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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虚拟绘制视点之间的强相关性，提高光场图像的压缩效率，提出一种基于视点相关性的光场图像压

缩算法。该算法基于高清视频编码屏幕内容编码扩展平台，利用线性加权算法以及帧内块拷贝混合预测算法来提升编

码块的预测精度；并利用率失真优化过程来自适应地选择最优的编码块大小以及预测模式。结果表明，所提算法相比于

高清视频编码标准可以获得２．５５ｄＢ的平均ＢＤ峰值信噪比编码增益，同时可以获得较好的虚拟视点绘制质量。该算法
充分利用虚拟绘制视点之间的强相关性，提高了光场图像的编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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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３维空间中光线强度的传输特性可以用光场来表
征。１９９１年，ＡＤＥＬＳＯＮ和 ＢＥＲＧＥＮ等人［１］根据人眼

对外部光线的视觉感知情况，提出利用７维全光函数
来表征空间光线强度分布。７维全光函数主要由空间

　　

中某点的３维坐标、光线传播方向、波长以及时间７个
维度构成。但是如此高维的数据存在记录与处理的困

难。因此，ＭｃＭＩＬＬＡＮ等人［２］对全光函数进行简化，提

出用５维光场函数来表征任一时刻的自由空间光线。
１９９６年，ＬＥＶＯＹ［３］和 ＧＯＲＴＬＥＲ［４］又提出利用一组平
行双平面来记录空间中光线的角度和位置信息，搭建

了“双平面”表征模型，将５维光场函数进一步降维到
４维光场函数。

基于４维光场理论以及现代光学成像技术的发
展，多种光场成像系统被提出，例如光场相机阵列［５］、

Ｌｙｔｒｏ光场相机［６］以及 Ｒａｙｔｒｉｘ光场相机［７］等。其中，

Ｌｙｔｒｏ光场相机可以通过单次曝光获取３维场景中光
线的位置与角度４维信息，打破了传统成像系统只能
记录光线２维信息的瓶颈。同时，由于光线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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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入，使得Ｌｙｔｒｏ光场相机具有了“先拍照，后聚焦”
的优势，促进了其在计算机视觉［８］各个层面上的广泛

应用［９］。

为了使获取的光场图像满足高清需求，就需要大

量的数据来表示光场图像。这使得光场图像的数据量

远远高于传统的自然２Ｄ图像，给光场图像的存储与
传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而，光场图像的存储与传

输又是光场成像技术应用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针

对光场图像内容的压缩算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针对光场图像的压缩编码算法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基于伪序列的压缩算法以及基于空间相关性

的压缩算法。基于伪序列的编码算法［１０１３］核心思想

是将光场图像分解为多视点图像。然后将获取的多视

点图像重组为一个视频序列，利用现有的视频编码标

准［１４］对其进行压缩编码。但是该类算法需要获取光

场图像准确的几何信息，以便提取多视点图像。基于

空间相关性压缩算法［１５１９］的核心思想是利用光场图

像中相邻子图像（ｍｉｃｒｏｉｍａｇｅｓ，ＭＩｓ）的强相关性来对
光场图像进行压缩。虽然该类算法可以通过探索光场

图像的自相关性来提升编码效率，但是很多压缩算法

对于光场图像内容中的纹理复杂区域的预测精度并不

高。此外，由于光场图像中包含３维场景的４维信息，
可以从光场图像中提取出视点图像，且提取的视点图

像之间同样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但是，很多算法

并没有充分探索视点图像间的强相关性来提升光场图

像编码效率。因此，本文中提出一种基于视点图像空

间相关性的光场图像压缩算法。在充分利用提取视点

图像之间的高空间相关性的同时，设计一种混合线性

加权预测与帧内块拷贝（ｉｎｔｒａｂｌｏｃｋｃｏｐｙ，ＩＢＣ）预测
的预测算法，提升纹理复杂区域的预测精度，进而提高

光场图像的编码效率。

１　视点提取及相关性分析

光场图像由一组子图像阵列构成，包含了３维场
景中光线的位置及角度信息。因此，可以从光场图像

中绘制出视点图像。每一个视点图像表示３维场景光
线在不同方向上的正交投影。绘制视点图像最简单的

方式是在组成光场图像的每个子图像相同位置处提取

一个像素点，然后拼接成一幅视点图像。然而，提取一

个像素点绘制的视点图像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分

辨率较低；二是绘制的视点图像块效应较为严重。这

些问题均会削弱绘制视点图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因

此，本文中将采用在每个子图像相同位置处提取一个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ｉｍａｇｅｓ

像素块的方式来绘制视点图像。绘制过程如图 １所
示。假设从每个子图像相同位置提取一个 Ｐ×Ｐ的像
素块，子图像的个数为 Ｎｘ×Ｎｙ，则绘制的视点图像的
分辨率为Ｐ·Ｎｘ×Ｐ·Ｎｙ。通过改变提取像素块的位
置，可以获取不同水平与垂直视角下的视点图像。当

子图像中所有的像素块被提取后，可以获得一个视点

图像阵列。

图２中给出了Ｌｕａｒａ光场图像的原始光场图像数
据以及绘制视点图像阵列数据的表示形式。从图２中
可以看出，绘制的视点图像之间存在较大的重叠区域，

相邻的绘制视点之间视差较小。因此，绘制视点之间

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这些相关性可以进一步用来提升

光场图像的编码效率。为了能够探索绘制视点图像阵

列的强相关性，本文中将绘制的视点图像阵列按照提

取块在子图像中的位置进行拼接，组成视点阵列图。

视点阵列图像并没有改变原始光场图像的信息，只是

像素块的重新排列。因此，视点阵列图可以看作光场

图像的等价表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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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混合线性加权与帧内块拷贝的光场图像编
码预测算法

　　为了能够充分利用视点阵列图强相关性来提升光
场图像的编码效率，本文中提出一种混合线性加权与

帧内块拷贝的编码块预测算法。该算法基于高清视频

编码（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ＨＥＶＣ）屏幕编码扩
展平台（ｓｃｒｅ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ｄ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Ｃ），将线性
加权算法与帧内块拷贝算法利用率失真优化过程进行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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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进一步提高编码块的预测精度。

假设当前编码块像素值用列向量ｘ０表示，与当前
编码块相邻的厚度为 Ｔ的像素块的像素值用列向量
ｙ０表示。本文中所提算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已知
的编码重建区域来获取当前编码块的最佳预测值。基

于视点阵列图的强相关性，本文中首先在已知重建区

域中相邻视点图中搜索得到当前编码块的 Ｋ个最近
邻像素块，然后利用线性加权算法得到当前编码块的

最佳预测。针对线性加权算法在纹理复杂区域预测精

度不高的问题，本文中提出利用帧内块拷贝的预测算

法来提高纹理复杂区域的预测精度。

２．１　线性加权预测算法
本文中所提的线性加权预测算法是利用当前编码

块的Ｋ个最近邻像素块的线性加权值作为当前编码
块的最佳预测值，主要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是 Ｋ个
最近邻像素块的获取；二是加权矢量系数的计算。

为了能够获取当前编码块的 Ｋ个最近邻像素块，
充分利用视点阵列图的强相关性，在重建区域与当前

视点图相邻的视点图中进行匹配搜索。由于当前编码

块是未知的，利用与当前编码块相邻的厚度为 Ｔ的像
素块，以欧氏距离作为匹配准则进行搜索。搜索过程

中首先获得矢量ｙ０的Ｋ个最近邻像素块，然后根据相
应的位置关系获得当前编码块的 Ｋ个最近邻像素块。
由于搜索过程非常耗时，因此，本文中限定了搜索范围

来降低搜索过程计算复杂度。图３中给出了在相邻的
左视点、上视点以及左上视点中指定的搜索范围。假

设虚拟绘制视点的宽度及高度分别为 Ｗｖｉｅｗ与 Ｈｖｉｅｗ，当
前编码块的坐标为（ｃｘ，ｃｙ）。相邻视点图像中，与当前
编码块相对应的像素块坐标如图３所示。根据相邻视
点图像中对应的像素块坐标，在相邻左视点中的搜索

范围为水平方向２Ｈ的范围，在相邻上视点中的索索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ｒａｎｇｅ

范围为垂直方向上２Ｖ的范围，在左上视点中的搜索范
围是Ｖ×Ｈ的范围。

在获取当前编码块的 Ｋ个最近邻像素块后，将利
用线性加权算法得到当前编码块的最佳预测。假设获

取的当前编码块ｘ０的 Ｋ个最近邻像素块用矢量 Ｘ＝
｛ｘｋ ｋ＝１，２，…，Ｋ｝表示，像素块 ｙ０的 Ｋ个最近邻像
素块用矢量Ｙ＝｛ｙｋ ｋ＝１，２，…，Ｋ｝表示。线性加权预
测过程可以表示为：

ｘ^０ ＝∑
Ｋ

ｋ＝１
ωｋ·ｘｋ （１）

式中，矢量 ｘ^０为当前编码块 ｘ０的预测向量，矢量 ωｋ
为加权矢量系数。

为了获取加权矢量系数ωｋ，本文中充分考虑到矢
量ｘ０与矢量ｙ０的相关性，利用 ｙ０及其 Ｋ个最近邻像
素块Ｙ来近似估计ωｋ。估计过程可以表示为：

ｍｉｎ
ω^ｋ
‖ｙ０－∑

Ｋ

ｋ＝１
ω^ｋ·ｙｋ‖２

２，∑
Ｋ

ｋ＝１
ω^ｋ ＝( )１ （２）

式中，^ωｋ为加权矢量系数ωｋ的近似值，将作为加权矢
量用于当前编码块的线性加权预测。

２．２　帧内块拷贝预测算法
对于纹理复杂区域，由于当前编码块ｘ０与其相邻

的像素块ｙ０的相关性较低，利用线性加权预测算法很
难获得较高的预测精度。因此，本文中提出利用帧内

块拷贝预测算法来提高纹理复杂区域的预测精度。与

线性加权预测算法不同，帧内块拷贝算法利用当前编码

块的原始像素值在已知的编码重建区域中进行搜索，获

得当前编码块的最佳预测。记录下当前编码块与最佳

预测块之间的位移矢量。然后将记录的位移矢量传输

到解码端，以辅助解码端根据位移矢量获取当前编码块

的最佳预测像素块。本文中位移矢量的搜索范围设定

为所有已知编码重建区域。搜索过程如图４所示。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ｒａｂｌｏｃｋｃｏｐｙ

２．３　所提预测算法在ＨＥＶＣＳＣＣ平台上的集成
由于 ＨＥＶＣＳＣＣ平台中嵌入了帧间块拷贝预测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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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因此本文中选择将所提预测算法集成到 ＨＥＶＣ
ＳＣＣ平台上。为了避免修改比特流结构，本文中提出
将所提的线性加权预测算法替换 ＨＥＶＣＳＣＣ帧内编
码提供的３５种角度预测模式中的任意一种预测模式。
换言之，所提线性加权预测算法获得的当前编码块的

预测值将替换利用某一角度预测模式获得的编码块的

预测值。

ＨＥＶＣＳＣＣ帧内编码提供了灵活的四叉树编码结
构，支持编码树单元（ｃｏｄｉｎｇｔｒｅｅｕｎｉｔ，ＣＴＵ）最大到
６４ｐｉｘｅｌ×６４ｐｉｘｅｌ的扩展。ＣＴＵ又可以进一步根据四
叉树结构划分为更小的编码单元（ｃｏｄｉｎｇｕｎｉｔ，ＣＵ）。
预测单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ＰＵ）可以通过ＣＵ分割得到，
是编码块预测的基本单元，支持 ４ｐｉｘｅｌ×４ｐｉｘｅｌ到
６４ｐｉｘｅｌ×６４ｐｉｘｅｌ的块尺寸扩展。但是由于光场图像
内容纹理复杂度要远高于自然２Ｄ图像，编码器很少
选择６４ｐｉｘｅｌ×６４ｐｉｘｅｌ作为 ＰＵ块尺寸。因此，只选择
４ｐｉｘｅｌ×４ｐｉｘｅｌ到３２ｐｉｘｅｌ×３２ｐｉｘｅｌ的 ＰＵ尺寸扩展，以
降低部分算法复杂度。

为了在帧内角度预测模式、线性加权预测模式以

及帧内块拷贝模式中选择ＰＵ的最优预测模式及最佳
块尺寸，采用率失真优化过程作为衡量标准。率失真

优化表示为：

Ｊ ＝ａｒｇｍｉｎ
ｄ∈Ｄ

（ａｒｇｍｉｎ
ｐ∈Ｐ

Ｊｍ）

Ｊｍ ＝（Ｓｌ＋ωｃ×Ｓｃ）＋λｍ ×Ｒ
{

ｍ

（３）

式中，Ｊ表示率失真代价，Ｊｍ表示块尺寸为 ｄ、预测模
式为ｐ情况下的率失真代价。Ｄ∈｛０，１，２，３｝表示 ＰＵ
从３２ｐｉｘｅｌ×３２ｐｉｘｅｌ到４ｐｉｘｅｌ×４ｐｉｘｅｌ的块尺寸，Ｐ表示
所有的候选预测模式。Ｓｌ与 Ｓｃ分别表示当前 ＰＵ亮
度和色度与在块尺寸 ｄ、预测模式为 ｐ情况下预测重
建块的亮度与色度值之间的失真。ωｃ为色度部分的
加权系数，λｍ为拉格朗日乘子，Ｒｍ表示编码当前 ＰＵ
所需要的比特数。

本文中所提的视点阵列图编码算法采用遍历 ＰＵ
所有的块尺寸以及所有的预测模式的方式来提高编码

块的预测精度。其中，预测模式主要包括帧内角度预

测模式、线性加权预测模式以及帧内块拷贝模式。所

提算法可以在确保编码图像虚拟质量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视点阵列图的编码效率。

３　实验结果

实验中以 ＨＥＶＣＳＣＣ参考软件 ＳＣＭ３．０［２０］为测
试平台，聚焦光场图像 ｂｉｋｅ，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Ｌａｕｒａ以及

ｓｅａｇｕｌｌ作为测试集。测试聚焦光场图像原始分辨率为
７２４０ｐｉｘｅｌ×５４３２ｐｉｘｅｌ，子图像分辨率为 ７５ｐｉｘｅｌ×
７５ｐｉｘｅｌ。由于子图像边缘存在光晕现象［１８］，因此在实

验过程中将每个子图像在中心位置处裁剪６４ｐｉｘｅｌ×
６４ｐｉｘｅｌ大小的像素块，拼接成新的光场图像作为实验
测试序列。所有测试序列均转化为ＹＵＶ为４∶２∶０的形
式送入编码器进行压缩编码。实验中编码器配置文件

设置为“ａｌｌｉｎｔｒａ”［２１］，４个量化参量（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ＱＰ）设置为２２，２７，３２及３７。为了验证本文中
算法的有效性，将其与４个编码算法进行对比：原始
ＨＥＶＣ编码算法（ＨＥＶＣ）、集成了 ＩＢＣ的 ＨＥＶＣ扩展
参考软件ＨＥＶＣＲＥｘｔ６．０［２２］（ＨＥＶＣＲＥｘｔ）、参考文献
［１９］中提出的视差补偿预测算法（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ＤＣＣＭ）以及 ＨＥＶＣ屏幕扩展编码
标准［２３］（ＨＥＶＣＳＣＣ）。经典的 ＢＤ峰值信噪比
（ＢＪＯＮＴＥＧＡＡＲＤｄｅｌｔａｐ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ＢＤ
ＰＳＮＲ）以及ＢＤｒａｔｅ将作为评价标准来衡量算法的编
码效率。

视点提取过程中，提取块大小设置为 ８ｐｉｘｅｌ×
８ｐｉｘｅｌ。当前编码块最近邻像素块搜索过程中，厚度 Ｔ
设置为当前编码块的尺寸，且在相邻视点图像中分别

搜索３个与当前编码块最相近的像素块来预测编码
块。实验过程中，所提线性加权算法将替换帧内角度

预测模式４来嵌入 ＨＥＶＣＳＣＣ平台。相邻视点图像
中搜索范围Ｖ与Ｈ均设置为１６。

表１中给出了本文中所提算法与其它３种压缩编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ＤＰＳＮＲａｎｄＢＤｒａ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ＨＥＶＣ

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ＤＰＳＮＲ／ｄＢ ＢＤｒａｔｅ／％

ｂｉｋｅ

ＨＥＶＣＲＥｘｔ １．３５ －１８．５１
ＤＣＣＭ １．６３ －２３．２１

ＨＥＶＣＳＣＣ １．６９ －２４．５７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２．１４ －３２．４１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ＥＶＣＲＥｘｔ １．５２ －２２．１１
ＤＣＣＭ １．７７ －２６．２５

ＨＥＶＣＳＣＣ １．８４ －２７．３３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２．３４ －３６．０２

Ｌａｕｒａ

ＨＥＶＣＲＥｘｔ １．５３ －２０．４０
ＤＣＣＭ １．６９ －２２．８０

ＨＥＶＣＳＣＣ １．８８ －２５．３６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２．６２ －３５．９９

ｓｅａｇｕｌｌ

ＨＥＶＣＲＥｘｔ ２．０７ －３１．７７
ＤＣＣＭ ２．２４ －３５．３２

ＨＥＶＣＳＣＣ ２．５６ －３９．２３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３．０８ －４８．８９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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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算法相比于 ＨＥＶＣ的 ＢＤＰＳＮＲ以及 ＢＤｒａｔｅ对比。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本文中所提算法可以获得最优的
编码效率。相比于 ＨＥＶＣ，本文中所提算法可以获得
平均２．５５ｄＢ的ＢＤＰＳＮＲ编码增益。相比于 ＨＥＶＣ
ＲＥｘｔ，所提算法可以获得０．９３ｄＢ的平均 ＢＤＰＳＮＲ增
益。与ＤＣＣＭ算法相比，所提算法也可以获得０．７２ｄＢ
的平均ＢＤＰＳＮＲ增益。其原因是 ＤＣＣＭ只是利用子
图像的相关性，搜索得到当前编码块的最佳预测块。

但是对于纹理复杂区域，该算法的预测精度较差。

ＨＥＶＣＳＣＣ相比于 ＨＥＶＣ帧内编码，集成了新的 ＩＢＣ
以及ｐａｌｅｔｔｅ（ＰＬＴ）预测模式，在编码性能上要优于
ＨＥＶＣ，ＨＥＶＣＲＥｘｔ以及 ＤＣＣＭ３种压缩算法。本文
中所提算法可以获得０．５６ｄＢ的平均 ＢＤＰＳＮＲ增益。
其主要原因是本文中所提算法利用率失真优化将线性

加权预测算法以及 ＩＢＣ预测算法结合，增加了编码块
的预测精度。此外，本文中所提压缩编码算法对于纹

理更为复杂的光场图像可以获得更好的编码效率。例

如，对于光场图像 Ｌａｕｒａ来说，所提编码算法相比于
ＨＥＶＣＳＣＣ，可以获得０．７４ｄＢ的ＢＤＰＳＮＲ增益。

表２中给出了４种编码算法相比于ＨＥＶＣ的编码
时间比率。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本文中所提编码算法需
要最多的编码时间，平均为 ＨＥＶＣ编码时间的
２３．３８倍。主要原因是本文中所提算法在选择最优编码
块尺寸以及最优预测模式时遍历了所有的块尺寸以及

所有的预测模式。这一遍历过程是非常耗时的，不过，

本文中所提编码算法可以获得一个较高的编码效率。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ｒａｔｉｏｓｔｏＨＥＶＣ

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ｓ ＨＥＶＣＲＥｘｔ ＤＣＣＭ ＨＥＶＣＳＣＣ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ｂｉｋｅ ２．８１ ３．３１ １０．３５ １３．８６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３．２１ ４．１０ １１．３５ １８．４８

Ｌａｕｒａ ３．９７ ４．１５ ２９．７６ ３１．２５

ｓｅａｇｕｌｌ ３．０４ ４．５７ ２６．０１ ２９．９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３．２６ ４．０３ １９．３７ ２３．３８

　　图５中给出了在比特率近似 ０．１６ｂｉｔ／ｐｉｘｅｌ情况
下，解码光场图像的虚拟绘制视点质量对比。从图５
　　

Ｆｉｇ５　Ｖｉｓｕａｌ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ｖｉｅｗ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ｃｏｄｅｄ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ｉｍａｇｅａｔｂｉｔｒａｔｅ
０．１６ｂｉｔ／ｐｉｘｅｌ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ｂ—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ＨＥＶＣ　ｃ—ｉｍａｇ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中可以看出，所提算法相比于 ＨＥＶＣ可以获得一个较
好的虚拟绘制视点质量。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

所提编码算法相比于 ＨＥＶＣ可以获得一个更高的编
码块预测精度；二是所提编码算法对于纹理复杂区域

可以确保编码块的细节信息。

４　结　论

本文中充分探索光场图像绘制视点图像之间的强

相关性，提出一种基于绘制视点相关性的光场图像压

缩编码算法。所提压缩编码算法结合高清视频编码屏

幕编码扩展平台，利用率失真优化将线性加权算法与

帧内块拷贝算法进行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了编码块

的预测精度。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编码算法相比于

ＨＥＶＣ可以获得２．５５ｄＢ的平均 ＢＤＰＳＮＲ编码增益。
此外，本文中所提压缩编码算法还可以获得一个较好

的虚拟绘制视点质量。

参 考 文 献

［１］　ＡＤＥＬＳＯＮＥＨ，ＢＥＲＧＥＮＪＲ．Ｔｈｅｐｌｅｎｏｐ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ｖｉｓｉｏｎ［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３２０．

［２］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Ｌ，ＢＩＳＨＯＰＧ．Ｐｌｅｎ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ｒｅｎ
ｄ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２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
ＩＥＥＥ，１９９５：３９４６．

［３］　ＬＥＶＯＹＭ，ＨＡＮＲＡＨＡＮＰ．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２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ＳＩＧＧＲＡＰＨ）．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ＩＥＥＥ，１９９６：３１４２．

［４］　ＧＯＲＴＬＥＲＳＪ，ＧＲＺＥＳＺＣＺＵＫＲ，ＳＺＥＬＩＳＫＩ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ｌｕｍｉ
ｇｒａｐｈ［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ＳＩＧＧＲＡＰＨ）．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１９９６：４３５４．

［５］　ＷＩＬＢＵＲＮＢ，ＪＯＳＨＩＮ，ＶＡＩＳＨＶ，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ｃａｍｅｒａａｒｒａｙｓ［Ｊ］．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ＴＯＧ），２００５，２４（３）：７６５７７６．

［６］　ＬＵＭＳＤＡＩＮＥＡ，ＧＥＯＲＧＩＥＶ Ｔ．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ｐｌｅｎｏｐｔｉｃｃａｍｅｒａ
［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ＣＣＰ）．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０９：１８．

［７］　ＰＥＲＷＡＳＳＣ，ＷＩＥＴＺＫＥＬ．Ｓｉｎｇｌｅｌｅｎｓ３Ｄｃａｍｅｒａｗｉｔｈ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ｄｅｐｔｈｏｆｆｉｅｌｄ［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ＩＥ，２０１２，８２９１：７７８９．

［８］　ＳＵＮＹＪ，ＬＥＩＷＨ，ＨＵＹＨ，ｅｔａｌ．Ｒａｐｉｄｓｈ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ｍｏｄｅｌ［Ｊ］．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４２（３）：３７９３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ＺＨＡＮＧＣｈ，ＬＩＵＦ，ＨＯＵＧＱ，ｅｔａｌ．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２０１６，２１（３）：２６３２８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ＬＩＵＤ，ＷＡＮＧＬ，ＬＩＬ，ｅｔａｌ．Ｐｓｅｕｄ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
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２０１６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Ｅｘｐｏ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ＩＣＭＥ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ＩＥＥＥ，
２０１６：１４．

［１１］　ＷＡＮＧＧ，ＸＩＡＮＧＷ，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ａｌ．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ｍｕｌｔｉｖｉｅｗ
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

５５５



　 激　　光　　技　　术 ２０１９年７月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６，２５（１１）：５１０４
５１１７．

［１２］　ＬＩＬ，ＬＩＺ，ＬＩＢ，ｅｔａｌ．Ｐｓｅｕｄ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２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２０１７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ＣＣ）．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７：
１３１１４０．

［１３］　ＨＥＬＩＮＰ，ＡＳＴＯＬＡＰ，ＲＡＯＢ，ｅｔａｌ．Ｓｐａｒｓ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ｖｅ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ｓｕｂ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ｓｆｏｒｌｏｓｓｌｅｓｓｐｌｅｎｏｐ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２０１６３ＤＴＶ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ｒｕ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ｆ３ＤＶｉｄｅｏ（３ＤＴＶＣ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６：１４．

［１４］　ＺＨＵＷＹ，ＬＩＹ，ＹＵＡＮＦ，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ｏｍａ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ＪＰＥＧ［Ｊ］．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８
（３）：４２５４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Ｒ，ＬＵＣＡＳＬ，ＣＯＮＴＩＣ，ｅｔａｌ．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ＨＥＶＣｂａ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ｃｏｄ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ｌｙｌｉｎｅａｒ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ｌ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２０１６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Ｅｘｐｏ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ＩＣＭＥ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ＩＥＥＥ，
２０１６：１４．

［１６］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ＲＪＳ，ＮＵＮＥＳＰＪＬ，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ＮＭＭ，ｅｔａｌ．
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ｉｍａｇｅｃｏｄ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ｒａｂｌｏｃｋ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
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１
（７）：１１２０１１３１．

［１７］　ＬＩＵＤＹ，ＡＮＰ，ＭＡＲ，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ｈｏｌ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ｍａｇｅ

ｃｏ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ｋｅｒｎｅｌｂａｓｅ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ｍ
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６，２５（４）：０４３０１５．

［１８］　ＬＩＹ，ＳＪＯＳＴＲＯＭＭ，ＯＬＳＳＯＮＲ，ｅｔａｌ．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ｐｌｅｎｏｐ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ｓｐａｒｓｅｓｅｔａｎｄ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６，２５（１）：８０９１．

［１９］　ＬＩＵＤＹ，ＡＮＰ，ＭＡＲ，ｅｔａｌ．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３Ｄ
ｈｏｌ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ｍａｇｅｃｏｄ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ＨＥＶＣ［Ｃ］／／ＩＥＥＥＣｈｉｎａＳｕｍｍ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ｉ
ｎａＳＩＰ）．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５：２０１２０５．

［２０］　ＪＯＩＮ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ＭＯＮ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ＪＣＴＶＣ）．
ＨＥＶＣＳＣ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Ｖｅｒ．３．０（ＳＣＭ３．０）［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ｈｔｔｐｓ：／／ｈｅｖｃ．ｈｈｉ．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ｄｅ．

［２１］　ＹＵＨ，ＣＯＨＥＮＲ，ＲＡＰＡＫＡＫ，ｅｔａｌ．ＪＣＴＶＣＸ１０１５，ｃｏｍｍｏｎ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ｃｒｅ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ｄｉｎｇ，ｇｅｎｅｖａ［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８
１４）［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ｈｔｔｐ：／／ｐｈｅｎｉｘ．ｉｎｔｅｖｒｙ．ｆｒ／ｊｃｔ／．

［２２］　ＲＯＳＥＷＡＲＮＥＣ，ＳＨＡＲＭＡＮＫ，ＮＡＣＣＡＲＩＭ，ｅｔａｌ．ＪＣＴＶＣ
Ｐ１０１３，ＨＥＶＣｒａｎｇ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ｅｓｔｍｏｄｅｌ６ｅｎｃｏｄｅ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２２３）［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ｈｔｔｐ：／／ｐｈｅｎｉｘ．ｉｎｔｅｖｒｙ．
ｆｒ／ｊｃｔ／．

［２３］　ＪＯＳＨＩＲ，ＸＵＪ，ＣＯＨＥＮＲ，ｅｔａｌ．ＪＣＴＶＣＱ１０１４，Ｓｃｒｅ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ｄｉｎｇｔｅｓｔｍｏｄｅｌ１（ＳＣＭ１）［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４２８）［２０１８０８
３１］．ｈｔｔｐ：／／ｐｈｅｎｉｘ．ｉｎｔｅｖｒｙ．ｆｒ／ｊｃｔ／．

６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