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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3D图片的编辑方法、计算机

设备及存储介质，涉及图像处理技术领域，用以

解决现有技术中3D照片在后期编辑图片时，只能

按照普通照片的格式来添加，无法体现3D的效

果，用户体验较差的问题。所述方法包括：分别识

别待编辑图片的图像信息以及编辑信息；其中，

所述图像信息包括所述待编辑图片中每个物体

的物体属性以及所述每个物体所在的图像分层；

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

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

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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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3D图片编辑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分别识别待编辑图片的图像信息以及编辑信息；其中，所述图像信息包括所述待编辑

图片中每个物体的物体属性以及所述每个物体所在的图像分层；

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

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

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

分层包括：

当匹配上的物体属性对应的图像分布在一个图像分层时，将所述编辑信息直接放入对

应的图像分层；

当匹配上的物体属性对应的图像分布在多个图像分层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其中一

个预设的图像分层，或者根据控制指令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指定的图像分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控制指令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指

定的图像分层包括：

接收用户的屏幕按压操作，根据用户按压触摸屏的力度的不同，将所述编辑信息推入

相应的图像分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

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

分层包括：

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一个物体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

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

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多个物体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

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中在所述待编辑图片占比最大的物体所对应的图

像分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

中在所述待编辑图片占比最大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标识出所有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在的图像分层，并给出选择相应的图像分层来放置所述

编辑信息的提示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不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

编辑信息放入预设图像分层，或者根据控制指令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指定的图像分层。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当需要在编辑完成的图片中删除相应的编辑信息时，根据用户的删除指令对所述编辑

信息逐个删除，或者对指定图像分层中的所有编辑信息批量删除。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指定图像分层中的所有编辑信息批

量删除包括：

根据用户对触摸屏的按压力度的不同，选中对应的图像分层，并将选中的图像分层中

的所有编辑信息批量删除。

9.一种计算机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处理器和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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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计算机指令，所述处理器用于运行所述存储器存储的计算机指

令，以实现权利要求1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3D图片编辑方法。

10.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一个或者

多个程序，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以实现权利要求1至8中

任一项所述的3D图片编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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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3D图片的编辑方法、计算机设备及存储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3D图片的编辑方法、计算机设备及存

储介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裸眼3D手机或者VR技术已经渐渐成熟，市场上越来越常见。使用双摄可以拍

摄出自己的3D照片，也可以由专业公司制作效果更佳的3D图片。最主要的3D生成技术为利

用左右眼视差将图像分层，然后通过特定的手机贴膜或者VR眼镜观看时，根据不同的编码

方式，将分层反映到视网膜生成3D的视觉效果。

[0003] 但这样的3D照片在后期编辑图片时，比如添加标签或者涂鸦，只能按照普通照片

的格式来添加，无法体现3D的效果，用户体验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3D图片的编辑方法、计算机设备及存储介

质，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3D照片在后期编辑图片时，只能按照普通照片的格式来添加，无法

体现3D的效果，用户体验较差的问题。

[0005]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3D图片编辑方法，包括：分别识别待编辑图片的图像信息

以及编辑信息；其中，所述图像信息包括所述待编辑图片中每个物体的物体属性以及所述

每个物体所在的图像分层；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

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

[0006] 可选的，所述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

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包括：当匹配上的物体属

性对应的图像分布在一个图像分层时，将所述编辑信息直接放入对应的图像分层；当匹配

上的物体属性对应的图像分布在多个图像分层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其中一个预设的图

像分层，或者根据控制指令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指定的图像分层。

[0007] 可选的，所述根据控制指令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指定的图像分层包括：接收用户

的屏幕按压操作，根据用户按压触摸屏的力度的不同，将所述编辑信息推入相应的图像分

层。

[0008] 可选的，所述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

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包括：当所述编辑信息的

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一个物体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

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多个

物体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中在所述待编辑图

片占比最大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

[0009] 可选的，所述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中在所述待编辑图片占比最大

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标识出所有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在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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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并给出选择相应的图像分层来放置所述编辑信息的提示信息。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方法还包括：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

体属性不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预设图像分层，或者根据控制指令将所述

编辑信息放入指定的图像分层。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方法还包括：当需要在编辑完成的图片中删除相应的编辑信息时，

根据用户的删除指令对所述编辑信息逐个删除，或者对指定图像分层中的所有编辑信息批

量删除。

[0012] 可选的，所述对指定图像分层中的所有编辑信息批量删除包括：根据用户对触摸

屏的按压力度的不同，选中对应的图像分层，并将选中的图像分层中的所有编辑信息批量

删除。

[0013] 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计算机设备，包括：处理器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用

于存储计算机指令，所述处理器用于运行所述存储器存储的计算机指令，以实现本发明提

供的任一种3D图片编辑方法。

[0014] 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

储有一个或者多个程序，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以实现本

发明提供的任一种3D图片编辑方法。

[001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3D图片编辑方法、计算机设备及存储介质，能够分别识别待

编辑图片的图像信息以及编辑信息；其中，所述图像信息包括所述待编辑图片中每个物体

的物体属性以及所述每个物体所在的图像分层，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

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

层，这样，当对3D图像进行编辑时，编辑信息也能够呈现出与3D图片对应的三维效果，从而

大大提升了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3D图片编辑方法的一种流程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对3D图片添加编辑内容的流程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对3D图片删除编辑内容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

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限定本发明。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3D图片编辑方法，包括：

[0021] S11，分别识别待编辑图片的图像信息以及编辑信息；其中，所述图像信息包括所

述待编辑图片中每个物体的物体属性以及所述每个物体所在的图像分层；

[0022] S12，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

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

[002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3D图片编辑方法，能够分别识别待编辑图片的图像信息以及

编辑信息；其中，所述图像信息包括所述待编辑图片中每个物体的物体属性以及所述每个

物体所在的图像分层，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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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这样，当对3D图像进行编

辑时，编辑信息也能够呈现出与3D图片对应的三维效果，从而大大提升了用户体验。

[0024]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3D图片可以包括能够呈现3D视觉效果的静态

图、动态图以及照片等，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此不作限定。在步骤S11中，待编辑图片的图像信

息可以包括图片中的各种物体的物体属性，如物体类型、大小、颜色、形状等，其中，物体类

型例如可包括图片中的山水、人物、花鸟、建筑、摆设等等。由于是3D图像，这些不同的物体

可能存在在不同的图层中，而且即便是同一个物体也可能占据不止一个图层。

[0025] 可选的，编辑信息既可以是用户输入的信息，例如通过输入法输入的文字或符号，

或者用户通过触摸屏手绘涂鸦等，也可以是自动识别待编辑图片的图像信息后自动发出的

编辑指令，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此不做限定。

[0026] 根据步骤S11中识别的信息，可选的，在步骤S12中，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

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

的图像分层可包括：

[0027] 当匹配上的物体属性对应的图像分布在一个图像分层时，将所述编辑信息直接放

入对应的图像分层；例如，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假设用户输入的编辑信息中包括“妈

妈”，并且在对图片进行图像识别时，识别出图片中有一个女性人物的图像，并且该女性人

物的图像只占据了一个图层，则直接将包含“妈妈”的编辑信息放入该女性人物所在的图

层。

[0028] 当匹配上的物体属性对应的图像分布在多个图像分层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其

中一个预设的图像分层，如最上层或最下层，或者根据控制指令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指定

的图像分层。可选的，控制指令可以为多种屏幕触控操作，只要能够将编辑信息放入指定的

图像分层即可，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此不做限定。例如，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根据控制

指令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指定的图像分层具体可包括：接收用户的屏幕按压操作，根据用

户按压触摸屏的力度的不同，将所述编辑信息推入相应的图像分层。

[0029] 举例说明，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当编辑信息中包括“小溪”，并且在对图片进

行图像识别时，识别出图像中包括一条从远而近流过的小溪，这条小溪分布在远近不同的

三个图层，则可以将包含“小溪”的编辑信息首先放置在这三个图层的最上面一层上，然后

接收用户在触摸屏上对该编辑信息的按压操作，根据按压力度的不同，可以将该编辑信息

推入第二层、或者最下面图层放置。

[0030]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小A对着午餐拍摄了一张满意的3D照片，分享时想要

添加一个文字标签和一句感悟；添加的标签为符合图像中物体属性的某个词语，比如“美

食”，于是该词语就会默认放置在食物的旁边，与食物是同一图像分层；添加的感悟是“这样

才能有动力继续上班”，该语句就会默认放置在预设图层，例如放置在距离用户最近的图像

分层；小A觉得感悟的位置不太美观，于是按住这条语句拖动位置并施加一定的压力，则该

语句根据压力的不同被放置到不同的图像分层，小A在觉得满意的位置放手后，该语句就停

留在该位置，从而达到用户满意的3D图片编辑效果。当然，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也可

以采用其他方案将编辑信息先放在一个默认图层，然后接收用户进一步的指令调整该编辑

信息的具体位置。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此不做限定。

[0031] 可选的，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在步骤S12中，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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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

应的图像分层可以包括：

[0032] 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一个物体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

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

[0033] 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多个物体的物体属性存在匹配

关系时，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中在所述待编辑图片占比最大的物体所对应

的图像分层。

[0034] 例如，假设编辑信息中包括“妈妈”，并且在对图片进行图像识别时，识别出图片中

只有一个女性人物的图像，则直接将包含“妈妈”的编辑信息放入该女性人物所在的图层。

当编辑信息中包括“大餐”，并且在对图片进行图像识别时，识别出图像中包括多道菜，这些

菜分布在远近不同的三个图层，则可以将包含“大餐”的编辑信息放置在该待编辑图片的显

示面积占比最大的一层上。

[0035] 进一步的，在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属性匹配的物体中在所述待编辑图片占比最大

的物体所对应的图像分层之后，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3D图片编辑方法还可包括：标识出所

有属性匹配的物体所在的图像分层，并给出选择相应的图像分层来放置所述编辑信息的提

示信息。例如，可以高亮显示所有匹配的物体属性所在的图像分层，并提示用户从中选择相

应的图像分层来放置所述编辑信息，从而为用户提供了参与选择的机会，进一步提升了用

户的使用体验。

[0036] 上述实施例中描述了编辑信息与图片中图像信息存在匹配关系的情况，但本发明

不限于此。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当所述编辑信息的信息内容与所述图像信息中的物

体属性不存在匹配关系时，也可以进行相应的3D效果处理，例如可以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

预设图像分层，或者根据控制指令将所述编辑信息放入指定的图像分层。可选的，在本发明

的一个实施例中，可以将所述编辑信息首先放入距离用户最近的图像分层，再根据用户按

压触摸屏的力度的不同，将所述编辑信息推入下面相应的图像分层，压力越大，推入的图像

分层越远离用户。

[0037] 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3D图片编辑方法不但可以将编辑信息与图片中的

图像进行3D效果匹配，还能够对已经存在于3D图片中的编辑信息进行删除操作。可选的，当

需要在编辑完成的图片中删除相应的编辑信息时，可以根据用户的删除指令，对所述编辑

信息逐个删除，或者对指定图像分层中的所有编辑信息批量删除。

[0038] 当对编辑信息进行逐个删除时，可以对编辑信息逐个点选后删除，当对指定图像

分层中的所有编辑信息批量删除时，可以根据用户对触摸屏的按压力度的不同，选中对应

的图像分层，并将选中的图像分层中的所有编辑信息批量删除。

[003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3D图片编辑方法进行详细说明。图2为对3D

图片添加编辑内容的流程图，图3为对3D图片删除编辑内容的流程图。结合图2和图3，本实

施例中，3D图片编辑方法可包括如下步骤：

[0040] 第一步：如图2所示，当检测到用户编辑图片的命令时，对3D图片进行图像识别，并

同时记录识别物体的结果以及该物体所在的图像分层；

[0041] 可选的，此识别和记录流程也可基于系统后台对拍摄的每张3D图片的数据分析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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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第二步：检测和识别用户添加文字标签或者涂鸦；其中如果用户采用涂鸦方式，则

需要进行手写文字识别；

[0043] 第三步：根据识别结果对添加的文字标签或者涂鸦进行相应的处理：

[0044] 当识别到的结果与某单一图像类型相匹配(如添加文字为“美女”，则匹配为人

物)，则自动将该组文字标签或者涂鸦放置到该图像所在的视觉分层；

[0045] 当识别到的结果与n个图像类型均可匹配，则优先放置在所占屏幕空间最大的图

像所在的位置，同时高亮所有同类型的图像区域，提示用户可手动选择其中一个作为确认；

[0046] 当识别到的结果与当前图像没有任何匹配(如添加文字为XXXX)，默认将文字标签

放置于最靠前的分层，检测用户按压该标签的力度，根据压力的不同，将该文字标签放置到

不同的分层；

[0047] 当识别到的结果与当前图像没有任何匹配(如涂鸦为任意曲线或者形状不能被识

别为文字)，默认根据涂鸦经过的图像区域，平均分布到该图像区域中所在的各个分层；检

测用户按压该涂鸦的力度，根据压力的不同，将该涂鸦放置到不同的分层；

[0048] 当识别到的图像本身就横跨多个分层时，按照上面的规则默认放置在该图像距离

用户最近的分层上；同时可检测用户按压该标签或者涂鸦的力度，根据压力的不同，将该涂

鸦放置到该图像区域所横跨的不同的分层；

[0049] 第四步：如图3所示，当用户想要擦除之前已经添加的文字标签或涂鸦时，有两种

操作方式；普通的操作方式为发起擦除指令后，检测操作点在某个文字标签元素或者涂鸦

元素上，则直接擦除对应的文字标签或者涂鸦；

[0050] 特殊的，也可以对之前添加的编辑内容，如文字标签或涂鸦等进行批量删除。例

如，当检测到用户发起擦除指令后，如果检测到操作点在空白区域，即该区域无任何文字标

签或者涂鸦元素，则开始检测操作点的压力值变化，实时根据压力值的大小变化，高亮在不

同分层区域的文字标签元素或者涂鸦元素；检测用户操作结束时的压力值，高亮对应该压

力值的分层的文字标签元素或者涂鸦元素，并给出“确认擦除”的操作提示；当检测用户确

认擦除时，则批量擦除该分层的所有文字标签和涂鸦元素，当检测到用户取消确认擦除，则

不擦除任何元素。

[0051] 相应的，本发明的实施例还提供一种计算机设备，包括：处理器和存储器；所述存

储器用于存储计算机指令，所述处理器用于运行所述存储器存储的计算机指令，以实现前

述实施例提供的任一种3D图片编辑方法，因此也能实现相应的技术效果，前文已经进行了

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0052] 相应的，本发明的实施例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存储有一个或者多个程序，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以

实现前述实施例提供的任一种3D图片编辑方法，因此也能实现相应的技术效果，前文已经

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0053]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

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装置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

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装置所固有

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该

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装置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9285203 A

8



[0054] 通过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述实施例方

法可借助软件加必需的通用硬件平台的方式来实现，当然也可以通过硬件，但很多情况下

前者是更佳的实施方式。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

(如ROM/RAM、磁碟、光盘)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终端设备(可以是手机，计算机，服

务器，空调器，或者网络设备等)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的方法。

[0055] 尽管为示例目的，已经公开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意识到

各种改进、增加和取代也是可能的，因此，本发明的范围应当不限于上述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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