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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

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相机平行移动连续拍

摄多帧图像序列，计算出参考图和其所有相邻图

像的稀疏运动场，消除拍摄图像序列时要等间隔

拍摄取样的限制，具有很好的精准性；对所述参

考帧的稀疏运动场进行拟合，得出分离后的背景

层稀疏运动场和反射层稀疏运动场；采用基于BP

神经网络算法拟合出整幅图像的运动场，并利用

该运动场对拍摄的多帧图像进行坐标配准，重建

分离后的两层图像；对初始分离后的图像进行优

化迭代，精确分离后的图像细节。本发明采用基

于BP神经网络算法拟合整幅图像的运动场，速度

快，易实施；避免了等间隔拍摄取样，减少了图像

去除玻璃反射的处理时间，降低了处理的复杂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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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BP神

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包括：相机平行移动连续拍摄多帧图像序列，计算

出参考图像与其相邻帧的稀疏运动场，消除拍摄图像序列时要等间隔拍摄取样的限制；对

所述参考帧的稀疏运动场进行拟合，得出分离后的背景层稀疏运动场和反射层稀疏运动

场；采用基于BP神经网络算法拟合出整幅图像的运动场，并利用运动场对拍摄的多帧图像

进行坐标配准，重建分离后的两层图像；对初始分离后的图像进行优化迭代，分离图像细

节；

所述计算出参考图像与其相邻帧的稀疏运动场包括：对图像序列{I1,I2,I3,I4,I5}进行

Canny边缘检测，得到每一幅图像的边缘图像，根据检测出来的图像边缘像素点集，选取I3

边缘上像素点{xI＝(xi ,yi)}为中心像素块，对图像{I1 ,I2 ,I4 ,I5}的相应行进行逐像素匹

配，采用置信传播方法，分别计算参考图像I3与{I1,I2,I4,I5}归一化互相关极小值，可得到

四个对应边缘像素的稀疏矩阵值Vj(x)，计算公式为：

对所述参考帧的稀疏运动场进行拟合，得出分离后的背景层稀疏运动场和反射层稀疏

运动场具体包括：

对图像的稀疏矩阵V(x)进行RANSAC拟合，得到IB的稀疏运动场VB(x)，之后，再对V(x)-

VB(x)再次RANSAC拟合，得到反射层的稀疏运动场VR(x)，得出分离后的背景层稀疏运动场和

反射层稀疏运动场；

所述采用基于BP神经网络算法拟合出整幅图像的运动场，并利用运动场对拍摄的多帧

图像进行坐标配准，重建分离后的两层图像包括：建立前馈神经网络，采用基于BP算法的神

经网络训练样本数据集；取隐层数为两层，每层神经元均采用Sigmoid传输函数，将上述分

层后的像素点[xiyj]及其相应VB(x)和VR(x)作为样本数据点训练神经网络，输入输出之间

关系对照如下：

反复训练神经网络，使得 其中Vij为神经网络的计算输出的运动场

值， 为实际期望输出的运动场值，W,V为每层的加权向量；训练完成后，利用该网络对其

他像素点泛化，得到背景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FB(x,y)和反射层稠密运动场FR(x,y)；对稠密

运动场分别进行自适应中值滤波，用像素点邻域中灰度级的中值Medmed来替代该像素的值，

计算公式为：

基于所述两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对原参考图像对应的像素点进行坐标配准，将配准后

的图像灰度化，并对每个像素点进行计算，选取灰度值为中间值的点所在的配准图像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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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RGB值作为该点的新像素值，分别恢复出初始分离后的背景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

IR；

所述对初始分离后的图像进行优化迭代，分离图像细节包括：

根据初始分离后的背景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IR，优化迭代min(I3-IB-IR)，依据IB+IR与

I3的NCC值作相应的正确的处理，通过计算式I3-IB-IR和设定阈值，消除神经网络泛化后偏

差较大的像素点，提炼背景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IR中正确的像素点，转至建立前馈神经网

络，采用基于BP算法的神经网络训练样本数据集，继续后续步骤，如果NCCk＞NCCk-1，继续后

续步骤，每进行一次迭代，计算IB+IR与I3的NCC值，如果NCCk＞NCCk-1，说明重建图像精度增

加，继续迭代，否则，停止迭代，结束程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于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在提取图像边缘之前对高分辨率图像进行下采样，求

解出参考图像与剩余所有图像之间的稀疏运动场，应用于后续坐标匹配阶段，消除等间隔

拍摄限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相机平行移动连续拍摄多帧图像序列{I1 ,I2,I3,I4,I5}，选取其中一幅图像I3

为参考帧；

步骤二，对所述序列图像{I1,I2,I3,I4,I5}进行 倍的下采样处理，m>1；

步骤三，对图像序列{I1,I2,I3,I4,I5}进行Canny边缘检测，并提取图像序列的边缘；

步骤四，根据检测出来的图像边缘像素点集，选取步骤三I3边缘上像素点{xI＝(xi,yi)}

为中心像素块，对图像{I1,I2,I4,I5}的相应行进行逐像素匹配，采用置信传播方法，分别计

算参考图像I3与{I1,I2,I4,I5}归一化互相关极小值，得到四个对应边缘像素的稀疏矩阵值

Vj(x)，计算公式为：

步骤五，对图像的稀疏矩阵V(x)进行RANSAC拟合，得到IB的稀疏运动场VB(x)，再对V

(x)-VB(x)再次RANSAC拟合，得到反射层的稀疏运动场VR(x)，得出分离后的背景层稀疏运动

场VB(x)和反射层稀疏运动场VR(x)；参数设置如下：迭代次数K：1000-2000次，偏差t：5-10，

判决阈值th：5-9；

步骤六，对所述稠密运动场分别进行自适应中值滤波，用像素点邻域中灰度级的中值

Medmed来替代该像素的值，计算公式为：

步骤七，中值滤波后的两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分别进行m倍的上采样，恢复到原图像序

列的大小；

步骤八，建立前馈神经网络，采用基于BP算法的神经网络训练样本数据集，取两层隐层

数，每层神经元均采用Sigmoid传输函数，将上述分层后的像素点[xiyj]及其相应VB(x)和VR

(x)作为样本数据点训练神经网络，输入输出之间关系对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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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训练神经网络，使得 其中Vij为神经网络的计算输出的运动

场值， 为实际期望输出的运动场值，W,V为每层的加权向量，训练完成后，利用该网络对

其他像素点泛化，得到背景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FB(x,y)和反射层稠密运动场FR(x,y)；

步骤九，基于所述两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对原参考图像对应的像素点进行坐标配准，

将配准后的图像灰度化，并对每个像素点进行计算，选取灰度值为中间值的点所在的配准

图像对应位置的RGB值作为该点的新像素值，分别恢复出初始分离后的背景层图像IB和反

射层图像IR；

步骤十，根据初始分离后的背景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IR，优化迭代min(I3-IB-IR)，依

据IB+IR与I3的归一化互相关值作相应的正确的处理，通过计算式I3-IB-IR和设定阈值，提炼

背景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IR中正确的像素点，转至步骤七，继续后续步骤，如果NCCk＞

NCCk-1，继续后续步骤，每进行一次迭代，计算IB+IR与I3的NCC值，如果NCCk＞NCCk-1，说明重

建图像精度增加，继续迭代，否则，停止迭代，结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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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技术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

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图像去除反射是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领域的热点研究技术之

一。因为在拍摄透明介质玻璃后的景物时，玻璃上反射的图像会对玻璃后的景物造成破坏，

导致捕获的图像质量下降，出现图像模糊、色彩失真等现象，不仅降低图像的可视性，更对

后续图像处理算法(如物体识别、特征提取、图像分析等)的进行造成困难。反射分量的去除

可以对图像立体重建、识别和追踪等应用提供十分有用的信息，因此研究图像去除玻璃反

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使用智能移动设备随时随地拍

摄图像更加方便快捷。受限于智能移动设备的硬件性能，现有的一些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如

基于物理装置偏振滤波器，通过旋转偏振镜片实现反射分量去除，该方法拍摄时直接去除

反射层不需要后期图像处理，但使用者需具备极化和摄影理论知识，目前市场上的智能移

动设备并不具备相应的硬件装置，不能满足需求；基于单幅输入图像去除反射方法，通过对

所拍景物分类人工的增加更多的约束信息来解决图像分层的病态问题，例如对图像中属于

背景层或者反射分量其中一类的像素进行人工标注，将图像大致分为背景层和反射层两个

区域，该交互式方法对人工依赖性较大；基于多幅图像去除反射方法，采用相机平行移动连

续拍摄多帧图像序列，即拍摄者在玻璃前沿平行于玻璃的方向水平移动连续拍摄多张图

像，利用背景层和玻璃反射层相对于拍摄者运动视差的不同去除反射层。该类方法不需要

人工实时交互，例如，郭晓杰提出的叠加图像分解算法(SID:Superimposed  Image 

Decomposition)选取不同的角度拍摄多张图片，但其主要适用于处理景深较小的平面图像

去除玻璃反射，对于拍摄存在较大景深的图像效果十分不好；Tianfan  Xue提出的边缘流算

法(edge  flow)潜在要求拍摄图像序列时水平近似等间隔，实际应用中拍摄者难以精准把

握。此外，在该方法的算法设计方面，由于其在计算高分辨率的图像边缘信息相关性上耗时

久，处理一幅图像耗时会随着图像尺寸的增大呈现出几何级增加，难以运用到实际应用中。

与edge  flow算法不同的是，本发明提出的算法同步求解参考图像与多幅相邻图像之间的

稀疏运动场，避免了等间隔拍摄取样要求，减少了拍摄限制条件，更准确的应用于后续坐标

匹配阶段，采用BP神经网络算法代替曲面插值拟合整幅图像的运动场，拟合效果更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旨

在解决如移动设备不具备偏振滤波器等硬件装置、或对人工依赖性较大、耗时长、图像处理

速度较慢等现有的某些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存在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所

述基于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包括：相机平行移动连续拍摄多帧图像序列，计算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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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图像与所有多幅相邻图像稀疏运动场，消除拍摄图像序列时要等间隔拍摄取样的限制；

对所述参考帧的稀疏运动场进行拟合，得出分离后的背景层稀疏运动场和反射层稀疏运动

场；采用基于BP神经网络算法拟合出整幅图像的运动场，并利用该运动场对拍摄的多帧图

像进行坐标配准，重建分离后的两层图像；对初始分离后的图像进行优化迭代，进一步精确

分离后图像细节。存在严重反射层的图像经本发明所述方法处理之后，可去除大部分反射

层图像，目标图像质量可得到明显提升。

[0005] 进一步，所述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在提取图像边缘之

前对高分辨率图像进行上下采样处理。随着现代图像分辨率逐步提升，对高分辨率图像计

算相邻图像归一化互相关时，消耗较长时间。本发明在预处理阶段对其进行下采样，可有效

缩短计算图像间运动场的时间，进而可求解出参考图像与所有多幅相邻图像的稀疏运动

场，而不是仅求解出参考图像和其一幅相邻图像的运动场，推导出其余图像和相邻图像的

运动场值，消除了等间隔的拍摄条件。

[0006] 进一步，在提取图像边缘之前对高分辨率图像进行下采样和上采样处理，可以有

效减少后续计算相邻图像间归一化互相关的时间。进而可实现单独求解每一幅相邻图像与

参考图像之间的运动场，使得其余四幅图像相对于参考图像的运动场之间相互独立，即可

在水平方向上任意间隔拍摄图像序列，避免了等间隔拍摄的限制条件，更准确的应用于后

续坐标匹配阶段。

[0007] 进一步，采用BP神经网络算法代替曲面插值拟合整幅图像的运动场，速度快，简单

易实施。

[0008] 进一步，所述基于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一，相机平行移动连续拍摄多帧图像序列{I1,I2,I3,I4,I5}，选取其中一幅图

像I3为参考帧；

[0010] 步骤二，对所述序列图像{I1,I2,I3,I4,I5}进行 倍的降采样处理；

[0011] 步骤三，由于图像的边缘点具有丰富的信息量且包含重要的语义关联，平行移动

拍摄图像时，其边缘表面方向变化比较剧烈，对图像序列{I1,I2,I3,I4,I5}进行Canny边缘检

测，并提取图像序列的边缘。实验使用边缘像素替代整幅图像，将图像数据稀疏化，不仅可

以简单有效地概括物体的形状、简化运算，还可以准确的表示物体的运动趋势；

[0012] 步骤四，根据检测出来的图像边缘像素点集，选取I3边缘上像素点{xI＝(xi ,yi)}

为中心像素块，对图像{I1,I2,I4,I5}的相应行进行逐像素匹配，采用置信传播方法，分别计

算参考图像I3与{I1,I2,I4,I5}归一化互相关极小值，得到四个对应边缘像素的稀疏矩阵值

Vj(x)，计算公式为：

[0013]

[0014] 通过计算每幅相邻图像与参考图像的稀疏矩阵值Vj(x)，可以避免拍摄图像序列

时要等间隔拍摄取样的限制，在保证主要拍摄目标在图像中的前提下，相邻图像之间可移

动任意间隔，同时也进一步精准后续步骤的坐标配准。

[0015] 步骤五，对所述稀疏运动场V3(x)进行拟合，采用RANSAC算法，基于背景层IB和反射

层IR相对于相机位置的不同，导致背景层稀疏运动场VB(x)和反射层稀疏运动场VR(x)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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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取值范围，对图像的稀疏矩阵V(x)进行RANSAC拟合，得到IB的稀疏运动场VB(x)，再对

V(x)-VB(x)再次RANSAC拟合，得到反射层的稀疏运动场VR(x)，得出分离后的背景层稀疏运

动场VB(x)和反射层稀疏运动场VR(x)；

[0016] 步骤六，将所述中值滤波后的两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分别进行m倍的上采样，恢复

到原图像序列的大小；

[0017] 步骤七，建立前馈神经网络，采用基于BP算法的神经网络训练样本数据集，取两层

隐层数，每层神经元均采用Sigmoid传输函数，将上述分层后的像素点[xiyj]及其相应VB(x)

和VR(x)作为样本数据点训练神经网络，输入输出之间关系对照如下：

[0018]

[0019] 反复训练神经网络，使得 其中Vij为神经网络的计算输出的运

动场值， 为实际期望输出的运动场值，W,V为每层的加权向量。训练完成后，利用该网络

对其他像素点泛化，得到背景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FB(x,y)和反射层稠密运动场FR(x,y)；

[0020] 步骤八，对所述稠密运动场分别进行自适应中值滤波，用像素点邻域中灰度级的

中值Medmed来替代该像素的值，计算公式为：

[0021]

[0022] 步骤九，基于所述两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对原参考图像对应的像素点进行坐标配

准，将配准后的图像灰度化，并对每个像素点进行计算，选取灰度值为中间值的点所在的配

准图像对应位置的RGB值作为该点的新像素值，分别恢复出初始分离后的背景层图像IB和

反射层图像IR；

[0023] 步骤十，根据初始分离后的背景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IR，优化迭代min(I3-IB-

IR)，依据IB+IR与I3的归一化互相关值(NCC: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作相应的正

确的处理，通过计算式I3-IB-IR和设定阈值，提炼背景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IR中正确的像

素点，转至步骤七，继续后续步骤，如果NCCk＞NCCk-1，继续后续步骤，每进行一次迭代，计算

IB+IR与I3的NCC值，如果NCCk＞NCCk-1，说明重建图像精度增加，继续迭代，否则，停止迭代，

结束程序。

[0024] 更具体地，本发明提供的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在与

以往图像去除反射方法效果相当的基础上，避免了等间隔拍摄取样要求，减少了拍摄限制

条件；在提取图像边缘之前对高分辨率图像进行下采样和上采样处理，可以有效减少后续

计算相邻图像间归一化互相关的时间。其中，若不增加下采样处理，计算参考图像与一个相

邻图像的NCC消耗时间为278秒，本发明增加下采样后，消耗时间为56秒，速度明显得到提

升；同步求解参考图像与多幅相邻图像之间的稀疏运动场，更准确的应用于后续坐标匹配

阶段；采用BP神经网络算法代替曲面插值拟合整幅图像的运动场，简单易实施。本发明以分

辨率为1152×648的图像序列处理为例，硬件环境采用Intel(R)Core(TM)i5CPU处理器，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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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GB的PC设备，所需时间共为5.6分钟。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流程

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去除反射的输入图像序列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输入图像序列边缘检测图像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参考图像与其余图像序列的稀疏运动场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像序列背景层和反射层边缘分离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像序列神经网络拟合后的背景层和反射层稠密运动

场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参考图像背景层和反射层分离后的图像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

定本发明。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应用原理作详细的描述。

[0034]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运动场的图像去除反射方法，流程图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如下

步骤：

[0035] 步骤一，相机平行移动连续拍摄多帧图像序列{I1,I2,I3,I4,I5}，选取其中一幅图

像I3为参考帧，如图2所示，序列图像1～5分别对应所拍摄的图像序列{I1,I2,I3,I4,I5}，该

图像序列中的每一幅图像均包含目标景物和反射层两层图像。

[0036] 步骤二，对所述序列图像{I1,I2,I3,I4,I5}进行 倍的降采样处理，可有

效的减少下述步骤计算图像序列与参考图像的归一化互相关时间；

[0037] 步骤三，对图像序列{I1,I2,I3,I4,I5}进行Canny边缘检测，得到每一幅图像的边缘

图像，实验使用边缘像素替代整幅图像，将图像数据稀疏化，不仅可以简单有效地概括物体

的形状、简化运算，还可以准确的表示物体的运动趋势。图3为输入图像序列{I1 ,I2,I3,I4,

I5}所对应的边缘图像；

[0038] 步骤四，根据检测出来的图像边缘像素点集，选取I3边缘上像素点{xI＝(xi ,yi)}

为中心像素块，对图像{I1,I2,I4,I5}的相应行进行逐像素匹配，采用置信传播方法，分别计

算参考图像I3与{I1,I2,I4,I5}归一化互相关极小值，可得到四个对应边缘像素的稀疏矩阵

值Vj(x)，边缘上的像素点具有不同的值，四幅运动场效果图如图4所示，其中，运动场1、运

动场2、运动场4以及运动场5分别对应的是图像{I1,I2,I4,I5}相对于I3移动的运动场。计算

公式为：

[0039]

[0040] 通过计算每幅相邻图像与参考图像的稀疏矩阵值Vj(x)，可以避免拍摄图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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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等间隔拍摄取样的限制，在保证主要拍摄目标在图像中的前提下，相邻图像之间可移

动任意间隔，同时也进一步精准后续步骤的坐标配准。

[0041] 步骤五，对所述稀疏运动场Vj(x)进行拟合，采用RANSAC算法。基于背景层IB和反射

层IR相对于相机位置的不同，导致背景层稀疏运动场VB(x)和反射层稀疏运动场VR(x)具有

不同的取值范围。由于背景层图像IB在整幅图像中占主导地位，故首先对图像的稀疏矩阵V

(x)进行RANSAC拟合，可得到IB的稀疏运动场VB(x)。之后，再对V(x)-VB(x)再次RANSAC拟合，

可得到反射层的稀疏运动场VR(x)。参数设置如下：迭代次数K：1000-2000次，偏差t：5-10，

判决阈值th：5-9。基于背景层和反射层相对于相机的运动视差的不同，通过设定参数，利用

RANSAC将两层运动场分类，由此得出分离后的背景层稀疏运动场VB(x)和反射层稀疏运动

场VR(x)，可得到反射层和背景层稀疏运动场分离图，共四组，分离后的效果图如图5所示，

每一行左侧为分离后的背景层，右侧为分离后的反射层；

[0042] 步骤六，将所述中值滤波后的两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分别进行m倍的上采样，恢复

到原图像序列的大小；

[0043] 步骤七，建立前馈神经网络，采用基于BP算法的神经网络训练样本数据集。本发明

中取隐层数为两层，每层神经元均采用Sigmoid传输函数，将上述分层后的像素点[xiyj]及

其相应VB(x)和VR(x)作为样本数据点训练神经网络，输入输出之间关系对照如下：

[0044]

[0045] 反复训练神经网络，使得 其中Vij为神经网络的计算输出的运

动场值， 为实际期望输出的运动场值，W,V为每层的加权向量。训练完成后，利用该网络

对其他像素点泛化，得到背景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FB(x,y)和反射层稠密运动场FR(x,y)，其

中参考图像I3与{I1,I2,I4,I5}背景层的稠密运动场效果图如图6所示，该图显示了每一个像

素点的运动场值，水平移动拍摄图片时，相对于拍摄者，不同的像素点具有不同的运动场

值，后续步骤利用该值进行图像重建；

[0046] 步骤八，对所述稠密运动场分别进行自适应中值滤波，用像素点邻域中灰度级的

中值Medmed来替代该像素的值，计算公式为：

[0047]

[0048] 步骤九，基于所述两层图像的稠密运动场对原参考图像对应的像素点进行坐标配

准，将配准后的图像灰度化，并对每个像素点进行计算，选取灰度值为中间值的点所在的配

准图像对应位置的RGB值作为该点的新像素值，分别恢复出初始分离后的背景层图像IB和

反射层图像IR。

[0049] 步骤十，根据初始分离后的背景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IR，优化迭代min(I3-IB-

IR)，依据IB+IR与I3的NCC值作相应的正确的处理。通过计算式I3-IB-IR和设定阈值，消除神

经网络泛化后偏差较大的像素点，提炼背景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IR中正确的像素点，转至

说　明　书 5/6 页

9

CN 106127696 B

9



步骤七，继续后续步骤，如果NCCk＞NCCk-1，继续后续步骤，每进行一次迭代，计算IB+IR与I3

的NCC值，如果NCCk＞NCCk-1，说明重建图像精度增加，继续迭代，否则，停止迭代，结束程序。

通过不断优化插值后的稠密运动场FB(x,y)和反射层稠密运动场FR(x,y)，进一步精确背景

层图像IB和反射层图像IR。本发明所提供的方法对图像分离后效果图如图7所示，相较于处

理前的图像序列，去除反射后的图像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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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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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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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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