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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形态学方法和相位一致性原理的 OCT 图像
边缘快速提取算法
蔡旭皓，万遂人*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南京

210096）

摘要 ： 图像边缘提取是医学图像分析领域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针对光学相干层析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系统成像后图像边缘提取算法进行研究，提出一种基于形态学方法和相位一致性原理的
OCT 图像边缘快速提取算法。该算法首先利用形态学开闭运算的方法对原始图像进行预处理，利用腐蚀与膨
胀将图像的非边缘信号信息进行模糊，在保证边缘完整性的基础上对图像进行孔洞填充，最终利用相位一致
性算法检测图像边缘。实验结果表明，与经典的边缘检测算子相比，本文算法对图像边缘的提取效果较好，
且效率高、处理速度快，是一种高效的图像边缘提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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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image edge fast extra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orphological method and phase consistency principle
CAI Xuhao, WAN Su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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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age edge extrac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step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imag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the image edge extraction algorithm of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 system is studied, and
an OCT image edge fast extra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orphological method and phase consistency
principle is proposed. In this algorithm, the original image is firstly preprocessed by morphological
opening and closing algorithm. Corrosion and expansion are used to blur the non-edge signal information of
the image, and the hole filling of the image is performed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edge.
Finally, the edge of the image is detected using the phase consistency algorithm.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lassical edge detection operator, the proposed algorithm has better effect on
the edge extraction of the image, and has higher efficiency and faster processing speed. It is an efficient
image edge extraction algorithm.
Key word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image edge extraction; phase
consistency

0

引言
相对于其他医学成像技术，OCT 具有非侵入、非接触、高分辨率、低成本和无损测量等优点，是近

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的一种医学扫描成像技术[1]。OCT 技术的成像原理就是利用弱相干光干涉，使用弱相
干光照射样品组织，通过探测和解析不同深度的样品层信息组成的干涉光信号实现光学相干断层成像[2]。
在 OCT 图像处理领域中，图像边缘快速检测一直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献[3]中提出了一种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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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多结构、多尺度的形态学边缘检测方法，但检测效果较差、检测时间较长。本文结合形态学方法和
相位一致性原理，提出一种 OCT 图像边缘快速提取算法。先采用形态学方法中的开闭运算对 OCT 图像
进行预处理，通过腐蚀与膨胀算法将图像的非边缘信息进行模糊，在保证边缘完整性的基础上进行孔洞
填充，最终使用相位一致性算法提取 OCT 图像的边缘信息。

1

形态学处理的基本方法与原理

1.1

形态学方法与原理
数学形态学（mathematical morphology）是由法国巴黎矿业学院的 SERRA[4]于 1982 年提出的，他首次

在理论层面上引入了形态学的运算式，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形态学图像处理的基本思想是基于
填放结构元素的概念、结构元素的选择和图像某种信息之间密切的关系，来构造不同的结构元素，从而
达到对不同图像进行分析的目的，并得到相关结果[5]。
数学形态学在图像处理方面有很多应用，例如腐蚀算法有缩小图像目标的作用，而膨胀算法是腐蚀
算法的对偶运算，能够扩大图像目标[6]。其中，腐蚀算法就是通过选取适当的结构元素，将多个灰度接
近、视觉不容易分辨的图像目标根据灰度进行收缩，从而使目标分离，以便于轮廓提取。假设图像的集
合 A 用元素 B 来进行腐蚀，可以记作 AΘB ，表达式为

{

}

AΘB = x ( B ) x ∈ A .

（1）

式（1）的含义为，A 用 B 腐蚀的结果是将 B 平移 x 后，B 仍全部包含在 A 中的 x 的集合。从直观上看就
是平移后的 B 仍全部包含在 A 中的原点组成的集合，即平移后的 A 和 B 背景并不互相叠加。
假设集合 A 用元素 B 来进行膨胀，那么可以记作 A ⊕ B ，表达式为

{

}

A ⊕ B = x ⎡⎣( B′ ) x ∩ A⎤⎦ ≠ ∅ ，

（2）

其中，B'为元素 B 的映像，即 B 关于原点对称的集合。用元素 B 对集合 A 进行膨胀的过程为：先取元素 B
关于原点对称的集合，再将该集合平移 x，当集合 A 与 B'的交集不为空集时，元素 B 的原点就是膨胀集
合的像素。
形态学图像处理中对图像的滤波和平滑有两种经典算法，分别为开运算和闭运算。开运算是对图像
先进行腐蚀算法再进行膨胀算法。该算法多用于消除与结构元素相比尺寸较小的亮细节，同时能够保持
图像整体的灰度值和大的亮区域基本不变。闭运算是开运算的对偶，先进行膨胀算法，再进行腐蚀算法。
该算法通常用于消除与结构元素相比尺寸较小的暗细节，同时保持图像整体的灰度值和大的暗区域基本
不变[7]。
1.2

形态学方法的处理结果
为更加明显地表示形态学方法在图像边缘检测方面的作用，利用手指 OCT 图像作为实验对象，利用

形态学方法中的 Sobel 算子对图像进行了处理，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2

基于形态学方法和相位一致性原理的图像边缘提取算法

2.1

相位一致性原理的基本方法
相位一致性算法相较于 Sobel 算子、Canny 算子等，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均是基于灰度梯度来进行边

缘提取的模型，而相位一致性算法是基于傅里叶域相位最大一致性特点的算法[8]。该理论根据局部能量
模式（local energy model，LEM）改进而成，而 LEM 能够很好地根据人类的视觉特性描述阶跃、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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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脊和马赫带（Machbands）这些低阶的特征量。LEM 的理论依据就是人眼识别图像信息时主要依靠图
像信号的相位信息。相位一致性指的就是边缘相似的特征在图像的频率域中同一阶段出现的概率较高。
因此，相位一致性算法可以不受局部图像光线明暗变化的影响，在包含图像中线、角等纹理特征的同时
提取图像的边缘信息。

图1
Fig. 1

手指 OCT 图像

图2

Finger OCT image

Fig. 2

Sobel 算子的边缘提取结果

Edge extraction result of Sobel operator

[9]

相位一致性算法的核心是一个特征检测算子 ，该算
法主要有两个优点：可以检测大范围的特征和对局部的平
滑光照变化有不变性。
如图 3 所示，根据傅里叶变换分析可知，所有函数均
可以由不同频率的 sinα 波叠加形成。如图 3a 所示，各个
频率的波在同一时间产生多种变化，这样叠加的波就形成
了边缘。如图 3b 所示，函数的峰值也是由各个频率的波
Fig. 3

在同一时间达到峰值而产生的。为得到需要提取的特征
点，可以确定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这就是相位一致性。
首先对信号 F ( x ) 进行傅里叶展开：

图 3 函数分解描述
Function decomposition description
a—阶跃边缘；b—峰值
a-Step edge; b-Peak

F ( x ) = ∑ n An cos ( nω x + ϕ n 0 ) = ∑ n An cos (η n ( x ) ) ，

（3）

其中，ω 为频率； An 为函数的局部幅值，即第 n 个余弦分量的幅度值；φn0 为 n 次谐波的初始相位角；ηn 为
函数的局部相位。
相位一致性算法其实就是度量图像各个频率成分的相位相似性的方式，其表达式为
PC ( t ) = maxη ′

∑ n An cos (ηn ( t ) − η ′) ，
∑ n An

（4）

其中， η ′ 为相位的加权平均值。简化为复数形式的能量公式：
E ( x) = I 2 ( x) + H 2 ( x) ，

（5）

其中， I ( x ) 为函数实部的分量； H ( x ) 为函数虚部的分量。因此，相位一致性的公式还可以表示为
PC ( x ) =

E ( x)

∑ n An

.

（6）

由式（6）可知，相位与函数局部能量成正比，因此当幅度一定时， E ( x ) 和 PC ( x ) 达到峰值时的相
位一致。
2.2

基于形态学方法和相位一致性原理的 OCT 图像边缘快速提取算法
本文提出基于形态学方法和相位一致性原理的 OCT 图像边缘快速提取算法。该算法首先利用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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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闭运算的方法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利用腐蚀与膨胀
将图像的非边缘信号信息进行模糊，在保持边缘完整
性的基础上对图像进行孔洞填充，再利用上述相位一
致性算法提取图像边缘。
利用本文算法对图 1 中的手指 OCT 图像进行处
理，结果如图 4 所示。

3

图4

实验结果与比较

本文算法的边缘提取结果

Fig. 4 Edge extraction result of the algorithm in this paper

为更好地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形态学方法和相位一致性原理的 OCT 图像边缘快速提取算法，使用形
态学方法中的 Sobel 算子、Roberts 算子、Prewitt 算子、Log 算子、Canny 算子和本文算法分别对 Lena 图
和手指 OCT 图像进行了处理。对 Lena 图的处理结果如图 5 和表 1 所示。

图5
Fig. 5

几种算法对 Lena 图的边缘提取结果

Edge extraction results of Lena graphs by several algorithms

a—Sobel 算子；b—Roberts 算子；c—Prewitt 算子；d—Log 算子；e—Canny 算子；f—本文算法
a-Sobel operator; b-Roberts operator; c-Prewitt operator; d-Log operator; e-Canny operator; f-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为更好地证明本文算法在 OCT 图像边缘提取方面的优越性，再次
利用手指的扫频 OCT 图像进行验证，最终处理结果如图 6 和表 2 所示。
综合以上两个实验，本文算法在与形态学方法中的 Sobel 算子、
Roberts 算子、Prewitt 算子、Log 算子、Canny 算子进行图像边缘提取比
较时，根据图 5、图 6 所示红圈内的边缘提取内容，可以看出本文算法
在边缘提取方面有较明显的优势，能够将图像的有效边缘完整地提取。
在快速边缘提取能力方面，根据表 2 中各算子对手指 OCT 图像处理的
时间，可以看出本文算法虽然比用时最少的 Prewitt 算子多用时 1.354 3 s，
但有更好的边缘提取能力，因此有更加高效的算法能力。

表1

Lena 图边缘提取结果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edge
extraction results in Lena graphs
处理方法

处理时间/s

Sobel 算子

0.399 0

Roberts 算子

0.300 0

Prewitt 算子

0.231 3

Log 算子

0.307 6

Canny 算子

0.238 4

本文算法

0.4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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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算法对手指 OCT 图像的边缘提取结果

Edge extraction results of finger OCT images by several algorithms

a—Sobel 算子；b—Roberts 算子；c—Prewitt 算子；d—Log 算子；e—Canny 算子；f—本文算法
a-Sobel operator; b-Roberts operator; c-Prewitt operator; d-Log operator; e-Canny operator; f-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4

结论
通过对比各算法对手指 OCT 图像边缘的检测能力发现，

Prewitt 算子处理图像用时相对较短，但提取的图像边缘较粗；
Sobel 和 Roberts 算子对噪声较多的图像处理效果较好，但定位图
像边缘的能力较弱；Log 算子对图像边缘的连续提取能力较差，

表2

手指 OCT 图像边缘提取结果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edge extraction
results in finger OCT images
处理方法

处理时间/s

Sobel 算子

0.929 4

Roberts 算子

0.882 2

Prewitt 算子

0.854 5

会造成一些不连续的检测边缘；Canny 算子在提取图像边缘时对

Log 算子

1.731 5

图像弱边缘提取能力较差。Sobel、Canny 等算子是基于灰度梯度

Canny 算子

0.997 2

来检测边缘特征的，而本文算法由于结合了相位一致性原理，因

本文算法

2.208 8

此无需对波形进行任何假设，是在傅里叶变换域内按照相位一致的顺序寻找特征点。因此，本文算法能
够很好地提取图像的双边缘边界，边缘连续性较好，且处理时间较短。总结来说，本文算法能够更加高
效地对图像进行边缘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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