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化低照度與逆光畫面品質之方法與實作 

 

 

摘要 
影像強化的方法有很多種，其中常見的就

是直方圖均化與影像融合方法。然而上述強化

方法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直方圖均化雖可

以有效的提高影像的對比度，但最大的問題就

是強化影像往往會呈現不自然的現象。影像融

合的方法雖可以有效的改善影像品質，但常需

要二張以上的輸入影像。另外，其計算量大，

所以不適合應用於計算資源有限的情況。本論

文所提出的影像強化方法，主要是結合直方圖

均化方法和影像融合兩種方法，取其優點來得

到強化效果不錯的影像。此方法只需單張輸入

影像就可得到不錯的強化影像，非常適合應用

於以成本為考量的安全監控與影像相關產

品。實驗證明我們的方法確實能有效改善一般

影像感測器在低照度與逆光場景下拍攝畫面

不佳的問題。 

關鍵詞：影像強化、直方圖均化、影像融合、

逆光、低照度、監視系統 

 

Abstract 
One of important schemes in image 

processing is image enhancement. Two 

popular schemes to image enhancement are 

histogram equalization (HE) and image 

fusion (IF). Though HE is simple and 

sometimes effective, it suffers from over 

enhancement which results in un-natural 

images. Another image enhancement scheme 

is IF which generally has good performance. 

However, IF generally requires at least two 

images and demands high computational cost. 

This hinders the real-time application.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n image enhancement 

scheme where both HE and IF are employed. 

In the proposed scheme is simple and 

effective where only one image is needed. 

Thus, it may be used to real-time applications, 

such as surveillance systems.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 is 

able to enhance visual quality of images 

taken in dark, backlight, and normal cases. 

Keywords: histogram equalization, image 

fusion, backlight, low lux imaging, 

surveillance system 

1. 前言  

由於 911事件之後社會上對於安全議題與

防恐需求的意識也越來越高漲，使得街頭巷尾

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監控系統。一般而言，當有

安全防恐等需求事件發生時，警政單位人員察

往往最開始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調閱監控系統

中的影像錄影資料來還原當時現場狀況。但如

果是在晚上燈光不佳，或攝影機所設假設的位

置因為環境光源的因素造成逆光，使得被拍攝

的主體過暗看不清楚細節時，就無法提供有利

的證據。而會有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的原因

在於擷取影像用的影像感測器本身硬體的特

性與限制所造成[1]。有鑑於此，不管是學術界

還是產業界都針對這類的問題，提出許多相關

的研究與討論[2,3,4]。在產業界對於低照度拍

攝品質不佳的問題，最常採用的解決方式就是

搭配紅外線輔助光源的作法[5]，但此作法卻會

因此犧牲了顏色資訊與畫面亮度不均的情

形。而對於逆光場景拍的之問題，通常採用高

階 DSP 所設計之影像感測器來解決問題[6]。

此種作法雖然可以得到不錯的改善，但其計算

量過往往很大且會增加不少硬體成本。 

本論文所提出的方法是結合傳統的直方均

化方法與影像融合方法來改善上述低照度及

逆光的問題。由於我們的方法使用了單張輸入

影像的融合技巧來強化影像，因此稱之為單張

影像融合(Single Image Fusion)強化方法，簡稱

為 SIF方法。因為 SIF方法計算量低且所佔用

的 CPU資源少，所以十分適合應用於產業相關

影像處理產品上。本論文實作是利用一般監控

產業所設計之低成本 DVR 系統平台作為畫面

輸入來源，DVR系統平台將所擷取到的畫面利

用系統之壓縮功能，壓縮成 MJPEG 影像，然

後將壓縮過的視訊藉由網路傳輸至 PC 電腦端

接收解碼並執行 SIF方法。藉此驗證 SIF方法

的可行性。本論文的架構如下：第 2小節將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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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顧直方圖均化與影像融合方法。第 3小節

則提出本論文 SIF方法。第 4小節為系統實作

結果與討論。第 5小節則對本論文作一總結。 

2. 直方圖均化與影像融合方法回顧 

本小節將簡要回顧直方圖均化與影像融合

方法。 

2.1 直方圖均化方法 

在影像強化方法中，由於直方圖均化的方

法簡單，所以常被許多學者以此方法作為基礎

來衍生相關研究方法[8,9,10]。直方圖均化的方

法是藉由機率分佈函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與累積密度函數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來改變像素值。雖然

這個方法確實能夠強化影像的對比度，將不明

顯的影像細節顯明出來，但可惜的是這個方法

也會過度強化(Over Enhancement)的問題，造成

部分細節遺失與影像顏色不自然的現象。以下

是直方圖均化方法(Histogram Equalization, HE)

的實行步驟： 

假設輸入影像為 inI ，影像的像素值記為

x， xn 為像素值 x 的出現次數，則機率密度函

數 p(x)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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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是影像像素的總數。對應 )(xp 的累積

分佈函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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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值 x利用公式(3)重新對應到一個新的像素

值 )(xIh 如下：  

         )()( xcLxIh            (3) 

其中 L是影像容許的最高像素值，在 8位元的

灰階影像中，L是 255。 

2.2 影像融合技術 

為了強化影像品質，除了上述所提到的直

方圖均化方法之外，另一個常用的方法就是影

像融合。影像融合的主要目的是將不同來源的

影像合成一張視覺品質較佳的影像。基於二張

輸入影像的影像融合方法可以用下列公式表

示： 

),( 21 III ff                  (4) 

其中 1I 和 2I 表示輸入影像， )(f 是一個融合輸

入影像的函數，而 fI 則是所得到融合影像。 

當融合函數 )(f 採用線性內插 (Linear 

Interpolation, LI)時，公式(4)可以改寫如下： 

21 )1( III  f         (5) 

其中 10  為線性融合參數。 

3. SIF(Single Image Fusion)方法 

本論文所提出的單張影像融合方法(Single 

Image Fusion, SIF)植基於影像融合，因此 SIF

方法需要二張的輸入影像，才能進行融合。為

了產生另一張輸入影像，我們將原始輸入影像

利用直方圖均化產生另一張影像提供線性融

合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只使用一張輸入

影像而已。將原始輸入影像與均化後影像進行

線性影像融合，融合後的影像就是強化影像。

假設輸入影像 inI 為 RGB格式，則圖 1為 SIF

方法的流程圖，其相關實行步驟敘述如下： 

Step 1. 對輸入影像 inI 的三個分量 inR 、 inG 及 

inB 分別進行直方圖均化，其結果分別

記為
hR 、 hG 及 hB 。 

Step 2. 分別對 inR 、 inG 、 inB 及
hR 、 hG 、 hB

進行線性融合，其中融合參數 設為

經驗值 0.7。其結果記為 fR 、 fG 及

fB 。 

Step 3. 合併 fR 、 fG 及 fB 後，輸出融合影像

fI 。 

 
圖 1. 本論文 SIF方法之流程圖 

 

針對我們所提出的 SIF 方法，我們以二個

數位相機所拍下來的影像為範例來驗證 SIF方

法。 

 



 

(a) 夜間場景 

我們利用數位相機拍攝夜間餐廳室外影

像，如圖 2(a)所示。我們可以看出這張影像整

體視覺感受偏暗，其中招牌、走廊與機車等細

節看不清楚。圖 2(b)為圖 2(a)之直方圖均化後

影像。圖 2(b)雖然對比有所提升，但是卻因為

過度強化損失一些細節，例如霓虹燈的部份。

圖 2(c)為經由本論文之 SIF 方法所得到的強化

影像。可看出影像細節已經被強化出來，而影

像並沒有如圖 2(a)過度強化的問題。 

  
(a)                 (b) 

 
(c)                  

圖 2. 夜間餐廳室外影像 

(a)原始影像 (b)直方圖均化後影像 

(c)本論文 SIF方法輸出影像 

(b) 逆光場景 

第二張影像是在戶外花圃逆光的情況下拍

攝的。圖 3(a)是原始影像，由於逆光的緣故花

圃中部分的花盆呈現類似陰影的效果，看不清

楚細節。圖 3(b)為圖(a)經直方圖均化後的影

像，雖然可明顯看到細節，但造成不自然的現

象。圖 3(c)為經過本論文之 SIF 方法處理後的

影像，可看出強化後影像在不造成過度強化的

情形下，花盆陰影的細節被顯明出來了。 

 

 

  
(a)                (b) 

 
(c) 

圖 3. 逆光所拍攝的戶外花圃影像 

(a)原始影像 (b)直方圖均化後影像 

(c)本論文 SIF方法輸出影像 

4. 系統實作結果與討論 

本論文實作部分的影像輸入擷取端設備是

採用 DVR（Digital Video Recorder）系統平台。

所使用的系統平台是屬於低價位之韓國 VOC

（Vision on Chip）公司所設計之 4通道影像輸

入之錄影系統晶片平台（VX4CTFN）[11]。輸

入畫面經DVR系平台利用網路送到連結的 PC

電腦端的遠端監控軟體，然後實作植入本論文

之 SIF方法。這個架構是模擬實際安全監控產

業中最為熱門的 IPCAM或DVR系統結合網路

的遠端監控之應用情境。圖 4(a)為實驗用 DVR

系統設備內部架構。圖 4(b)為 DVR 系統連接

攝影機示意圖。 

 
(a) 

 
(b) 

圖 4. 實驗系統架設圖 

(a)DVR系統設備系統內部圖  

(b) DVR設備連接攝影機連結圖 

本論文所提到的 SIF方法則是直接實作於

PC 電腦接收串流影像之遠端監控軟體中。當



 

PC 電腦的遠端監控軟體透過網路接收到 DVR

端傳送過來的壓縮串流影像後，遠端監控軟體

在接收解碼串流影像後，預備顯示遠端影像畫

面之前，先經由 SIF方法處理後再輸出至顯示

屏幕。 

以下我們將實際在低照度場景與逆光場景

拍攝畫面，然後分別將即時拍攝的影像經 DVR

系統由網路傳送到 PC 電腦端之遠端監控軟體

與 SIF方法處理。藉由數個範例來驗證本論文

方法在監控系統上的可行性。 

 

(a) 正常光源場景之情況 

圖 5(a)顯示 DVR 系統在正常室內光線下

所拍攝的影像。圖 5(b)為圖 5(a)後續影像經由

直方圖均化後的影像。圖 5(c)為經由本論文 SIF

方法處理圖 5(b)後續影像所得到的影像。比較

之後，可以發現在這個範例中，直方圖均化的

方法在桌面和牆壁的部分可看出有不自然的

現象，這是因為過渡強化的緣故。而與原始影

像比較，經過本論文 SIF 方法的畫面圖 5(c)，

影像可以看見些微的提升。 

  
(a)                (b) 

 
(c) 

圖 5. 正常光線下拍攝之室內影像 

(a)原始影像 (b)直方圖均化後影像 

(c)本論文 SIF方法輸出影像 

(b) 低照度場景之情況 

在低照度場景拍攝模擬環境架設時，我們

使用汽車倒車用之攝影機進行影像拍攝，如圖

6(a)所示。圖 6(b)為圖 6(a)後續影像經直方圖均

化後的影像。雖可發現對比明顯提升，但因為

硬體電子元件的特性問題，因此雜訊也相對的

被強化出來。此外，均化後的影像也呈現不自

然的現象。圖 6(c) 為圖 6(b)後續影像經由本論

文所提之 SIF方法處理後的影像，其畫面視覺

品質明顯提升且看起來十分自然。 

  
(a)                (b) 

 
(c) 

圖 6. 低照度下拍攝之影像 

(a)原始影像 (b)直方圖均化後影像 

(c)本論文 SIF方法輸出影像 

(c) 低照度場景之情況 

最後，我們在逆光環境下拍攝人物影像，

如圖 7(a)。由於人物主體與背景明顯反差過

大，因此看不清楚人物主題的細節。圖 7(b)為

圖 7(a)後續影像經過直方圖均化處理後的結

果。雖然可看出對比細節明顯提升，但影像中

的雜訊也被過度強化出來而破壞了影像品

質。圖 7(c)為圖 7(b)後續影像，經本論文之 SIF

方法處理後的畫面。與圖 7(a)比較，可發現影

像視覺品質已被明顯提升，且強化後影像看起

來十分自然。 

  
(a)                (b) 

 
(c) 

圖 7. 逆光下所拍攝的人物影像 

(a)原始影像 (b)直方圖均化後影像 

(c)本論文 SIF方法輸出影像 



 

5. 結論 

本論文逆光以影像融合為基礎並結合直方

圖均化的方法，提出一個影像強化方法，稱為

SIF 方法。我們所提出的 SIF 方法也實作於

DVR系統平台之遠端監控軟體中。經實際模擬

相關產業界在架設監控系統時所面對不同環

境光源場景，我們拍攝正常光線、低照度、逆

光等影像。將所拍攝的影像經過本論文的 SIF

方法進行強化。結果顯示影像的視覺品質均有

明顯的提升，特別是在低照度與逆光的情況

下。因此，證明本論文所提出的 SIF方法確實

能改善低照度與逆光拍攝影像的視覺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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