从而说明 IDCP 的增强效果
更好．
4.4 实时性比较
应用于水下机器人的图像增强算法，还要满足
实时性的需求．为了比较这 2 种算法的实时性，本
文对算法的运行时间进行比较，实验结果如表 4 所
示．
表 4 实时性比较（单位：ms）
Tab.4 Comparison of real-time performance (unit: ms)
算法

场景 1 场景 2 场景 3 场景 4 场景 5 场景 6

DCP

29.7

48.9

34.8

58.5

56.2

60.1

IDCP

37.4

54.6

43.1

63.4

61.3

65.7

从表 4 可以看出，DCP 算法的实时性比 IDCP
要好，这是因为 IDCP 比传统的 DCP 多出颜色校正
的步骤．IDCP 的处理时间基本都在 50 ms 左右，观
看流畅性的要求是 24 帧／秒，即每帧 41.7 ms．为
了满足观看流畅的需求，在实现上还要进行代码
的优化，以提高流畅性．算法在满足流畅性的条件
下，保证了水下图像的增强效果，这证明了 IDCP
算法应用于水下机器人的有效性．
4.5 实验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对水下图像增强算法的增强效果与失
真度的分析，可以确定传统 DCP 算法不适用于水
下图像增强，理由是：从 MSE 和 UCIQE 指标来看，
其值较小，且 SSIM 值过大，表明其增强效果不明
显；相对于 DCP，本文提出的 IDCP 算法，从实验
的评价指标来看，其增强效果要好于 DCP 算法．

5

结论（Conclusion）

针对水下图像增强问题，提出了改进的 DCP
方法．首先分析了水下环境的特点，针对传统 DCP
算法在处理水下图像时的不足，本文先利用亮暗
通道的差值，获得景深图；再利用景深图准确地估
计出水体背景颜色；同时，对景深图取反得到透射
图，选择自适应因子，对透射图进行调整．通过颜
色校正，对恢复后的图像作后续处理，以去除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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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偏，并调整亮度． 最后通过实验与传统 DCP
算法进行比较，选取 MSE、UCIQE 和 SSIM 评价指
标，在增强效果与失真度方面进行评价，选取运行
时间对实时性进行评价．实验证明了本文方法在水
下图像增强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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