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149441.1

(22)申请日 2017.03.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97140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7.21

(73)专利权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

设备研究所

地址 471009 河南省洛阳市凯旋西路25号

(72)发明人 羊毅　王建华　孟冬冬　刘振强　

侯康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1119

代理人 陈浩

(51)Int.Cl.

G06T 7/136(2017.01)

(56)对比文件

CN 105930800 A,2016.09.07

CN 104751178 A,2015.07.01

CN 102938066 A,2013.02.20

CN 106373168 A,2017.02.01

CN 104021574 A,2014.09.03

CN 104933709 A,2015.09.23

WO 2006005728 A2,2006.01.19

JP 2001076154 A,2001.03.23

孙涵等.一种快速实用的直线检测算法.《计

算机应用研究》.2006,

审查员 祝丽业

 

(54)发明名称

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及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及

其装置。图像经过分割后得到的分割线由离散的

分割点组成，对所述的分割点通过连续性分析，

使该分割点连接形成不少于一条分割线段；根据

分割线的距离设定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对

在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以上的分割线段作

为有效的分割线段，对于在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

范围以下的分割线段作为无效的分割线段；然

后，保留上述的有效的分割线段，并对该有效的

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补。本发明在保留

图像正确分割线的基础上对分割线的间断区域

进行修补，克服了现有技术算法的缺陷，方法简

单易实现，提高对分割线修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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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步骤1，图像经过分割后得到的分割线由离散的分割点组成，对所述的分割点通过连续

性分析，使该分割点连接形成不少于一条分割线段；

步骤2，根据分割线的距离设定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用于判断分割线段的有效

性；对在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以上的分割线段作为有效的分割线段，对于在长度阈值

或长度阈值范围以下的分割线段作为无效的分割线段；

步骤2中对介于所述长度阈值范围之间的分割线段，根据相邻有效的分割线段所确定

的有效范围来判断介于长度阈值范围之间的分割线段的有效性；

步骤3，保留上述的有效的分割线段，并对该有效的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采用基于

距离的方法判断分割点之间的连续性进行分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采取基于

线段长度的方法或线段加权长度的方法确定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对有效的

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补的方式为：设置相邻有效线段的分界线修补区域范围，在

该修补区域范围内搜索相邻有效线段间断点之间梯度最大值的路径，并对该路径进行修

补；或者采用线性插值法、多项式拟合法对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补。

5.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分割点连接模块、提取有效分

割线段模块和修补分割线段模块组成，具体如下：

1)分割点连接模块：图像经过分割后得到的分割线由离散的分割点组成，对所述的分

割点通过连续性分析，使该分割点连接形成不少于一条分割线段；

2)提取有效分割线段模块:根据分割线的距离设定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用于判

断分割线段的有效性；对在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以上的分割线段作为有效的分割线

段，对于在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以下的分割线段作为无效的分割线段；

提取有效分割线段模块中对介于所述长度阈值范围之间的分割线段，根据相邻有效的

分割线段所确定的有效范围来判断介于长度阈值范围之间的分割线段的有效性；

3)修补分割线段模块:保留上述的有效的分割线段，并对该有效的分割线段之间的间

断点进行修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装置，其特征在于，分割点连接模块中

采用基于距离的方法判断分割点之间的连续性进行分析。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装置，其特征在于，提取有效分割线段

模块中采取基于线段长度的方法或线段加权长度的方法确定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装置，其特征在于，修补分割线段模块

中对有效的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补的方式为：设置相邻有效线段的分界线修补区

域范围，在该修补区域范围内搜索相邻有效线段间断点之间梯度最大值的路径，并对该路

径进行修补；或者采用线性插值法、多项式拟合法对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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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及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及其装置，属于数字图像分割的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图像分割就是把图像分成若干个特定的、具有独特性质的区域并提出感兴趣目标

的技术和过程。自然场景图像分割比较经典的算法包括：基于边界的分割、基于特征的

Mean-shift方法、基于能量函数优化的分割和基于图论的分割方法等。这些算法研究近年

来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

[0003] 场景图像按照上述分割方法的分割结果通常是一些离散的分割点，采用一些连续

性分析方法进行连接之后形成的分割线也可能存在间断和错误的情形，这就需要一些分割

后处理算法对已有的分割线进行修补与纠错。常用的方法有低通滤波法、函数拟合法、最小

二乘法等等，但这些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低通滤波方法只能修补或纠错少量点，而函数

拟合法需要预估边缘符合的数学函数，最小二乘法拟合往往修改了原有准确检出分割线，

都无法很好的解决分割后处理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解

决了由于在对离散分割点连接时产生错误的分割线段，从而影响对分割线修补准确性的问

题，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装置。

[0005]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6] 1.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步骤如下：

[0007] 步骤1，图像经过分割后得到的分割线由离散的分割点组成，对所述的分割点通过

连续性分析，使该分割点连接形成不少于一条分割线段；

[0008] 步骤2，根据分割线的距离设定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用于判断分割线段的有

效性；对在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以上的分割线段作为有效的分割线段，对于在长度阈

值或长度阈值范围以下的分割线段作为无效的分割线段；

[0009] 步骤3，保留上述的有效的分割线段，并对该有效的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

补。

[0010] 进一步的，步骤1中采用基于距离的方法判断分割点之间的连续性进行分析。

[0011] 进一步的，步骤2中采取基于线段长度的方法或线段加权长度的方法确定长度阈

值或长度阈值范围。

[0012] 进一步的，步骤2中对介于所述长度阈值范围之间的分割线段，根据相邻有效的分

割线段所确定的有效范围来判断介于长度阈值范围之间的分割线段的有效性。

[0013] 进一步的，步骤3中对有效的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补的方式为：设置相邻

有效线段的分界线修补区域范围，在该修补区域范围内搜索相邻有效线段间断点之间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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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的路径，并对该路径进行修补；或者采用线性插值法、多项式拟合法对分割线段之间

的间断点进行修补。

[0014] 2.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装置，该装置包括分割点连接模块、提取有效分割线段

模块和修补分割线段模块组成，具体如下：

[0015] 1)分割点连接模块：图像经过分割后得到的分割线由离散的分割点组成，对所述

的分割点通过连续性分析，使该分割点连接形成不少于一条分割线段；

[0016] 2)提取有效分割线段模块:根据分割线的距离设定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用

于判断分割线段的有效性；对在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以上的分割线段作为有效的分割

线段，对于在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以下的分割线段作为无效的分割线段；

[0017] 3)修补分割线段模块:保留上述的有效的分割线段，并对该有效的分割线段之间

的间断点进行修补。

[0018] 进一步的，分割点连接模块中采用基于距离的方法判断分割点之间的连续性进行

分析。

[0019] 进一步的，提取有效分割线段模块中采取基于线段长度的方法或线段加权长度的

方法确定长度阈值或长度阈值范围。

[0020] 进一步的，提取有效分割线段模块中对介于所述长度阈值范围之间的分割线段，

根据相邻有效的分割线段所确定的有效范围来判断介于长度阈值范围之间的分割线段的

有效性。

[0021] 进一步的，修补分割线段模块中对有效的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补的方式

为：设置相邻有效线段的分界线修补区域范围，在该修补区域范围内搜索相邻有效线段间

断点之间梯度最大值的路径，并对该路径进行修补；或者采用线性插值法、多项式拟合法对

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补。

[0022] 本发明和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及其装置，通过对图像由于分割形成的

离散分割点进行连续性分析，使其形成若干条分割线段，并设定长度阈值范围对分割线段

的有效性进行判断，保留其有效的分割线段；然后对有效的分割线段之间的间断点进行修

补。本发明对重新连接形成的分割线段中错误的部分剔除，避免对分割线修补时造成误导。

在保留图像正确分割线的基础上分割线的间断区域进行修补，克服了现有技术算法的缺

陷，方法简单易实现，提高对分割线修补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总体流程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基于高低阈值的分割线有效性判断流程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图像分割线断点修补流程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分割线段间断点修补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9] 一种图像分割线的修补方法，本方法的主要步骤包括：分割线连续性分析、分割线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971400 B

4



段的有效性判断和分割线段间断点修补；下面对该方法的步骤依次进行具体说明：

[0030] 1.分割线连续性分析；

[0031] 通过分割算法得到的场景图像通常是由一系列离散的分割点组成，因此需要对这

些离散的点进行连续性分析，即将分割点连接形成若干分割线段。场景分割过程中的分割

点通常为单向的，即所有分割点对于图像坐标x有且仅有一个y值与其对应或者对于图像坐

标y有且仅有一个x值与其对应。本实施例中以分割点对于坐标x有且仅有一个y值为例，采

用分割点之间的距离来判断彼此之间的连续性。并将连续点的集合作为分割线段，连续点

的集合用C语言、vector、stack或者自定义的结构进行保存。

[0032] 具体步骤为预先设定y方向连续性阈值，遍历所有分割点，将分割点之间y坐标距

离小于连续性阈值的分割点连接成一条分割线段。其中，连续性阈值的选取为经验值。

[0033] 2.分割线段有效性判断

[0034] 通过上述方法形成分割线段按照长度可以分为有效分割线和无效分割线两类；其

中，有效分割线即为需要保留的场景图像的分割结果，而无效分割线应该作为噪声被去除。

具体判断方式如下：

[0035] 如图2所示，基于线段长度的方法设定一个长度阈值或阈值范围。然后分别统计上

述所得分割线段的长度。然后，将分割线段在阈值或阈值范围以上的线段定为有效分割线

段，将分割线段在阈值或阈值范围以下的分割线端定为无效分割线段，对于介于阈值范围

之间的分割线段可以作为待定分割线段。本实施例中采用相邻有效线段的方法来确定待定

线段的有效性，即计算待定分割线段与之临近的有效分割线段在分界线y方向上的有效范

围，有效范围即为组成此有效分割线段上所有分割点y方向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组成待

定分割线段上所有的分割点在y方向上的平均值，当此平均值处在有效范围内，则此段分割

线判断为有效分割线段，反之判断所述的待定分割线段为无效分割线段。其中，阈值或阈值

范围的选取为经验值，本实施例中阈值范围选取为低阈值为图像宽度/50，高阈值选取为3

倍的低阈值。

[0036] 作为其他实施方式，还可以采用线段加权长度的方法设定阈值范围或阈值。

[0037] 3.分割线段间断点的修补

[0038] 去除上述选取的无效分割线段，对相邻的有效线段之间的间断点(或线)进行修

补。本实施例中选取类图割的方式进行修补，如图3所示。首先，计算相邻有效线段在分界线

修补区域范围，本实施例中的区域范围为一个矩形。然后，在该区域范围内计算原始场景图

像的梯度图像，本实施例中选择Sobel算子计算图像梯度。将分割线段断点修补问题转化成

图论中的最大流问题，如图4所示，图示为一个4×5的待修补区域，其中每个圆点T代表一个

像素点，阴影园点S表示两个条相邻有效分割线段的两个端点，像素之间的连接方式和权值

采用线段R表示。算法目标是寻找一条连接两个端点S的权值最大的可行流，该路径所包含

的像素点即为分割线段之间所需要的修补点。本实施例中权值R为线段连线始端或末端像

素的梯度值。求解最大流问题目前已有方法有Goldberg-Tarja法、Ford-Fulkerson法等。作

为其他实施方式，在计算图像梯度时同样可以采用Prewitt、Roberts算子计算。

[0039] 本实施例中选取的分割线段间断点修补方法为类图割方法，该方法仅为优选的实

施方式而已。作为其他实施方式，同样可以采用项式拟合法或线性插值法对修补点进行修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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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在本发明给出的思路下，采用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容易想到的方式对上述实施

例中的技术手段进行变换、替换、修改，并且起到的作用与本发明中的相应技术手段基本相

同、实现的发明目的也基本相同，这样形成的技术方案是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微调形成的，这

种技术方案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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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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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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