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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血细胞图像中白细胞与其它细胞色彩接近、亮度不均匀等问题，采用了一种基于ＣＹ颜色空间的白
细胞分割方法，将原来的ＲＧＢ图像转化为ＣＹ图像，分离ＣＹ图像获得包含全部信息的ＢＹ颜色分量图像，再根据连通
域面积筛选、开运算、像素点操作得到完整的白细胞图像；提取对比度拉伸后的 Ｇ图像，阈值分割得到细胞核的大概位
置，再用连通域面积筛选、开运算方法分割出完整的细胞核图像。结果表明，本文中的算法对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单核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图像都具有较好的分割精度，分别取得了９４．３３％，９１．６０％，９７．７２％，９８．６６％的准确率。本文
中的算法能较完整地分割出白细胞，为后续分类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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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医学图像分析是当前最有价值也最复杂的研究领

域之一。医学图像分析是当前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

现在学者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学图像处理，使

其过程更加便捷。常规血检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白细胞

计数，传统的白细胞计数是医生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

血液图片来实现，医生的经验、精力等对计数的准确性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通过分析不同种类白细胞在

血液中的含量，是检验白血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白细胞

在人体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防御功能，因此白细胞的

研究意义极大。

目前，国外在白细胞分割方面的研究有很多。

ＡＮＧＵＬＯ等人［１］等提出了基于自动阈值和二进制滤

波的分割算法，但没有定量分析实验结果；ＤＯＲＩＮＩ等



第４３卷　第４期 刘　阳　基于ＲＧＢ和ＣＹ颜色空间的白细胞分割 　

人［２］提出了一种分水岭变换的分割方法；ＥＬＤＡＨＳ
ＨＡＮ等人［３］将六角锥体模型颜色空间的 Ｈ通道图像
用于图像分割，效果显著，但没有讨论该方法在细胞重

叠时的分割精度；ＰＩＵＲＩ等人［４］提出了一种基于边缘

检测的分割方法，并利用形态学特征训练神经网络来

识别细胞。ＪＯＳＨＩＤ等人［５］运用Ｏｔｓｕ阈值分割算法分
割细胞质，方法简单，但是过程繁琐。ＲＡＺＺＡＫ等人［６］

提出一种基于传统轮廓感知算法的卷积神经网络，具

有较高的分割精度，但是实验对硬件、数据集要求较

高；ＳＡＪＪＡＤ等人［７］提出一种将色调、饱和度、强度

（ｈｕ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ＨＳＩ）颜色空间与 Ｋｍｅａｎｓ相
结合的聚类分割算法，计算成本低。

近几年白细胞分割也是国内的研究热点之一。

２００５年，ＣＡＩ等人［８］提出基于 ＨＳＩ彩色空间分割细胞
核，确定白细胞的大致位置，再结合流域算法、主动轮

廓模型分割完整的白细胞图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

是比较依赖图像的颜色信息。２００８年，ＹＡＮＧ等人［９］

提出了采用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ＬＭ）算法的改进多
层前馈网络（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ＢＰ），取得较好的分割
结果。２０１０年，ＹＩＮ等人［１０］提出改进 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方
法分割出细胞核，再结合区域生长算法完成白细胞分

割，但是其算法在分割细胞质时效果较差。２０１３年，
ＷＡＮＧ等人［１１］提出一种基于 Ｈ分量直方图变换的分
割算法，但是没有定量分析分割结果。２０１６年，ＨＯＵ
等人［１２］提出一种结合最大期望算法（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ｘ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Ｍ）聚类的改进分水岭算法，效果
显著。

上述文献中所用实验数据集中的白细胞图像和背

景色差较大，降低了分割难度和复杂度。而本文中提

出的基于 ＲＧＢ，ＣＹ颜色空间的分割算法，在色差较
小的图像中也能准确实施分割。

１　方　法

１．１　方法流程
１．１．１　细胞核分割流程　主要利用白细胞ＲＧＢ图像
中Ｇ颜色分量将白细胞的细胞核与背景分离，得到比
较完整的细胞核图像。该流程主要分为５个步骤（如
图１所示）：（１）对原图进行对比度拉伸，得到拉伸后
的图像；（２）提取拉伸后图像的 Ｇ颜色分量图像；（３）
二值化 Ｇ颜色分量图像，标记连通域，根据连通域面
积进行粗分割，获得细胞核的二值图；（４）将Ｇ颜色分
量的二值图像与粗分割得到的图像信息融合，得到

完整细胞核图像；（５）在 ＲＧＢ颜色空间中显示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ｎｕｃｌｅｕｓ

图像。

１．１．２　白细胞分割流程　利用颜色空间分割白细
胞［１３１６］的方法很多，大多数是提取Ｈ通道图像分割白
细胞。本文中首次将 ＣＹ颜色空间中的 ＢＹ颜色分
量用于分割白细胞图像。该流程主要分为 ７个步骤
（如图２所示）：（１）将原图从ＲＧＢ颜色空间直接转化
　　

Ｆｉｇ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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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ＢＹ颜色分量图像；（２）得到 ＢＹ颜色分量的二值
化图像；（３）根据连通域的面积粗分割得到大概的白
细胞图像；（４）开运算处理，像素点操作，分离边缘粘
连部分；（５）进行面积筛选，去除粘连部分，得到白细
胞图像；（６）用７×７的中值滤波器平滑图像边缘；（７）
在原ＲＧＢ图像上显示实验结果。
１．２　对比度拉伸

对比度拉伸，也称灰度拉伸，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点

运算。进行对比度拉伸的目的是扩展图像的直方图，

使其充满整个灰度等级范围内。公式如下：

ｇ（ｘ，ｙ）＝ ２５５Ｄ－Ａ×［ｆ（ｘ，ｙ）－Ａ］ （１）

式中，ｆ（ｘ，ｙ）为输入图像，ｇ（ｘ，ｙ）为输出图像；Ａ＝
ｍｉｎ［ｆ（ｘ，ｙ）］，是原图最小灰度级；Ｄ＝ｍａｘ［ｆ（ｘ，ｙ）］，
是原图最大灰度级。

如果灰度图像中最小值 Ａ＝０，最大值 Ｄ＝２５５，则
图像没有什么改变。因此，针对本文中所使用数据集，

经过多次实验，最终确定Ｇ通道图像 Ａ＝８８，Ｄ＝２５０；
Ｂ通道图像 Ａ＝１３０，Ｄ＝２５０；Ｒ通道图像 Ａ＝５０，Ｄ＝
２５５，此时效果最佳。结果如图３所示。

Ｆｉｇ３　ａ—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ＲＧＢｉｍａｇｅ　ｂ—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ＲＧＢｉｍａｇｅｓ

１．３　ＣＹ颜色空间
本文中所使用的 ＣＹ颜色空间，与其它颜色空间

类似，都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将图像从ＲＧＢ颜色空间转
为ＣＹ颜色空间。ＣＹ颜色空间包括ＲＹ，ＢＹ，ＧＹ３
个颜色分量和一个亮度分量 Ｙ［１７］。定义颜色时，只需
要３个颜色分量中的任意两个就行。

从ＲＧＢ颜色空间到ＣＹ颜色空间需要一个３×３
的矩阵，公式如下：

Ｙ
Ｘ







Ｚ
＝

０．２９９ ０．５８７ ０．１１４
０．７０１ －０．５８７ －０．１１４
－０．２９９ －０．５８７ ０．







８８６

Ｒ
Ｇ







Ｂ
（２）

　　（２）式表示，ＣＹ颜色空间采用的是 ＲＹ，ＢＹ两

个颜色分量和亮度分量 Ｙ，而 Ｘ，Ｚ分别表示 ＲＹ，ＢＹ
的两个颜色分量。

Ｓ＝ Ｘ２＋Ｚ槡
２ （３）

θ＝
ｔａｎ－１ Ｘ[ ]Ｚ，（Ｓ≠０）
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Ｓ＝０

{
）

（４）

　　（３）式、（４）式中的 Ｓ表示 ＣＹ颜色空间的饱和
度。当饱和度Ｓ＝０时，ＲＹ，ＢＹ两个颜色分量重合，
不能区分。

也可以通过下式将图像从 ＣＹ颜色空间转换到
ＲＧＢ颜色空间：

Ｒ
Ｇ







Ｂ
＝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１ －０．５０９ －０．１９４
０．１ ０．０ ０．







１

Ｙ
Ｘ







Ｚ

（５）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材料
为验证算法的正确性和稳定性，对白细胞图像应

用本文中的算法进行了实验。实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Ｐｅｎｔｉｕｍ３．４ＧＨｚ，８ＧＢ，Ｐｙｔｈｏｎ３．６。本文中所采用数
据集中的图像都为 ＪＰＥＧ格式，分辨率为 ３２０×２４０。
由于染色种类、时间差异和成像设备的不同，导致所数

据集图像中细胞之间、细胞与背景之间色差较小，并且

有不同程度的黑色边框，因此，使用本文中数据集分割

起来更加困难。

２．２　实验结果
本实验中采用参考文献［１８］中分割算法和参考

文献［１９］中分割算法作为对比算法。参考文献［１８］
中先在图像中自动检测白细胞，利用灰度直方图分割

细胞核，通过ＧｒａｂＣｕｔ算法迭代分割出细胞质，此方法
延续了ＧｒａｂＣｕｔ算法速度快、精度高的特点，但是算法
中还存在如何确定检测窗口的大小、提高自适性等问

题。参考文献［２０］中将图像中的颜色信息与阈值算
法结合用于白细胞分割，方法简单、有效，但是对图像

的颜色信息过于依赖。实验中使用参考文献［１８］中
分割算法、参考文献［１９］中分割算法、本文中算法分
别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

图像进行分割，将分割后的图像与专家手工标记的图

像进行比较，实验结果如图４所示。从实验结果可以
看出，本文中算法对粘连细胞也有较好的分割性能。

本文中采取两种分割误差测量方法、准确度以及

分割时间对３种分割方法进行评价，Ｏ是过分割率、Ｕ
是欠分割率［２０］、Ｃ是准确度：

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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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ｂ—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８］
ｗｅｒｅｕｓｅｄ　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ｗｅｒｅｕｓｅｄ
　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ｒｅｕｓｅｄ

Ｏ＝
ＯＰ

ＵＰ＋ＤＰ
（６）

Ｕ＝
ＵＰ

ＵＰ＋ＤＰ
（７）

Ｃ＝１－Ｏ－Ｕ （８）
式中，ＯＰ是分割结果中应该包含但没有包含的像素
点；ＵＰ是分割结果中不应该包含但包含的像素点；ＤＰ
是手工分割结果中包含的全部像素点；其中下标 Ｐ表
示图像的像素点。表１中给出了３种分割算法在嗜酸
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４种细
胞图像中的分割误差和准确度。

从表１中对于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
和嗜中性粒细胞图像分割的准确度可以看出，本文中

算法明显优于其它两种算法，对于单核细胞和嗜中性

粒细胞图像分割的效果明显，但是对于粘连情况明显

的淋巴细胞分割性能还需进一步优化。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 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 Ｕ／％ Ｃ／％ Ｏ／％ Ｕ／％ Ｃ／％ Ｏ／％ Ｕ／％ Ｃ／％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 １８．６１ ０．３０ ８１．０９ ２．３９ ３．９３ ９３．６８ ２．１８ ３．４９ ９４．３３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５８．９５ ０．００ ４１．９６ １１．７８ ４．１６ ８４．０６ ７．７３ ０．６７ ９１．６０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 ６．７１ ０．２１ ９３．０８ ０．００ １４．４４ ８５．５６ １．１０ １．１８ ９７．７２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 ４４．０９ ０．００ ５５．９１ ０．４９ ２７．１７ ７２．３４ ０．５４ ０．７９ ９８．６７

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０．９３４０ ０．３２８８ ０．３１５２

３　结　论

本文中提出一种基于 ＲＧＢ，ＣＹ颜色空间的分割
算法，并对血液显微图像的白细胞进行了分割实验研

究。通过ＲＧＢ颜色空间中的 Ｇ颜色分量，可以准确
地分割出细胞核，避免血小板和背景的干扰。同时，首

次将ＣＹ颜色空间的ＲＹ颜色分量运用于细胞分割，
对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

图像都具有较好的分割精度，分别达到了 ９４．３３％，
９１．６０％，９７．７２％，９８．６６％的准确率，为后续分类实验
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由于细胞粘连情况复杂多样，因此进一步研究更

加有效地分割方法是今后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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