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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改善高动态范围(HDR)视频的编码效率和感知均匀性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
括：
访问第一颜色空间中的第一视频信号(102)；
以及
对所述第一视频信号应用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以在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中生成
输出视频信号，
其中对所述第一视频信号应用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以生成所述输出视频信号还包括：
将第一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第一视频信号以在线性原色空间(222)中产生第二视频信
号；
将颜色交互变换矩阵应用于所述第二视频信号以在所述线性原色空间中产生第三视
频信号(227)；
将感知量化器应用于所述第三视频信号(227) ，
以在感知量化的原色空间中产生第四
视频信号(232)；
以及
对所述第四视频信号(232)应用第二颜色变换以在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中生
成所述输出视频信号。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第一颜色空间是伽马编码RGB(RGB伽马)或感
知量化RGB(RGB-PQ)。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还包括：
对所述第一视频信号应用线性化函数以生成线性化的第一视频信号，
以及将所述第一
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线性化的第一视频信号。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感知量化颜色空间是根据SMPTE规范ST1084生成
的。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线性原色空间是LMS颜色空间。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是感知量化的IPT颜
色空间(IPT-PQ)。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颜色交互变换矩阵包括：

其中c是常数。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
其中c的值作为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的色度分
量中的有效码字的量的函数被确定。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
其中，
c的值被确定为使得E(c)的一阶导数被最大化的
值，
其中E(c)表示作为c的函数的、
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的色度分量中的有效码字
的函数。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包括IPT-PQ颜色空
间，
其中P和T包括色度分量。
11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还包括将整形函数应用于所述输出视频信号以生成经
整形的输出函数，
并且利用视频编码器压缩所述经整形的输出函数以生成编码比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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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整形函数对于所述输出视频信号的亮度分
量是非线性的，
并且对于所述输出视频信号的一个或多个色度分量是线性的。
13 .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
其中用于输出视频信号的色度通道(P)的整形函数包
括由下式给出的输入输出函数：

其中mid和max表示整形函数的输入的中间值和最大值， 表示整形函数的输入像素
值， 表示对应的输出值，
WP是加权常数，
道的输出视频信号的下限和上限，
以及

和

和

是对于亮度(I)和色度(P)通

分别是经整形的输出函数的对于亮度通道

值的下边界和上边界。
1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还包括用视频编码器压缩所述输出视频信号以生成编
码比特流。
15 .一种在解码器中产生未压缩HDR视频信号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
利用解码器(115)解码编码比特流，
以在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中生成第一HDR信号
(117)；
将第一组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第一HDR信号以在第一线性原色空间中产生
第二视频信号(247)；
将颜色交互变换矩阵的逆应用于所述第二视频信号，
以在该线性原色空间中生成第三
视频信号；
以及
将第二组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第三视频信号，
以在第二线性原色空间中产
生第四视频信号。
16 .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包括IPT-PQ颜色
空间。
17 .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第一线性原色空间包括线性LMS颜色空间，
并且所述第二线性原色空间包括线性RGB颜色空间。
18 .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颜色交互变换矩阵的逆包括：

其中c是常数。
19 .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
其中，
c的值从编码器用信号通知给所述解码器。
20 .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
还包括：
将反向整形函数应用于所述第一HDR信号以
产生经整形的第一HDR信号；
以及将所述第一组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经整形的
第一HDR信号以生成所述第二视频信号。
21 .一种用于改善高动态范围(HDR)视频的编码效率和感知均匀性的装置，
包括处理器
并且被配置为执行根据权利要求1-1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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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种用于产生未压缩HDR视频信号的装置，
包括处理器并且被配置为执行根据权利
要求15-2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23 .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上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所述计算机可
执行指令用于通过处理器执行根据权利要求1-2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24 .一种用于改善高动态范围(HDR)视频的编码效率和感知均匀性的设备，
包括：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所述指令在被所述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执行根据权利要求1-1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25 .一种用于产生未压缩HDR视频信号的设备，
包括：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所述指令在被所述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执行根据权利要求15-2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26 .一种用于改善高动态范围(HDR)视频的编码效率和感知均匀性的装置，
所述装置包
括：
用于访问第一颜色空间中的第一视频信号(102)的部件；
以及
用于对所述第一视频信号应用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以在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中
生成输出视频信号的部件，
其中用于对所述第一视频信号应用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以生成所述输出视频信号的
部件还包括：
用于将第一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第一视频信号以在线性原色空间(222)中产生第二视
频信号的部件；
用于将颜色交互变换矩阵应用于所述第二视频信号以在所述线性原色空间中产生第
三视频信号(227)的部件；
用于将感知量化器应用于所述第三视频信号(227) ，
以在感知量化的原色空间中产生
第四视频信号(232)的部件；
以及
用于对所述第四视频信号(232)应用第二颜色变换以在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
中生成所述输出视频信号的部件。
27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装置，
其中，
所述第一颜色空间是伽马编码RGB(RGB伽马)或
感知量化RGB(RGB-PQ)。
28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装置，
还包括：
用于对所述第一视频信号应用线性化函数以生成线性化的第一视频信号的部件，
以及
用于将所述第一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线性化的第一视频信号的部件。
29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装置，
其中，
感知量化颜色空间是根据SMPTE规范ST1084生
成的。
30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装置，
其中，
所述线性原色空间是LMS颜色空间。
31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装置，
其中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是感知量化的IPT
颜色空间(IPT-PQ)。
32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装置，
其中，
所述颜色交互变换矩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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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是常数。
33 .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装置，
其中c的值作为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的色度
分量中的有效码字的量的函数被确定。
34 .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装置，
其中，
c的值被确定为使得E(c)的一阶导数被最大化
的值，
其中E(c)表示作为c的函数的、
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的色度分量中的有效码
字的函数。
35 .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装置，
其中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包括IPT-PQ颜色
空间，
其中P和T包括色度分量。
36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装置，
还包括用于将整形函数应用于所述输出视频信号以
生成经整形的输出函数的部件，
以及用于利用视频编码器压缩所述经整形的输出函数以生
成编码比特流的部件。
37 .根据权利要求36所述的装置，
其中，
所述整形函数对于所述输出视频信号的亮度分
量是非线性的，
并且对于所述输出视频信号的一个或多个色度分量是线性的。
38 .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装置，
其中用于输出视频信号的色度通道(P)的整形函数包
括由下式给出的输入输出函数：

其中mid和max表示整形函数的输入的中间值和最大值， 表示整形函数的输入像素
值， 表示对应的输出值，
WP是加权常数，
道的输出视频信号的下限和上限，
以及

和

和

是对于亮度(I)和色度(P)通

分别是经整形的输出函数的对于亮度通道

值的下边界和上边界。
39 .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装置，
还包括用于用视频编码器压缩所述输出视频信号以
生成编码比特流的部件。
40 .一种在解码器中产生未压缩HDR视频信号的装置，
所述装置包括：
用于利用解码器(115)解码编码比特流、
以在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中生成第一HDR
信号(117)的部件；
用于将第一组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第一HDR信号以在第一线性原色空间中
产生第二视频信号(247)的部件；
用于将颜色交互变换矩阵的逆应用于所述第二视频信号、
以在该线性原色空间中生成
第三视频信号的部件；
以及
用于将第二组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第三视频信号、
以在第二线性原色空间
中产生第四视频信号的部件。
41 .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装置，
其中所述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包括IPT-PQ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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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42 .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装置，
其中所述第一线性原色空间包括线性LMS颜色空间，
并且所述第二线性原色空间包括线性RGB颜色空间。
43 .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装置，
其中，
所述颜色交互变换矩阵的逆包括：

其中c是常数。
44 .根据权利要求43所述的装置，
其中，
c的值从编码器用信号通知给所述解码器。
45 .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装置，
还包括：用于将反向整形函数应用于所述第一HDR信
号以产生经整形的第一HDR信号的部件；
以及
用于将所述第一组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应用于所述经整形的第一HDR信号以生成所述
第二视频信号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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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量化视频内容的编码和解码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4年9月26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No .62/056 ,093的优先权，
该申请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此。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总地涉及图像。
更特别地，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感知量化视频的编码、
解码
和显示管理。
背景技术
[0004] 视频信号可以通过多个参数(例如比特深度、
颜色空间、
色域和分辨率)来表征。视
频信号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动态范围。动态范围(DR)是图像中的强度(例如，
照度，
亮度)的范围，
例如从最黑暗的暗到最明亮的亮。如本文所使用的，
术语“动态范围”(DR)可
以涉及人类心理视觉系统(HVS)感知图像中的强度(例如，
照度，
亮度)的范围(例如从最暗
的暗到最明亮的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
DR涉及“场景相关”强度。DR还可以涉及显示设
备充分地或近似地渲染特定宽幅的强度范围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
DR涉及“显示器相关”
强度。
除非在本文的描述中的任何点处明确指定特定意义具有特定重要性，
否则应推断该
术语可以在任何意义上使用，
例如。
可互换。
[0005] 如本文所使用的，
术语高动态范围(HDR)涉及跨越人类视觉系统(HVS)的大约1415个数量级(例如，
1：
10 ,000)的DR宽幅。
实际上，
图像包括一个或多个颜色分量(例如，
亮度
Y以及色度Cb和Cr) ，
其中每个颜色分量由每像素n比特的精度表示(例如，
n＝8)。例如，
使用
线性或经典伽马亮度编码(例如，
根据ITU Rec .709) ，
n≤8(例如，
颜色24比特JPEG图像)且
动态范围为1：
100至约1：
1000的图像被认为是标准动态范围的图像，
而n>8和动态范围更高
的图像可以被认为是高动态范围的图像。还可以使用低比特深度、
非线性亮度编码(例如，
10比特和对数亮度编码)或高精度(例如16比特)浮点格式(例如由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开发的OpenEXR文件格式)来存储和分发HDR图像。
[0006] HDR图像可能需要通过不支持其全动态范围的编码器来编码和传输。
例如，
视频编
解码器可能仅支持8比特或10比特视频数据，
这是比HDR视频的12-16比特的典型比特深度
低得多的比特深度。使用感知量化(诸如在SMPTE标准ST 2084(2014)“Perceptually-based
EOTF”(其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中描述的)的HDR视频的预处理或后处理可以减少比特深
度要求；
然而，
它可能影响编码效率，
因为编码标准通常针对伽马编码的YCbCr视频信号被
优化。如本文的发明人所理解的，
改进的用于感知量化视频的编码和解码的技术是期望的。
[0007] 在本部分中描述的方法是可从事的方法，
但未必是以前已经构想或从事的方法。
因此，
除非另外指出，
否则，
不应仅凭借包含于本部分中而认为在本部分中描述的方法中的
任一种为现有技术。类似地，
除非另外指出，
否则，
关于一种或更多种方法识别的问题不应
基于本部分而认为在任何现有技术中已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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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8] 在附图中以举例的方式、
而非限制的方式例示本发明，
在附图中，
相似的标号表示
类似的元件，
其中：
[0009] 图1A描绘了用于非感知量化颜色空间中HDR视频的编码和解码的处理管线的示例
性实现；
[0010] 图1B、
1C、
1D描绘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感知量化颜色空间中HDR视频的编
码和解码的处理管线的示例性实现；
[0011] 图2A描绘了用于将伽马编码或PQ编码的RGB信号转换到IPT-PQ颜色空间中的示例
数据流；
以及
[0012] 图2B描绘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将伽马编码或PQ编码的RGB信号转换到修
改的IPT-PQ颜色空间中的示例数据流；
以及
[0013] 图2C描绘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将IPT-PQ信号转换为伽马编码或PQ编码
的RGB信号的示例数据流。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文中描述了用于感知量化视频信号的编码和解码技术。
[0015] 在以下的描述中，
出于解释的目的，
为了使得能够彻底理解本发明，
阐述了大量的
特定细节。但应理解，
可以在没有这些特定细节的情况下实施本发明。在其它情况下，
为了
避免不必要地遮蔽、
掩盖或混淆本发明，
没有以详尽的细节描述公知的结构和装置。
[0016] 概述
[0017] 本文描述的示例实施例涉及用于感知量化的视频信号的编码和解码技术。
在第一
颜色空间(例如，
RGB-PQ或RGB伽玛)中访问第一HDR视频信号。将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应用
于第一视频信号以在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opponent color space)(例如，
IPT-PQ)中
产生输出视频信号。输出视频信号由视频编码器压缩以产生编码比特流，
其中将一个或多
个颜色变换应用于第一视频信号以产生输出视频信号还包括：
对第一视频信号应用第一颜
色变换以在线性原色空间(例如线性LMS)中产生第二视频信号；
将颜色交互(color crosstalk)变换矩阵(C)应用于第二视频信号以在所述线性原色空间中产生第三视频信号；
将感
知量化器应用于第三视频信号以在感知量化的原色空间(例如，
LMS-PQ)中产生第四视频信
号；
以及对第四视频信号应用第二颜色变换以在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例如，
IPT-PQc)
中产生输出视频信号。
[0018] 在另一实施例中，
在解码器中，
编码比特流被解码以在感知量化的对立颜色空间
(例如，
IPT-PQ)中生成第一HDR信号。将一个或多个颜色变换应用于第一HDR信号以在第一
线性原色空间(例如，
线性LMS)中产生第二视频信号。然后，
将彩色交互变换矩阵的逆应用
于第二视频信号，
在线性原色空间中生成第三视频信号，
最后将第二组颜色变换应用于第
三视频信号以在期望的颜色空间(例如，
RGB-伽马或RGB-PQ)中生成第四视频信号。
[0019] 在实施例中，
在显示管理相同的感知量化颜色空间(例如，
IPT-PQ)中执行视频编
码和解码，
该显示管理在视频解码之后执行。在这样的实施例中，
可以组合与反向整形和色
调映射相关的查找表，
以减少解码器中的操作数量。
[0020] 在实施例中，
当在感知量化的颜色空间中编码和解码时，
在编码之前，
可以通过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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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函数对亮度分量进行整形，
并且可以通过线性色度整形函数对色度分量进行整形，
使
得亮度和色度通道之间的动态范围比被保持。这些整形函数在应用任何显示管理处理之前
在解码器中反转。
[0021] HDR信号的编码和解码
[0022] 图1A描绘了用于HDR视频信号的编码和解码流水线的示例性实现。
输入(102)可以
是由HDR相机捕获的HDR视频信号，
或者它可以表示视频后处理过程的输出，
该视频后处理
过程包括各种图像和视频处理步骤，
诸如视频编辑，
颜色分级等。在被视频编码器(110)压
缩之前，
视频信号(102)也可以由颜色变换单元(105)处理，
使得视频编码器(110)的输入处
的颜色格式匹配所支持的颜色格式，
编码器已针对所支持的颜色格式被优化。例如，
如果输
入(102)是RGB4：
4：
4颜色格式并且视频编码器(110)以YCbCr 4：
2：
0格式操作，
则单元(105)
可以执行RGB到YCbCr颜色变换和颜色子采样。
[0023] 视频编码器(110)可以是使用诸如MPEG-2，
MPEG-4(部分4) ，
H .264，
H .265(HEVC) ，
VP8等的本领域中已知的视频压缩方案中的任一种的单层编码器或多层编码器。视频编码
器(110)的输出可以存储在存储介质(例如，
硬盘驱动器或光学介质)中，
或者可以向下游传
输以由接收设备(例如机顶盒，
媒体播放器等)解码。在接收机上，
视频解码器(115)反转进
行由视频编码器(110)执行的步骤以生成要在目标显示器(135)上显示的解压缩视频信号
(117)。显示器(135)可能匹配或可能不匹配用于生成视频信号(102)的参考显示器的特性。
例如，
视频信号(102)可以使用2 ,000尼特显示器进行颜色分级；
然而，
目标显示器(135)可
以是1000尼特或更低。为了匹配目标显示器(135)的特性，
在一些实施例中，
接收器(或显示
器本身)可以执行各种视频信号处理步骤，
诸如颜色变换和色调映射。这些处理步骤被通称
为“显示管理”。显示管理过程的示例在2014年2月13日提交的PCT申请PCT/US2014/016304
(以下称为 '304申请)和2014年7月3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第62/020 ,622号(以下称为 '622
申请) (也作为美国专利申请第14/755 ,755号被提交)中被描述，
这两个申请通过引用整体
并入本文。
[0024] 如图1A所示，
并且在 '304申请中描述的，
在一些实施例中，
HDR视频信号的显示器
管理过程(例如，
步骤125和130)如果使用感知校正的或感知量化的颜色空间(例如IPT-PQ)
来执行则可能受益。IPT颜色空间是人类视觉系统中的锥体之间的色差的模型，
IPT颜色空
间 在“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a color space (ipt) with improved hue
uniformity”，by F .Ebner and M .D .Fairchild ，
in Proc .Natl .Acad .Sci。6 th Color
Imaging Conference：
Color Science，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IS&T，
Scottsdale，
Arizona，
1998年11月，
第8-13页(被称为Ebner论文)中被描述，
该论文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
文。在这个意义上，
IPT颜色空间类似于YCbCr或CIE-Lab颜色空间；
然而，
在一些科学研究中
已经表明，
IPT颜色空间比这些空间更好地模拟人类视觉处理。像CIE-Lab一样，
IPT是对于
一些参考照度的归一化空间。在实施例中，
归一化是基于目标显示器的最大亮度的。
[0025] YCbCr，
YUV，
IPT，
Lab等颜色空间通常被称为对立颜色空间，
因为它们使用亮度分
量(例如Y或Γ)和两个色度或色差分量(例如，
CbCr或PT)来描述信号。相反，
RGB，
LMS，
XYZ等
颜色空间通常被称为原色空间。在图像和视频压缩中，
优选在对立颜色空间而不是原色空
间中操作，
这是因为在对立颜色空间中，
颜色分量较少相关，
并且色度分量可以在压缩之前
被子采样，
而没有任何感知损失，
从而提高整体可压缩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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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使用的术语“PQ”是指感知量化。人类视觉系统以非常非线性的方式响应增加
的光水平。人的看见刺激的能力受到刺激的亮度、刺激的大小、
组成刺激的空间频率以及眼
睛在观看刺激的特定时刻所适应的亮度水平的影响。在优选实施例中，
感知量化器函数将
线性输入灰度级映射到更好地匹配人类视觉系统中的对比灵敏度阈值的输出灰度级。PQ映
射函数的示例在SMPTE ST 2084：
2014规范和于2012年12月06日提交的、
JSMiller等人的、
标题为“Perceptual luminance nonlinearity-based image data exchange across
different display capabilities”的PCT申请PCT/US2012/068212(以下称为 '212申请)中
被描述，
该PCT申请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
其中给定固定刺激大小，
针对每个亮度水平
(即，
刺激水平) ，
根据最敏感的适应水平和最敏感的空间频率(根据HVS模型)选择在该亮度
水平处的最小可见对比度步长。与传统的伽马曲线(其表示物理阴极射线管(CRT)装置的响
应曲线并且碰巧与人类视觉系统响应的方式具有非常粗略的相似性)相比 ，
由 '212申请确
定的PQ曲线使用相对简单的功能模型模仿人类视觉系统的真实视觉反应。如本文所使用
的，
术语RGB-PQ，
IPT-PQ，
YCbCr-PQ等表示已经使用感知量化函数量化或重新映射至少一个
颜色通道的颜色空间。
[0027] 表1描述了用于将数字视频代码值转换为显示点处的绝对线性照度水平的感知曲
线电光学传递函数(EOTF)的计算。还包括用于将绝对线性照度转换为数字代码值的逆OETF
计算。
[0028] 表1
[0029] 示例性方程定义：
[0030] D＝感知曲线数字代码值，
SDI认可的无符号整数，
10或12位
[0031]
b＝数字信号表示中的每个分量的比特数
[0032] V＝归一化的感知曲线信号值，
0≤V≤1
[0033] Y＝归一化的照度值，
0≤Y≤1
[0034] L＝绝对照度值，
0≤L≤10 ,000cd/m2
[0035] 示例性EOTF解码方程：
[0036]

[0037]
[0038]
[0039]

L＝10 ,000·Y (t1)
示例性逆EOTF编码方程：

[0040]

[0041]
[0042]
[0043]

D＝INT(1015·V·2b-10)+4·2b-10
示例性常数：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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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0046]

[0047]

[0048]
[0049]

注释：
[0050] 1 .算子INT对于0至0 .4999 ...范围中的分数部分返回值0，
对于0 .5至0 .9999 ...范
围中的分数部分返回值+1，
即，
它将大于0 .5的分数上舍入。
[0051] 2 .所有常数都被定义为12比特有理数的正好整数倍以避免舍入问题。
[0052] 3 .以与上述Y信号分量相同的方式计算R、
G或B信号分量。
[0053] 如图1A所示，
在感知校正的或感知量化的颜色空间(例如IPT-PQ)中操作可能需要
多个处理步骤(120) ，
诸如：
色度上采样和第一线性颜色变换(例如，
从YCbCr 4：
2：
0到RGB
4：
4：
4) ，
随后是第二非线性颜色变换(例如，
从RGB到IPT-PQ)。作为示例，
图2A和其相应的描
述稍后在本说明书中更详细地描绘用于RGB到IPT-PQ颜色变换的处理流水线。
[0054] 尽管在IPT-PQ空间中操作可以增强色调映射(125)和色域调整(130)操作的输出，
但是将输入信号(117)变换到这种颜色空间的所需颜色变换(120)可能会超出一些设备(例
如便携式计算平板或智能电话)的能力。因此，
在一些实施例中，
期望通过将一些操作转移
到编码器中来降低解码器复杂性。例如，
在实施例中，
期望在感知校正的颜色空间(例如，
IPT-PQ)中执行整个编码处理，
使得在解码器中可以减少或完全消除颜色变换(120)。不幸
的是，
现有的视频编码方案针对通常在YCbCr颜色空间中编码的伽马编码的标准动态范围
视频信号进行优化。如发明人所理解的，
在感知校正颜色空间中将现有视频编解码器用于
HDR信号需要一些附加步骤，
诸如本文所描述的那些步骤。
[0055] 正向和反向信号整形
[0056] 图1B描绘了在感知校正颜色空间(例如，
IPT-PQ)中编码的HDR视频的编码和解码
的示例性实现。在实施例中，
输入(102)可能已经处于感知编码的颜色空间(例如，
RGB-PQ)。
颜色变换步骤(105)将来自输入颜色空间(例如RGB-PQ 4：
4：
4)的输入信号(102)的颜色空
间变换成适合于使用视频编码器(110)编码的感知校正颜色格式(例如，
IPT-PQ 4：
2：
0)。为
了利用现有的视频压缩方案，
在编码(110)之前，
在一个实施例中，
感知编码的输入通过正
向整形处理 (107) 被整形。在2014年3 月25日提交的题为“Encoding perceptuallyquantized video content in multi-layer VDR coding”的PCT申请PCT/US2014/031716
(称为 '716申请)中描述了正向整形处理的示例，
该PCT申请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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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函数可以仅应用于亮度通道或应用于所有通道。在一些实施例中，
亮度和色度通道可以
采用不同的整形函数。
[0057] 如 '716申请中所述，
对于PQ编码信号，
在一个实施例中，
信号整形函数(107)可以
表示为：
[0058]
[0059]

其中νL和νH表示在考虑输入HDR信号(102)的情况下的颜色通道中的最小值和最大
值，
cL和cH表示对应的最小和最大输出值，
νi表示第i输入像素，
si表示对应的输出。例如，
在
一个实施例中，
对于在(0 ,1)内的归一化颜色值，
在单层系统中，
cL＝0和cH＝1。
α的值是常
数，
但可以在每帧、每场景或其他合适的标准基础上被适配和改变。在一个实施例中，
如果
对整形函数的输入是PQ编码的，
则a>1，
否则，
如果是伽马编码的，
则α<1。
[0060] 在解码器中，
在一个实施例中，
逆整形或反向整形操作(122)可以表示为

[0061]

[0062]

其中，
对于解码的输入像素，

表示对应的输出。在实践中，
可以使用查找表

(LUT)来执行正向和反向整形操作。
[0063] 给定解码信号(117)已经处于感知编码的颜色空间中，
显示管理操作(例如125和
130)仅需要非常简单的色度上采样(例如，
从4：
2：
0到4：
4：
4)。在一些实施例中，
色度上采样
操作可以在反向整形操作(122)之前作为视频解码器(115)的一部分执行，
因为视频解码器
可以直接在硬件中支持这样的操作。
[0064] 图1C描绘了图1B中描绘的系统(100B)的变型，
其是将反向整形和色调映射操作组
合在一起成为单个单元(122B) ，
通常是一组LUT。如前所述，
可以使用单层编码系统(例如，
视频编码器(110)可以利用单个10比特H .264或H .265视频编码器)或双层编码系统(例如，
视频编码器(110)可应用两个或更多个8比特H .264或H .265视频编码器，
如于2014年6月16
日提交的PCT申请PCT/US2014/042583中所描述的，
该PCT申请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来执
行视频编码(110)和视频解码(115)。假设在每个颜色通道上独立地执行色调映射，
则这两
个函数可以如下地整合：
[0065] 对于单层编解码器，
设
[0066] y＝S(x)，
(3)
[0067] 描述了用于在给定解码信号x的情况下生成整形函数y的输出的查找表。
还设
[0068] z＝T(y)
(4)
[0069] 描述了用于在给定输入y的情况下生成色调映射函数z的输出的查找表。
然后，
两
个LUT可以合并为
[0070] z＝T(S(x))＝K(x) .
(5)
[0071]
例如，
对于10比特输入x，
K(x)可以具有1024个条目。
[0072] 在双层编解码器中，
通常存在8比特基本层(BL)和8比特增强层(EL) ，
每个层具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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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己的重整单元。令SB (xB)和SE (xE)表示用于产生最终HDR信号的基本和增强层反向重整
函数。
给定
[0073] y＝SB (xB)+SE (xE)，
(6)
[0074] 然后2D LUT
[0075] U(xB ，
xE)＝T(SB (xB)+SE (xE))，
(7)
[0076] 可被用来组合这两个操作。
对于8比特输入数据和10比特输出数据，
这样的LUT对
于每个颜色通道将需要大约256*256*2＝131千字节。
[0077] 注意，
色度上采样模块(124)也可以与视频解码器(115)的操作相结合，
以利用接
收器中的任何可用的硬件加速器。
[0078] 在一些实施例中，
即使编码、
解码和显示管理都在感知颜色空间(例如，
IPT-PQ)中
执行，
仍可以使用多个这样的颜色空间。例如，
可以在对立颜色空间(例如，
IPT-PQ或YCbCrPQ)中执行编码和解码，
但是可以在原色空间(例如，
RGB-PQ)中执行显示管理。这样的示例
实现在根据另一实施例的图1D中示出，
其中在IPT-PQ颜色空间中执行编码和解码，
但是在
LMS-PQ颜色空间中执行显示管理。在 '622申请中描述了LMS-PQ空间中的显示管理处理的示
例。如 '622申请中所述并且在图2A中部分地示出的，
将视频数据变换到LMS-PQ颜色空间中
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0079] a)如果需要(未示出) ，
执行色度上采样和其他颜色变换(例如，
IPT-PQ到RGB) ，
以
将解码信号转换成伽马编码RGB或RGB-PQ编码信号(205)。
[0080]
b)使RGB信号线性化(步骤210)。解码的HDR信号(123)可以是伽马编码或PQ编码
的，
其通常使用嵌入在编码比特流中的元数据(例如EOTF字段)来被发信号通知，
以反转或
撤消源显示器从代码值到亮度的转换。例如，
如果输入信号是伽马编码的，
则该步骤应用逆
伽马函数。如果输入信号根据“212PCT申请被PQ编码的，
则该步骤应用逆PQ函数。在实践中，
可以使用三个预先计算的1D查找表(LUT)来执行该线性化步骤。
[0081] c)从线性RGB变换到LMS(步骤215和220)。
在该步骤中，
步骤b)的输出信号(212)被
变换到LMS颜色空间中。
通常，
通过应用由输入元数据控制的3×3矩阵来执行该步骤。
[0082] d)将PQ编码(230)应用于L，
M和S颜色分量中的每一个，
以在LMS-PQ颜色空间中生
成输出(232)。该步骤也可以使用三个1D LUT来执行。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以使用3D LUT来
计算完整颜色变换流水线(例如，
IPT-PQ到LMS-PQ)。如果在IPT-PQ空间而不是LMS-PQ中执
行显示管理，
则将附加的LMS到IPT颜色变换(235)应用于LMS-PQ信号(232)以生成IPT-PQ信
号(237)。
[0083] 在一些实施例中，
在LMS-PQ空间中执行显示管理的计算量较少；
然而，
LMS-PQ颜色
空间中的颜色通道是高度相关的，
因此在该空间中操作视频编码器(110)和解码器(115)是
不高效的；
因而，
编码器-解码器对需要在不同的颜色空间(通常，
诸如YCbCr或IPT的对立颜
色空间)中操作。
[0084]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优选地使用感知对立颜色空间(例如YCbCr-PQ或IPT-PQ)来编
码HDR视频信号以减少对于视频编码器(110)和解码器(115)的总体比特深度要求。下一节
描述了当在IPT-PQ颜色空间中编码时提高编码效率的方法。
[0085]
增强的感知均匀性
[0086] 在颜色科学中并且如本文所使用的，
术语“颜色外观模型”表示“包括至少明度、
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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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色调的相对颜色外观属性的预测器的任何模型”。(M .D .Celchild，
”Color Appearance
Models，
“Second Edition，
John Wiley and Sons，
2005。
)这样的模型的示例包括CIE L*a*
b*(CIELAB) ，
IPT和CIECAM02。如图2A所示并且将在后面更详细地讨论的，
给定RGB信号，
可
以使用以下步骤将其转换到这样的颜色空间：
[0087] a)对于CIE XYX或任何其它RGB编码，
变换到接近LMS锥基本空间的线性三色空间
(步骤215 ,220)
[0088]
b)应用可选的色适应变换，
通常通过线性缩放(未示出)
[0089] c)应用非线性变换，
例如PQ编码(230)
[0090] d)应用一些附加处理(例如，
235)以进一步将颜色通道去相关
[0091] 这种方法对于非广色域颜色空间(如ITU Rec .709)导致良好的感知均匀性和色调
线性；
然而，
它不能精确预测通常用于HDR成像的宽色域颜色(例如Rec .2020)的颜色外观。
存在克服CIECAM02的数值问题的现有提议，
但是这些都没有解决在存在另一颜色通道的高
幅度颜色刺激的情况下过度夸大一个RGB通道中的低幅度颜色贡献的色差的问题。
因此，
就
发明人的知识而言，
对于宽颜色刺激没有精确的颜色外观模型。在实施例中，
在XYZ到LMS步
骤之后的新颜色交互变换步骤显著地增强了颜色外观模型中对于饱和颜色的感知均匀性、
色调线性度和编码效率。这种增强的颜色模型可以用于图像和视频编码和显示管理。作为
示例，
在下一部分中，
针对IPT-PQ颜色空间导出交互变换矩阵；
然而，
类似的方法可以应用
于其他颜色外观模型。
[0092] 改善的IPT-PQ颜色空间中的感知均匀性和代码字使用
[0093] 如前文所述并且还在图2A中描绘的，
可以使用以下步骤来执行RGB到IPT-PQ颜色
变换：
[0094] a)将输入信号(102)的像素值(例如，
0到4095)归一化为动态范围在0和1之间的像
素值。
[0095]
b)(步骤210)使用EOTF(可以由输入元数据提供)线性化输入信号。例如，
如果输入
信号(205)是伽马编码的，
则该步骤应用逆伽马函数。如果输入信号根据“212PCT申请进行
了PQ编码，
则该步骤应用逆PQ函数。
[0096] c) (步骤215和220)将步骤b)的输出(例如，
信号212)转换到LMS颜色空间。该步骤
通常包括RGB到XYZ变换(步骤215)，
随后是XYZ到LMS变换(步骤220)。
[0097] d)根据Ebner论文，
传统的LMS到IPT颜色空间转换包括首先将非线性幂函数应用
于LMS数据，
然后应用线性变换矩阵。
虽然可以将数据从LMS转换为IPT，
然后将PQ函数应用
于IPT-PQ域中，
但是在优选实施例中，
在该步骤(230)中，用于LMS到IPT的非线性编码的传
统幂函数被替换为PQ非线性编码。例如，
非线性L，
M和S值以与方程(t2)中的V信号相同的方
式计算，
其中Y信号由线性L、M或S分量值代替。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以使用PQ编码的归一化
版本，
其中可以省略式(t3)的步骤，
并且输出PQ值的范围在0和1之间。
[0098] e)使用标准LMS到IPT线性变换，
该步骤(235)完成步骤d)的输出(例如，
信号232)
到IPT-PQ颜色空间的转换。
[0099] 为了简单起见，
假设在值的[0 1]范围内的归一化3-D立方体(cube)上定义任何颜
色空间，
其中1表示对于给定比特深度的最大可能像素值。为了提高编码效率，
在优选实施
例中，
在每次变换到感知编码的颜色空间之后，
可以应用单独的颜色变换来适当地移动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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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量。
[0100] 考虑PQ编码的RGB值(205)到IPT-PQ颜色空间的映射。
此映射是高度非线性的，
并
将RGB-PQ立方体转换为非立方体形状。作为示例，
图3A描绘了在将大约10 ,000个RGB-PQ点
映射到IPT-PQ空间之后的P与T的相关性。观察到，
原来的RGB-PQ立方体不再是立方体。在
IPT-PQ空间中，
存在两个尾部：
区域P[-0 .3，
-0 .1]×T[-0 .4，
-0 .2](305)中的一个短尾，
区
域P[0 .1，
0 .2]×T[0 .6 ,1](310)中的另一个长尾。IPT-PQ空间的长尾由于尾部周围残留的
未使用空白空间而导致码字的低效分配。
这些尾部也似乎没有感知重要性。
[0101] 现在考虑如图2B所示的RGB到IPT-PQ颜色变换流水线。
如图2B所示，
在应用非线性
PQ编码(230)之前，
将用于调整通道交互的附加步骤(225)应用于线性LMS数据(222)。
设

[0102]

[0103]

非限制性地表示输入LMS数据到变换的LMS(LMSC)数据的颜色通道交互调整(225)
的示例，
其中C表示3×3颜色交互变换矩阵，
其中c是控制三个颜色分量之间的交互水平的
常数(例如，
c＝0 .02或c＝0 .04)。在一些实施例中，
C可以由多于一个的可变参数定义。
[0104] 在一些实施例中，
RGB到LMS步骤(215 ,220)和LMS到LMSc步骤(225)可以组合成单
个步骤，
使得添加交互变换不会为颜色处理流水线添加额外的计算。
[0105] 假设IPT-PQc表示当应用颜色交互变换(225)时的变换后的颜色空间，
图3B描绘了
将大约10 ,000个RGB-PQ点映射到IPT-PQc空间中之后的P与T的相关性。如图3B所示，
IPTPQc颜色空间允许改进的码字使用，
因此允许更高效的压缩。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以在每帧
或每场景的基础上调整式(8)中的参数c，
以最优地调整码字利用率。然后，
该值可以作为编
码比特流中的元数据的一部分被发送到解码器。
[0106] 图2C描绘了用于将来自IPT-PQ或IPT-PQc颜色空间的信号(238)变换为RGB伽马编
码或RGB-PQ编码颜色空间中的信号(205)的颜色处理流水线。如果输入(237)在IPT-PQ颜色
空间中被编码(即，
没有色度交互调整) ，
则应用式(8)的逆颜色交互(例如，
C-1)的步骤可被
省略。
其余步骤包括：
[0107] a) (步骤240) 将逆IPT变换应用于IPT-PQ输入 (238)以 产生PQ编码的LMS数据
(242)。
[0108]
b)(步骤245)从PQ编码的LMS数据(242)移除PQ编码以生成线性LMS数据(247)
[0109] c)在对编码(例如225)期间应用的颜色交互进行反转的可选步骤(250)之后，
将线
性LMS数据(252)或(247)转换为线性RGB数据(262)(步骤255和260)
[0110] d)(步骤265)根据需要将线性RGB信号(262)转换为伽马编码或PQ编码的RGB数据。
[0111] 如前所述，
应用逆交互矩阵(250)可以与LMS到RGB颜色变换步骤(255 ,260)组合。
[0112]
确定颜色交互变换矩阵
[0113] 从式(8) ，
颜色交互变换矩阵可以由变量c完全确定。增加c增加了P/T码字的效率；
然而，
它降低了总体压缩效率，
这是因为它增加了I和P/T分量之间的相关性。对于给定的c
值，
令Pmax(c)和Pmin(c)表示P信道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并且令Tmax(c)和Tmin(c)表示T
信道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一个实施例中，
色度(P/T)域可以被细分为AR(c)＝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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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区域，
其中每个区域是D×D(例如D＝0 .01)，
并且
[0114]

[0115]
[0116]

令UR(c)表示AR(c)范围内的码字使用。在实施例中，
表2以伪码示出了关于如何确
定UR(c)的示例。
[0117] 表2
[0118]

[0119]

如本文所使用的 ，
术语“一组可能的RGB(x ,y)值”非限制性地表示用于导出输出
IPT-PQc值的可能输入RGB值的集合或子集，
[0120]
例如在输入视频的帧或场景、
或者整个可能的RGB空间中所检测到的那些。一般来
说，
较高数目的这种样本有助于更准确地估计交互变换矩阵。
[0121] 设
[0122]
[0123]

表示归一化码字使用，
图4描绘了E(c)值对c的示例图。如图4所示，
在大约c＝0 .02
处存在“拐点”(410)。实验结果表明，
在一个实施例中，
该拐点在码字使用和压缩效率之间
提供了非常好的折衷。因此，
在一个实施例中，
可以选择c值作为使得E(c)数据曲线的一阶
导数被最大化的值。总之，
导出c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0124] a)对于每个c，
对于某一范围的RGB值，
计算相应的IPT-PQc值。
RGB值的范围可以包
括所有可能的RGB值，
或者可以仅包括帧或一组帧内的被测量的RGB值的范围。
[0125]
b)识别IPT-PQc空间中的有效色度码字的数量；
例如通过将P/T空间划分为M(c)*N
(c)网格并对该网格内的有效码字进行计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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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d)使用经验或客观测量确定最佳c。例如，
在一个实施例中，
可以使用不同的c值来
压缩帧序列，
并选择产生最佳压缩率的值作为最佳c。作为替代地，
在实施例中，
给定有效码
字对c的函数(例如，
UR(c)或E(c)) ，
可以将最佳c确定为使得这样的函数的一阶导数(例如
)被最大化的值。

[0127]

在一些实施例中，
可以使用作为替代的颜色通道映射，
诸如仅亮度(I ') ，
亮度对色
度(例如，
I对P或I对T，
或甚至通过使用亮度和色度的完整3D体积表示)来确定码字效率和
颜色交互矩阵。
[0128] 色度整形
[0129] 给定IPT-PQ或IPT-PQc颜色空间中的视频数据，
观察到P和T颜色通道包含大量能
量。给定压缩比特流的有限比特率，
这些信道的直接编码可能相当低效，
这是因为对于这些
信道的任何比特分配减少了对于I信道的比特分配。在实施例中，
可以应用简单的线性量化
器来减小P和T通道的动态范围，
而不影响整体图像质量。例如：
[0130]

[0131]

表示用于P信道的量化器函数，
其中对于给定的比特深度BL(例如，
BL＝10比特) ，

mid表示中间值(例如，
mid＝2BL-1) ，
max表示最大可能值(例如，
max＝2BL-1) ，
的 输入像素值 ，
和

表示P通道

表示量化值 ，w P 是 加权常数 ，典 型地 小于1 (例如 ，w P ＝ 0 .8) ，

是在I和P通道的输入值的预期的(测量的)的下限和上限 ，
以及

量化I通道值的边界(例如，

和

是

)。实际上，
式(11)量化P/T信道，
使得保持

亮度(l)和色度(P/T)之间的动态范围比率。
[0132] 类似的量化器也可以用于T信道。
给定式(11)中的量化参数，
编码器中的P和T分量
的量化可以由解码器反转。在一个实施例中，
对于IPT-PQc数据，
P/T数据的典型范围在[0 .25 0 .3]内。输出范围选择在[-0 .5 0 .5]内。
[0133] 示例计算机系统实现
[0134] 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用计算机系统、
配置在电子电路和组件中的系统、诸如微控
制器的集成电路(IC)设备、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或另一可配置或可编程逻辑设备(例
如，
PLD)、离散时间或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专用IC(ASIC)和/或包括这样的系统、
设备或
组件中的一个或多个的装置来实现。计算机和/或IC可以执行、控制或实施与感知量化HDR
视频的编码和解码相关的指令，
诸如本文所描述的那些。计算机和/或IC可以计算与本文所
述的感知量化HDR视频的编码和解码过程相关的各种参数或值中的任何一个。
图像和视频
实施例可以在硬件，
软件，
固件及其各种组合中实现。
[0135] 本发明的某些实施方式包括执行使处理器执行本发明的方法的软件指令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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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处理器。例如，
显示器，
编码器，
机顶盒，
代码转换器等中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可以通过执
行处理器可访问的程序存储器中的软件指令来实现与如上所述的感知量化HDR视频的编码
和解码相关的方法。本发明还可以以程序产品的形式被提供。程序产品可以包括携带一组
计算机可读信号的任何非暂时性介质，
所述计算机可读信号包括当由数据处理器执行时使
数据处理器执行本发明的方法的指令。根据本发明的程序产品可以是多种形式中的任一
种。程序产品可以包括例如物理介质，
诸如包括软盘的磁性数据存储介质，
硬盘驱动器，
包
括CD ROM，
DVD的光学数据存储介质，
包括ROM，
闪速RAM等的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程序产品上
的计算机可读信号可以可选地被压缩或加密。
[0136] 在上面提及组件(例如，
软件模块，
处理器，
组装件，
设备，
电路等)的情况下，
除非
另有说明，
对该组件的引用(包括对“装置”的引用)应当被解释为包括作为该组件的等同物
的执行所描述的组件的功能的任何组件(例如，
功能上等效的) ，
包括在结构上不等同于在
所示的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中执行该功能的结构的组件。
[0137] 等同，
扩展，
替代和杂项
[0138] 因此描述了涉及感知量化HDR视频的编码和解码的示例实施例。
以上的说明书中，
参照可随实现而改变的大量的具体细节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因此，
什么是本发明以及
本发明的申请人意图什么成为本发明的专有和专用的指示是包含任何随后的校正的一组
权利要求，
这些权利要求以这些权利要求发布的特定的形式从本申请发发布。这里对于包
含于这些权利要求中的术语明确阐述的任何定义应掌控在权利要求中使用的这些术语的
意思。
由此，
没有在权利要求中明确详述的限制、要素、性能、
特征、优点或属性不应以任何
的方式限制这些权利要求的范围。
因此，
说明书和附图应视为解释性而不是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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