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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用于图像去模糊的Bi-Level优化

方法，设计让两种层级损失函数相互交替进行模

型优化,Bi-Level优化机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

步用MSE损失条件训练出一个基本模型，第二步

采用双层级损失交互迭代进行模型微调操作。这

是因为在训练初期，复原效果与清晰图像之间的

散度比较大，噪声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训

练后期噪声被不断放大使其负面作用愈加明显，

因此引入感知损失进行噪声抑制同时将MSE损失

改为L1损失以足够保证结构连续性。本发明具有

纹理恢复准确、深度特征与像素值匹配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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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图像去模糊的Bi-Level优化方法，具体步骤是：

第一步，用MSE损失条件训练出一个基本模型；

第二步，采用双层级损失交互迭代进行模型微调操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图像去模糊的Bi-Level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

(1)所述的生成器按以下方式设计：Bi-Skip-Net+残差，判别器参数依据表1：

表1.判别器参数表

# 层 参数维度 步长

1 conv 32x3x5x5 2

2 conv 64x32x5x5 1

3 conv 64x64x5x5 2

4 conv 128x64x5x5 1

5 conv 128x128x5x5 4

6 conv 256x128x5x5 1

7 conv 256x256x5x5 4

8 conv 512x256x5x5 1

9 conv 512x512x4x4 4

10 fc 512x1x1x1 -

(2)用Bi-Skip-Net来训练图像残差，采用模糊图像+图像残差的模式来复原图像；

(3)用MSE损失条件训练出一个基本模型，采用如下的损失函数来训练网络；

其中 为对抗损失函数， 为条件损失函数，λ为条件损失函数的权重。

通过最大化 来优化判别器D；

通过最小化式3来优化生成器G；

其中 设计如下：

其中，L，S分别表示模型在不同层级的输出和真值，α取值为1或2,整个条件损失函数被

通道数c，宽度w和高度h所规范；

(4)采用双层级损失交互迭代进行模型微调操作，具体是采用Li-Level优化机制来对

网络进行优化；

(5)将训练好的网络作为最终的复原模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图像去模糊的Bi-Level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Bi-Skip-Net是由压缩路径(D*)、双跨连接路径(S*)和扩张路径(U*)3部分组

成；压缩路径提取图像的深度特征和浅层特征；双跨连接路径连接图像特征与扩张路径中

的上采样特征；扩张路径实现特征上采样。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图像去模糊的Bi-Level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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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Li-Level优化机制包括两个步骤(设训练过程中epoch次数为N)，

Step1:当迭代次数小于1/3N，本发明采用像素级均方误差(MSE)作为损失函数训练模

型；

Step2:当迭代次数大于等于1/3N,本发明采用像素级的L1损失函数和特征级的感知损

失函数来交替训练模型，本发明在实验过程中每隔2此迭代进行一次损失函数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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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图像去模糊的Bi-Level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字图像处理领域，具体为用于图像去模糊的Bi-Level优化方法，该

方法在模糊图像复原过程中提出了一种Bi-Level优化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去模糊技术是图像和视频处理领域被广泛研究的主题。基于相机抖动造成的模糊

在一定意义上严重影响图像的成像质量，视觉观感。作为图像预处理领域一个及其重要的

分支，去模糊技术的提升直接影响其他计算机视觉算法的性能，如前景分割，物体检测，行

为分析等；同时它也影响着图像的编码性能。因此，研究一种高性能的去模糊算法势在必

行。

[0003] 文献1-3是本发明对比的深度学习去模糊算法的背景资料：文献1：Kupyn  O ,

Budzan  V ,Mykhailych  M ,et  al .DeblurGAN:Blind  Motion  Deblurring  Using 

Conditional  Adversarial  Networks[J].arXiv  preprint  arXiv:1711.07064,2017。文献

2：Nah  S,Kim  T  H ,Lee  K  M .Deep  multi-scal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dynamic  scene  deblurring[C]//CVPR .2017 ,1(2):3。文献3：Sun  J ,Cao  W ,Xu  Z ,et 

al .Learning  a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non-uniform  motion  blur 

removal[C]//Proceedings  of  the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2015:769-777。

[0004] 一般来说，图像去模糊算法可以分为基于概率模型的传统算法和基于深度学习的

去模糊算法。传统算法采用卷积模型来解释模糊成因，相机抖动的过程可以映射为模糊核

轨迹PSF(Point  Spread  Function)。在模糊核未知的情况下还原清晰图像，这一问题属于

不适定(ill-posed)问题，所以通常意义上需要先估计模糊核，再利用评估的模糊核进行返

卷积操作得到复原图像。基于深度学习的去模糊算法则利用深层网络结构获取图像的潜在

信息，进而实现模糊图像复原。深度学习的去模糊算法可以实现模糊核估计和非盲反卷积

两个操作来进行图像复原，同时也可以采用生成对抗方法来复原图像。本专利旨在解决深

度学习去模糊算法存在的缺点：

[0005] 1)纹理恢复不准确,

[0006] 2)深度特征与像素值不匹配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了用于图像去模糊的Bi-Level优化方法，该Bi-Level优

化方法来对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进行优化，旨在解决现有深度学习去

模糊算法存在的缺点。通过对比现有最优算法，本发明在图像复图像原性能上平均提升了

1.3dB。

[0008]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MSE损失可以保证优化过程在像素层级和特征层级上的同一性，但带来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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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大量的噪声；而感知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不错的替代方案，但却无法保证优化

的同一性。为了解决这个条件损失不同一(non-identical)问题，同时降低优化的复杂度，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Bi-Level优化方法。

[0010] 具体来说，设计让两种层级损失函数相互交替进行模型优化。考虑到L1损失与MSE

损失满足同一关系，L1相比MSE会引入更多的噪声但可以保留更多的纹理，而感知损失又有

过度的平滑作用，本发明在优化过程中将三种损失同时引入。同时为了平衡各条件损失在

优化过程中的作用，本发明将这些损失按照(式4)归一到同一量级。如图2所示，Bi-Level优

化方法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用MSE损失条件训练出一个基本模型，第二步采用双层级损失

交互迭代进行模型微调操作。这是因为在训练初期，复原效果与清晰图像之间的散度比较

大，噪声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训练后期噪声被不断放大使其负面作用愈加明显，因此

引入感知损失进行噪声抑制同时将MSE损失改为L1损失以足够保证结构连续性。

[0011] 本发明具有如下技术效果：

[0012] 1、纹理恢复准确，在图像复原过程中，图像像素值的相似性可以保证深度特征的

相似，反之却并不成立；即采用特征级的感知损失函数可能造成图像细节信息修复失败。

[0013] 2、深度特征与像素值匹配，考虑到像素级的MSE、L1经常会造成噪声放大，而感知

损失又可以有效抑制噪声，通过将以上损失函数进行结合，本发明专利在一定程度上既可

以保证像素纹理回复准确，又可以保证深度特征与像素值匹配。

附图说明

[0014] 图1生成对抗网络流程；

[0015] 图2Bi-Level优化流程；

[0016] 图3Bi-Skip-Net结构图；

[0017] 图4生成器设计：Bi-Skip-Net+残差；

[0018] 图5本发明与其它算法的主观对比，其中：

[0019] 图5a为模糊图像对比图；

[0020] 图5b为Nah等人的复原效果对比图；

[0021] 图5c为Kupyn等人的复原效果对比图；

[0022] 图5d为Bi-Level优化方法的复原效果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但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

的范围。

[0024] 图1生成对抗网络流程，图4生成器设计：Bi-Skip-Net+残差，表1为判别器参数表，

如图所示，

[0025] 表1.判别器参数表

[0026]

# 层 参数维度 步长

1 conv 32x3x5x5 2

2 conv 64x32x5x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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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nv 64x64x5x5 2

4 conv 128x64x5x5 1

5 conv 128x128x5x5 4

6 conv 256x128x5x5 1

7 conv 256x256x5x5 4

8 conv 512x256x5x5 1

9 conv 512x512x4x4 4

10 fc 512x1x1x1 -

[0027] 本发明用于图像去模糊的Bi-Level优化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28] (1)采用生成对抗网络流程来进行模糊图像复原，采用图4和表1来设计生成器和

判别器；

[0029] (2)如图1所示，将模糊图像输入到生成器得到复原图像；之后，将复原图像和清晰

图像输入到判别器进行区分得到清晰图像。如图4所示，本发明用Bi-Skip-Net来训练图像

残差，采用模糊图像+图像残差的模式来复原图像。

[0030] (3)采用如下的损失函数来训练网络；

[0031]

[0032] 其中 为对抗损失函数， 为条件损失函数，λ为条件损失函数的权重。

[0033]

[0034] 通过最大化 来优化判别器D；

[0035]

[0036] 通过最小化式3来优化生成器G；

[0037] 其中 设计如下：

[0038]

[0039] 其中，L，S分别表示模型在不同层级的输出和真值，α取值为1或2,整个条件损失函

数被通道数c，宽度w和高度h所规范。

[0040] (4)采用图2所示的Li-Level优化方法来对网络进行优化；

[0041] 本发明的Li-Level优化方法包括两个步骤(设训练过程中epoch次数为N)。

[0042] Step1:当迭代次数小于1/3N，本发明采用像素级均方误差(MSE)作为损失函数训

练模型；

[0043] Step2:当迭代次数大于等于1/3N,本发明采用像素级的L1损失函数和特征级的感

知损失函数来交替训练模型，本发明在实验过程中每隔2此迭代进行一次损失函数替换。

[0044] (5)将训练好的网络作为最终的复原模型。

[0045] 图3为Bi-Skip-Net结构图，如图3所示，如图所示，Bi-Skip-Net由压缩路径(D*)、

双跨连接路径(S*)和扩张路径(U*)3部分组成。压缩路径提取图像的深度特征和浅层特征；

双跨连接路径连接图像特征与扩张路径中的上采样特征；扩张路径实现特征上采样。

[0046] 图5为本发明与其它算法的主观对比，其中，图5a为模糊图像对比图；图5b为Nah等

人的复原效果对比图；图5c为Kupyn等人的复原效果对比图；图5d为Bi-Level优化方法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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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效果对比图，即本发明的复原效果对比图。其中，图5a、图5b、图5c和图5d都是三张相同的

照片，每张图片中用两个方框特别选取了两个点，这两个方框的放大图对应地放在该图片

的下方，可以看清复原效果。其对比结果见表2本发明与其它算法在GoPro数据集上的测试

对比。

[0047] 表2.本发明与其它算法在GoPro数据集上的测试对比

[0048]

[0049] 需要注意的是，公布实施例的目的在于帮助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是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及所附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内，各种替换和修改都是

可能的。因此，本发明不应局限于实施例所公开的内容，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以权利要求

书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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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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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图5b

图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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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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