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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显微镜自动聚焦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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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聚焦是显微成像系统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为解决由目标内容分布及噪声引起聚焦曲线失去理想曲线特性的

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自动聚焦算法。该算法通过设定阈值剔除大量无用的图像子块，根据图像子块的梯度幅值总和

确定最终的聚焦窗口；然后通过计算窗口子块的梯度及方差，并利用像素权重进行加权，将其作为聚焦评价函数。实

验结果表明：新算法中聚焦窗口选取方法能选取到内容较丰富的子块作为聚焦窗口，且新算法中聚焦评价函数在抗

噪性、灵敏度和稳定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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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nks in the microscopic imaging system,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arget  content  and  noise  cause  the  loss  of  ideal  curv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ocusing curve, a new automatic focusing algorithm is proposed. In this algorithm, a large number of useless
image  sub-blocks  are  eliminated  by  setting  a  threshold,  and  then  the  final  focus  window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sum of the gradient amplitude of the image subblock. The gradient and variance of the window
sub-block are  calculated after  the  focus  window is  determined,  using pixel  weight  to  weight  it  as  a  focusing
evaluation  func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cusing  window  selection  method  in  the  new
algorithm can be selected as the focusing window with rich content, and the focusing evaluation function in the
new algorithm has some advantages in noise resistance, sensitivity a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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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动聚焦技术是光学显微镜成像系统中至关重

要的技术，决定其准确度、效率和稳定性。自动聚

焦技术主要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1]。主动式聚焦技

术主要通过测量被测物体与成像面的距离，再利用

成像原理计算出离焦量。被动式聚焦技术是基于数

字图像处理，通过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数据分析，

判断当前图像的聚焦程度。由于被动式聚焦技术不

需要添加额外的传感器，仅利用获取的图像序列就

能进行分析系统的聚焦状态，因此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2]。

被动式自动聚焦技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聚焦深

度法（depth from focus，DFF）；另一类是离焦深度法

（depth from defocus，DFD） [3]。DFD 需要建立一定

的数学模型，通过分析离焦图像信息，确定模糊程

度和离焦图像的关系，估算出当前位置与聚焦位置

的距离。但由于各成像系统的结构不同，建立数学

模型所需的参数存在一定的差异，故 DFD 在实际

应用中并不广泛。而 DFF 无需建立复杂的数学模

型，只需要通过分析图像的分布特点来灵活选取聚

焦窗口以及评价函数，适用性较高。其中，聚焦深

度法主要包括 3 个核心问题：聚焦窗口的选择，聚

焦评价函数的选取和搜索算法的布置[4]。

本文主要研究聚焦窗口的选择以及聚焦评价函

数的选取。在聚焦窗口选择算法方面，针对传统的

聚焦窗口选择方法不能灵活选取聚焦区域的问题，

提出一种根据图像子块梯度幅值总和变化量的聚焦

窗口选择方法。而在选取聚焦评价函数方面，针对

传统的聚焦函数受噪声影响而引起曲线失去理想特

性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梯度和方差的改进算法。

1    聚焦窗口

聚焦窗口的选取直接影响着后续聚焦算法的计

算量、复杂度和准确度[5]。传统的聚焦窗口选择方

法有中央选择法[6-7]、倒 T 型选择法[8]和黄金多点选

择法[9]等。这些方法一般先假设被测目标的位置是

固定的，或其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性，一旦被测目标

偏离或是遇到稀疏内容图像时，传统的方法具有一

定局限性。所以寻求更灵活的聚焦窗口选择方法成

为研究的热点。

1.1    理论知识

图像均值可以作为图像分割的阈值，以此大致

区分背景区域和目标区域。基于此原理，对显微图

像序列进行分块，主要分为零内容子块（包括边缘

含有部分内容区域，可忽略不计）、稀疏内容子块

（内容区域占子块内容的比小于等于 1/2）和丰富内

容子块（内容区域占子块内容的比大于 1/2）3 种。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零内容子块的每个像素灰度值

几乎都大于图像均值，丰富内容子块的每个像素灰

度值几乎小于图像均值，而稀疏内容子块中，如果

是包含较少内容区域，子块中像素灰度值大于图像

均值的像素个数占多数；反之，如果包含较多内容

区域，子块中像素灰度值小于图像均值的像素个数

占多数。

为了验证子块均值与图像均值之间的关系，本

文利用光学显微镜 XSZ-8100 采集内容丰富程度不

同的图像序列（离焦-聚焦-离焦），进行分析整理，数

据取其平均值。对图像内容稀疏的图像序列，因其

含有内容区域的子块较少，故内容子块中含内容区

域较少的子块，统一归为零内容子块（不考虑玻片

杂质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对于图像内容丰富和相对丰

富的图像序列，丰富内容子块的均值一般分布在[E-
20,E-10]内，在此范围内也含有一部分的其他两类

子块，但丰富内容子块数量占图像子块总数的比例

较大，而在小于 E-20 的范围内，虽然在此范围内也

含有一部分的其他两类子块，但含大部分内容子块

的数量占了很大的比例，并且子块数量占图像子块

总数的比例较小，故阈值选取在 E-20 能初步判定聚

焦窗口的大致区域，剔除大量的无用图像子块。在
 

表 1    图像子块均值分布范围表1）
%

图像类型
丰富子块占丰富内容子块总数 稀疏子块占稀疏内容子块总数 零内容子块占零内容子块总数

e<E-20 E-20<e<E-10 E-10<e<E e<E-10 E-10<e<E e>E e<E-10 E-10<e<E e>E

内容丰富的序列 51.65 46.55 1.8  19.8 60.98 19.22 0.13 5.82 94.05

内容相对丰富序列 43.9  46.7  9.4  2.7  41.85 55.45 0.07 0.28 99.65

内容稀疏的序列 0.02  32.48 67.5 – – – 3.7  29.6 66.7  

  注：1）E为图像均值（不同图像的均值不同），e为图像子块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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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内容较稀疏的情况下，因丰富内容子块较少，

阈值选取在任何范围内，零内容子块所占的比例较

大，故后续介绍的方法适用于除稀疏内容图像（目

标区域零星分布）之外的任意显微图像序列。

1.2    聚焦窗口选择算法

本文的聚焦窗口选择算法先通过表 1 设定阈值

剔除大量的无用子块，再根据子块的梯度幅值总和

的变化量确定聚焦窗口。具体步骤如下：

M×N f1）对像素大小为 的图像 求图像均值：

E =
1

MN

M∑
x=1

N∑
y=1

f (x,y) (1)

f (x,y) (x,y)其中 为图像像素点 处的灰度值。

w×w m×n2）把图像分割为 大小的 个子块，根据

式（1）求图像子块均值：

e(i, j) =
1
w2

w∑
x=1

w∑
y=1

f (x,y) (2)

m = M/w n = N/w (i, j)其中 ， ， 为图像子块坐标。

3）根据子块均值大小对子块进行二值化处理：

S (i, j) =
{

1 e(i, j) < E−20
0 else

(3)

S (i, j) > 0

S (i, j) < 0

同时根据子块二值化结果对图像块进行筛选，

保 留 的 子 块 ， 剔 除 大 量 无 用 的 子 块

。

f (x,y)4）定义图像 在点 处的梯度为
g(x,y) = | f (x,y)− f (x−1,y)|+ | f (x,y)− f (x,y−1)| (4)

(i, j)因此子块 的梯度幅值变化总和为

H(i, j) =
w∑

x=1

w∑
y=1

g(x,y) (5)

(i, j)因此沿 Z轴移动子块 梯度幅值总和差值为
E(i, j) = |H(i, j)−H′(i, j)| (6)

H′(i, j)其中 为显微镜载物台沿 Z轴移动一小段距离

后同一位置子块的梯度幅值总和。

E(i, j)

判断图像子块是否满足式（4）~式（6），若满足

要求，则从满足条件的图像子块中选取 变化最

大的两个图像子块作为聚焦窗口。

E(i, j)

E(i, j)

E(i, j)

在聚焦过程中，只有内容像素的梯度幅值发生

显著变化，而杂质像素和背景像素的梯度幅值基本

不变[10]。内容子块的 变化较为明显，零内容子

块的 基本不变（或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故选

取 变化最大的两个子块作为最终的聚焦窗口。

2    聚焦评价函数

传统的聚焦函数分为 3 类：梯度类评价函数、

频域类评价函数和统计类评价函数[11-12]。其中基于

频域的聚焦评价函数比较复杂，计算量大，在实际

应用中并不多。而基于梯度类函数与统计类函数因

计算简单，在实际应用较为广泛。

传统的聚焦评价函数易受噪声的影响，引起函

数性能下降，进而导致聚焦的不准确。本文提出一

种基于梯度和方差的改进算法，该算法将梯度评价

函数与方差评价函数结合，利用每个像素的权重进

行加权，计算简单且能提高其灵敏度、清晰度比率

和抗噪性。

在传统的聚焦评价函数中，Tenengrad 函数是

性能比较优异的梯度类函数。该函数基于 Sobel 算
子，由于 Sobel 算子结合了高斯平滑和微分，所以

Tenengrad 函数对噪声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故本文

选用性能较好的 Tenengrad 函数来构建新的聚焦评

价函数。

f (x,y)对图像 每个像素点 的水平及垂直差分进

行平方运算，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抗噪声的作用。
p(x,y) = g2

x(x,y)+g2
y(x,y)

Sx =

 −1 0 1
−2 0 2
−1 0 1

 ,Sy =

 −1 −2 −1
0 0 0
1 2 1

 (7)

gx(x,y) gy(x,y)

Sx Sy

其中 和 分别表示图像与水平和垂直

Sobel 算子 和 的卷积。

p(x,y)

p(x,y)

由于清晰图像一般比离焦图像具有更大的梯度

变化，因此图像的梯度值方差同样也可以区分内容

像素和背景像素。故对每个像素点的 进行求

方差，方差反映数据波动的大小，可看出每个像素

点 的偏离程度。
q(x,y) = [p(x,y)−

−
p]2

−
p =

1
MN

M∑
x=1

N∑
y=1

p(x,y)
(8)

−
p p(x,y)其中 是图像每个像素点 的平均值。

q(x,y)

不同的像素有不同的作用，而在聚焦过程中，

背景像素和杂质像素会影响聚焦函数的曲线性能，

为了减少其影响，对 用像素的灰度值权重进行

加权。 
F =

M∑
x=1

N∑
y=1

[q(x,y)× f (x,y)
T

]

T =
M∑

x=1

N∑
y=1

f (x,y)
(9)

T F其中 为图像的灰度平均值， 为聚焦评价函数值。

在聚焦过程中，背景像素和杂质像素的灰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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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q(x,y)

q(x,y)

基本不变（或变化很小），而内容像素的灰度值发生

显著的变化。利用这个性质，可以发现在聚焦过程

中，内容像素的灰度值权重越来越大。通过对 q
进行加权，使得内容像素的 比重加大，而

背景像素和杂质像素的 比重减少，进一步突出

了聚焦图像和离焦图像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聚焦函数的灵敏度。

3    实验与分析

本文实验坏境为：CPU，Intel（R） Core（TM）i7-
6700 3.4GHz；RAM，8.00GB；Matlab（R2014a）。

本文实验图片（480×640）均通过梧州奥卡光学

仪器公司研发的光学显微镜（XSZ-8100）进行采集。

实验中选用 2 组图像大小为 480×640 的显微图像

序列（离焦-聚焦-离焦），聚焦图像如图 1（a）~图 1（b）
所示。图中所示的图像序列，最佳聚焦位置在第

41 帧。

3.1    聚焦窗口选择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分别与中心选择

法、多点选择法和倒 T 选择法进行对比实验，聚焦

评价函数采用性能优异的 Tenengrad 函数。实验仿

真结果如图 2 所示。

从实验结果来看，对于内容丰富的图像序列

(图 1（a）），传统的方法和本文方法都能够使聚焦评

价函数曲线具有单峰性，不存在局部峰值。这是由

于图像内容丰富，传统的取窗方法也能纳入更多的

图像内容。而当被测物体偏离中心区域（图 1（b）），
在取窗足够大的情况下，传统的取窗方法能纳入一

部分的图像内容，但由于纳入的非内容区域过多，

会导致曲线出现局部极值，而本文方法的曲线还能

保持曲线的单峰性。可见本文方法能确保选取到含

有大量内容区域的子块作为聚焦窗口。

3.2    聚焦函数性能实验

3.2.1    仿真实验
为验证本文函数的性能，选取 Variance 函数[13]、

Robert 函数 [14]、EOG 函数 [15]、Tenengrad 函数 [15]以及

文献[16]的 SV 函数（Sobel 函数和方差函数结合）

进行对比实验。聚焦窗口的选取方法则选用本文

1.2 所提的方法。图 3（a）是无噪声情况下的仿真曲

线。图 3（b）则是图像序列加入随机噪声的仿真曲线。

(a) 肾切片聚焦图像 (b) 肺切片聚焦图像
 

图 1    显微图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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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取窗方法对比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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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聚焦函数仿真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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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当无噪声干扰时，传统的聚焦评价

函数和本文函数均满足单峰性和无偏性，且保持理

想曲线的特性，但本文函数灵敏度更高。当有噪声

干扰时，本文函数的仿真曲线还能保持单峰性和无

偏性，且平缓区波动较小，而其他评价函数的仿真

曲线波动较明显，失去理想曲线的特性，说明本文

函数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3.2.2    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性能上的改进，利用文献[15]
中提出的评价指标对各聚焦函数进行定量分析。

清晰度比率表达式为
R = Fmax/Fmin (10)

Fmax Fmin其中 和 为聚焦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小

值应在聚焦曲线的平缓区取得）。

灵敏度因子表达式为
S = [Fmax−F(xmax+ x1)]/F(xmax+ x1) (11)

x1 xmax其中 为横坐标变化量， 为函数最大值的横

坐标。

首先假设采样点有 N个（曲线的平缓区取得），

则定义 N个点的函数值标准差为平缓区波动量，其

表达式为

V =

√√
1
N

N∑
i=1

(F(i)−
−
f ) (12)

−
f其中 为平缓区的灰度均值。

对各函数进行定量分析如表 2 所示，给出在随

机噪声的影响下，各函数的清晰度比率（R）、灵敏度

因子（S）、平缓区波动量（V）和处理时间（T）。

从表 2 可以看出，本文函数的灵敏度明显高于

其他函数，说明本文函数在有噪声的影响下，函数

最大值附近变化剧烈，适用于细聚焦过程。本文函

数的清晰度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函数，说明本文函数

在有噪声的情况下，对不同离焦程度的图像分辨能

力强，这也说明该函数抗噪声能力较强。本文函数

的平缓区波动量小，说明该函数在噪声的干扰下还

能保持平缓区波动平衡，稳定性较强。从时间来

看，本文函数相比于传统聚焦评价函数，时间相差

不大。本文提出的算法是基于文献[16]的基础上进

行改进的，相比于文献[16]的 SV 算法，本文算法的

清晰度比率、灵敏度因子和平缓区波动量都有了提

高，并且实验用时比 SV 函数少。

从以上分析的结果来看，本文提出的算法在抗

噪性、灵敏度和稳定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且适

用于光学显微成像系统。

4    结束语

在光学显微镜系统聚焦的过程中，传统的聚焦

窗口选择方法并不能满足聚焦的要求，一旦目标区

域偏离中心区域或是目标区域较小，往往都会导致

聚焦失败。本文提出的新算法能选取到含内容区域

较多的图像块作为聚焦窗口。聚焦评价函数是自动

聚焦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个理想的聚焦函数，应该

满足无偏性、单峰性和抗噪性。本文提出的算法在

噪声的干扰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稳定性和抗噪

性。综上，本文提出的聚焦窗口选取方法以及聚焦

评价函数适用于显微成像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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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系统测量数据求取手眼关系中的旋转部分；然后

控制机械臂末端进行 1 次旋转运动，通过末端旋转

量、双目视觉系统测量数据以及手眼关系旋转部分

求取手眼关系中的平移部分。同时以 SIASUN
SR6C 机器人为实验对象进行视觉关联机器人定位

准确度试验。结果证明，所提出的求解手眼关系转

换矩阵的方法具有较高准确度。本文方法避免矩阵

方程的复杂求解，也无需机械臂做正交运动，操作

过程简洁，标定准确度较高，有利于工程中的实际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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