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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数字媒体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 促进了互联网图像数量的爆发式增长, 为图像理解与处理技术提出

了智能性、高效性等方面的新要求. 传统的图像处理方法利用一张或一组图片作为输入对源图像进行处理, 由于缺乏
充分的指导信息, 导致其处理结果的质量受到了极大限制. 数据驱动的图像处理方法的优势在于, 能够充分利用图
像库中隐含的知识来指导处理输入图像, 并得到更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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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and mobile Internet has boosted a huge amount of online images.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such as intelligence and efficiency are required for data-driven image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Lacking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raditional image editing methods taking one or multiple
images as inputs, are likely to generate unsatisfactory results. Data-driven image editing methods take advantage of hidden knowledge in the image library, thus have potential to produce better results.
Key words: data-driven; image editing; image retrieval; image synthesis
数字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的融合与迅速发展

处理上. 近年来, 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海量互联网数

扩大了线上可视媒体的规模, 图像、视频、数字几

据所蕴含信息的重要价值, 提出了数据驱动的图

何等可视媒体数量呈现指数增长; 而其中图像又

像分析与处理新思路, 并在图形学的各个方面发

是最直接有效的视觉信息载体. 如何分析和挖掘

挥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图像理解、基于图像的建模

海量图像数据中包含的视觉内容, 成为了可视媒

和图像编辑.

体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并为图像理解与处

由于有丰富的图像资源作为输入, 数据驱动

理技术提出了智能性、高效性等方面的新挑战. 传

的图像处理方法能够发挥更大的潜能: 首先, 在大

统的图像处理方法利用单张或一组图片作为输入

规模的图像数据中可以挖掘出隐含的内在关联和

对源图像进行处理, 由于缺乏充分的指导信息, 导

知识, 这些知识在单一图像中难以提取; 其次, 图

致其结果的质量受到了极大限制; 且因无法充分

像库中多样化的图像内容可以被用于图像合成,

理解用户意图, 使其难以直接应用到海量数据的

这为图像处理提供多组备选的处理结果; 第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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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层面, 图像库可以提供给用户更加丰富的交

其中. 这就需要研究高效鲁棒的智能图像理解方

互方式, 并帮助算法更好地理解用户意图, 从而实

法, 以对海量图像中所包含的有效视觉内容进行

现更加友好的交互接口. 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

特征分析和内容的理解与提取, 进而与人类认知

题, 如图像补全等, 在图像库的帮助下得到了更好

建立联系通道, 实现海量图像数据的有效处理. 除

的结果; 而新颖的应用和交互方式也成为近年来

了对单幅图像的整体视觉特征外, 也要同时对各

的研究热点, 例如 Sketch2Photo[1], ShadowDraw[2].

数据内部和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信息、语义上下文关

典型的数据驱动的图像处理方法包括图像表

系等进行提取与组织, 从而实现可视媒体内容的

达与分析、图像过滤与获取, 以及图像编辑应用 3

结构化表达. 以此为基础, 便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或

个重要方面. 首先, 要进行图像的视觉特征描述与

者前端应用所产生的搜索请求, 在海量图像内容

刻画, 并对图像库中不同图像之间的结构和对应

中进行查找相关信息, 进而进行符合人类认知的

关系进行深度挖掘和记录, 从而得到图像库的视

智能处理. 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 主要分为图像内

觉内容及其内在关联的合理表达, 例如图像的视

容的抽取表 达和数据驱 动的内容理 解分析 2 个

觉显著性计算, 表观特征的上下文关系等信息的

方面.

抽取、表示与存储等. 其次, 需要对基于图像的内

1.1

容描述进行图像的过滤与获取, 以在互联网海量

图像内容的表达方法
图像内容的抽取与表达一直是计算机图形学

数据中得到与应用问题相关的图像, 自动过滤无

和视觉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 研究人员一直致力

关图像, 从而构建有效的图像数据集合. 例如用场

于寻找鲁棒有效的视觉特征和表示结构, 以实现

景分类方法得到特定场景的图像等, 这一步为图

对海量图像紧凑、准确的描述和表达. 在图像的整

像的编辑合成提供正确的图像内容, 对于后续处

体特征提取方面, 研究人员最早从颜色、梯度分布

理起到关键的作用. 之后则可以利用所提取出的

等底层特征出发进行图像的整体描述, 如 GIST 方

结构、语义和图像内容相似性等信息, 实现各种智

法 [3]. 后来研究人员注意到与感知相关的视觉特性

能图像编辑处理应用.

的重要作用, 利用视觉显著性区域是对图像中最

数据驱动的图像智能分析和处理方法所面临

受人关注信息, 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描述. Cheng 等 [4]

的挑战在于: 首先, 互联网图像数据具有无序性和

观察到视觉显著性主要是由像素和其周围区域的

低质量的特点, 大量的冗余信息充斥其中, 导致图

对比度决定, 进而提出了基于直方图对比度的方

像的准确获取存在困难; 其次, 数据驱动的图像编

法来检测显著性, 又进一步结合空间关系提出了

辑需要在处理多来源图像的情况下具有更好的鲁

基于区域对比度的显著性提取方法, 以形成基于

棒性. 举例来说, 数据驱动的图像合成方法就要考

区域对比度的(RC 方法)显著性图, 并将其用于抽取

虑不同图像来源之间光照、色调的不同. 此外, 将

图像包含的主要对象形状. 图 1 所示为 RC 方法计算

传统的图像处理方法直接应用于大量图像数据,

出的显著性图, 以及基于显著性图所进行前景

时间代价之高不可接受, 且算法的高效性是对数
据驱动图像处理方法的又一挑战.
本文对近年来数据驱动的图像智能分析和处
理方法进行回顾、讨论和总结, 具体从以下 3 个层
a. 输入图像

面进行阐述: 面向海量数据的图像内容获取, 面向
海量数据的图像表达与分析方法, 以及数据驱动
的图像编辑与合成. 基于对以往工作的讨论, 本文
提出在未来研究中数据驱动的图像分析与处理的
热点问题和发展的方向.

1

b. 基于全局对比度的图像显著性图

面向海量数据的图像表达与分析
c. 显著性分割结果

互联网图像数据量巨大, 并且具有无序性和
低质量的特点, 大量的冗余信息和无关信息充斥

图1

视觉显著性检测与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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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的结果. 该方法大幅提升了显著性提取准确

现视觉特征间的纵向关联与映射. 这样的描述结

度和召回率, 并能够自动地提取出海量图像库中

构更加符合人类视觉系统对于图像的认知特点,

最重要的视觉内容.

能够对图像的语义信息, 几何结构信息进行紧凑

近年来, 一些国内外研究者也在关注能够描

的存储和表示.

提出了图像的描述模型. Li 等 提出了词袋(bag of

数据驱动的图像内容分析
以数据驱动的方法为工具, 一些传统的图像

word)模型, 将图像局部特征的集合作为图像的描

内容分析问题得到了新的解决方案, 其算法的性

述子, 但是其缺少了对于局部特征之间结构关系

能也获得了提高. 如在图像的深度信息恢复方面,

述图像各部分内容的表示方法, 从不同角度考虑
[5]

1.2

的描述. 为克服这一缺陷, Hu 等 提出了一种称为

Su 等 [8] 利用三维模型库与输入的二维图像中的对

片网(PatchNet)的新的图像结构表达方法. PatchNet

象进行形状匹配与结构恢复, 从而估算出图像的

是一种层次结构的图模型, 它利用图像中的区域

深度信息. 在本征图像的分析方法方面, Bell 等 [9]

具有相似的表观特征特性, 用一个代表性片来表

通过群体智慧的模式进行图像标注, 建立了一个

示一个区域, 并将其作为该图模型的一个节点; 而

大规模带有标注信息的本征图像数据库, 从而可

对于一些具有复杂结构特征的区域(如窗户), 把能

以训练较为准确的本征图像自动抽取模型, 以有

够代表其部分区域的节点组合成复合节点, 从而

效地分析阴影、光照等图像的本征属性. 在互联网

形成层次结构, 以表达不同尺度下的主要视觉特

图像中, 也大量存在着与人体相关的内容. 如果按

[6]

征. 并且在每一层的相邻节点之间, 通过加入边来

照自然场景的通用方法进行人体内容的分析, 无

表达其相对位置关系, 以描述其几何上下文结构.

法满足基于人体图像的应用需求. 在 PoseShop[10]

这样, 就可以实现对一幅输入图像进行抽象化的

这一工作中, 研究人员对图像中的人体内容依据

表示. 图 2 所示为 PatchNet 结构示例.

动作语义和衣服属性进行了索引构建, 并通过迭
代优化自适应的皮肤模型进一步提高人体区域提
取的准确性.
对于图像库中物体形状与表观特征信息的有
效分析也是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 通过在数据集
中运用机器学习等方法进行分析, 使得对图像中所
包 含 对 象 的 分 析 能 力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扩 展 . Averbuch-Elor 等[11]根据文本查询得到的图像搜索结果
中内容的聚类特点, 进一步划分和提取出其中包
含的不同内容类别. Nguyen 等 [12]的工作则关注于
图像数据集中物体形状的子空间分析, 通过对同
类物体图像表观与形状特征的子空间学习, 更好
地刻画了对象本身的内在视觉属性, 能够支持更
为智能的物体变形等操作.
随着互联网图像技术的发展, 更多涉及到用

图2

片网(PatchNet)对于一幅图像的表达

该领域的研究还包括了面向整个图像库的内
[7]

户交互的需求不断涌现. 研究者们开始把注意力
投向如何更好地理解用户意图上, 其突破口就是
手绘草图这种直接的人机交互通道. Huang 等 [13]提

容组织与表现方法, Zhu 等 在一个具有相似主题

出了一种数据驱动的手绘草图分割与标注方法.

的图像库中进行共有内容的抽取, 并通过均化表

通过学习带有不同组件标注的草图训练样本, 可

观特征的浏览方式对整个图像库所包含的视觉内

以自动地对用户输入的草图内容进行组件的分析;

容加以呈现.

Schneider 等 [14]则提出了基于 Fisher 向量的手绘草

以上这些方法不仅可以对图像进行了语义粒

图识别方法, 并能够理解草图各部分的绘制质量

度较细的局部表观特征描述, 而且利用如空间分

以及在用户意图表达方面的重要性, 从而进一步

[8]

布关系矩阵 描述其整体的几何结构, 并进一步实

提高了草图交互方法的智能性. 也有研究者注意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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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图像与用户相关的其它性质, 如 Averbuch-Elor
等

[15]

从图像内容的时间属性出发进行了图像组的

分析. 即给定一组具有相关性的图像, 通过其内容
相似度的分析和优化, 得到该组图像最为合理的
发生时间先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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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拖拽选择所要检索的物体范围, 系统即可利用
图像的局部特征和自动提取的物体轮廓特征, 对
图片中的物体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利用机器学习中的支持向量机方法, 图像检
索可以跨域进行; 例如用户输入一张长城的照片,

图像内容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在近年取得了突

检索系统不仅能搜索到真实的长城照片, 还能检

破性进展, 其研究重点更多地放在图像语义内容

索到油画风格的长城. Shrivastava 等 [24]提出跨域搜

的自动提取与图像间语义的关联, 图像库中图像

索的图像检索框架, 能够在照片、草图、油画风格

在几何结构、上下文关系和语义的相似性挖掘等方

等图像中跨域搜索输入图像中的内容. 该方法提

面, 突破了单幅图像中知识不完备的障碍. 但目前

取图像中的方向梯度直方图特征 [25], 将输入图像

此类方法对整个图像库分析效率较低, 大多数方

作为正例; 同时将大量数据库中的图像作为负例,

法处理时间和图像库中数量呈线性关系, 图像库

用支持向量机进行训练. 经过迭代求解, 该方法可

中隐藏知识的挖掘程度也有待提高.

以得到揭示输入图像本质的加权方向梯度直方图
特征, 即使在不同图像表达形式下, 也能基于此特

2

面向海量数据的图像内容获取

征 搜索到符合语义内容的结果. 标注传播方法 [26]
(annotation propagation)能够从语义层面自动获取

虽然数据驱动的图像处理方法可以利用大量

相关的图像内容. 该方法通过分析图像的表征内

的图像数据作为辅助输入, 但同时也面临很大的

容, 将用户标记好的图像语义信息逐像素地传播

挑战. 如何从海量无序的图像数据中寻找到可用

到未标注的图像区域中, 达到自动标注与分析图

的内容, 是其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基于内容的图像

像内容的目的.

检索方法利用颜色、梯度、纹理等信息评估图像的

基于草图的图像检索通过引入更高级的用户

相似性. 新的交互方式, 例如画草图, 也被应用到

交互, 允许用户勾勒草图来描述图像内容. 草图的

图像检索中. 本节介绍经典的图像内容获取工作,

交互方式能够更好地表达用户的意图, 基于草图

包括图像检索和图像中的对象匹配.

的图像检索系统 Mindfinder[27] 可离线地对百万图

2.1

图像检索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 [16] 和视频检索 [17] 一直以

来被广泛关注, 其研究方法大多基于输入图像的

像提取边缘特征并建立索引, 对于用户在线画的
草图, 该系统提取草图特征与图像库中索引的特
征进行匹配, 并返回如图 3 所示图像检索结果.

颜色、纹理、梯度等底层特征, 并使用例如支持向
量机和图像分类等机器学习的方法 [18].
1995 年, Jacobs 等 [19]提出多尺度图像检索方法,
其利用小波变化来实现快速图像检索. 文本检索
的经典方法在 2003 年被引入到图像和视频检索中,
Sivic 等 [20]提出 Video Google 视频检索方法, 通过
提取图像帧的局部特征构造视觉词汇; 然后利用
文本检索中的倒排索引结构, 将数据库中的视频
图像帧和输入视频图像帧进行匹配. 这项工作后
来 被 改 进 , 用 于 图 像 识 别 和 物 体 检 索 . 2006 年 ,

a. 输入草图

Nister 等 [21] 提出用视觉词汇树结构来提高图像检

图3

b. 检索结果

基于草图的图像检索系统 Mindfinder

索 速 度 和 准 确 性 . Jing 等 [22] 将 文 本 检 索 中 的
PageRank 引入到图像检索中, 并提出 VisualRank

2012 年, Eitz 等 [28]对人类和机器分别对草图的

方法, 它能够对大规模图像数据进行搜索, 显著提

识 别 率 进 行 了 研 究 , 提 出 了 一 种 基 于 bag-of-

高了检索的准确性.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方法也

features 的表达草图的特征, 用于草图识别, 识别

被扩展到移动互联网搜索中, He 等 [23]提出交互图

率达 56%. Sketch2Photo 系统 [1]通过为用户提供草

像搜索框架, 用户只需要在手机屏幕显示的图片

图勾画界面, 同时允许用户输入关键词标签,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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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图. 在用户交互之后, 系

内容检索与对象匹配对于面向海量数据的图

统即自动寻找符合语义的图像进行图像合成编辑.

像内容获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前者返回符合语

[29]

将图像

义的图像内容, 后者更多的是在用户交互的基础

库中的图像分割成超像素区域, 结合显著性检测

上返回符合用户要求的图像对象. 此类工作为图

该系统的原理是首先通过图像分割方法

, 将场景中可能的

像的合成应用提供素材, 同时降低了用户交互的

前景物体自动分割出来; 之后利用多重图像过滤

复杂程度; 然而, 计算效率依然是此类方法的

机制, 将无关图像过滤掉, 留下满足用户要求的图

瓶颈.

以及 GrabCut 前景分割方法

[30]

像. 这些过滤机制包括显著性过滤、轮廓一致性过
滤和内容一致性过滤; 过滤后得到的图像前景物

3

数据驱动的图像智能编辑

体作为候选图像返回给用户用于图像合成.
上述图像过滤策略为传统图像检索方法不能

图像智能编辑是数据驱动的图像分析与处理

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开创了基于互联网

方法的重要应用. 通过利用互联网图像包含的海

海量图像应用的新方向. 基于此思想, 多种数据驱

量视觉信息及其关联, 一些传统的图像编辑问题

[31]

得到了更好的解决, 合成结果的质量获得了显著

动的图像应用被提出, 如数据驱动的图像合成
以及数据驱动的图像色彩编辑

[32]

.

对象匹配
对象间相似性度量和图像库中对象的自动匹
配是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经典问题, 广泛
应用在图像检索、物体识别等领域.
对于无复杂背景且对象较容易自动提取的图
像, 大多数对象匹配的方法基于对象的形状相似
性, 形状上下文方法 [33] 为此类方法中的代表性工
作. 该方法对物体形状轮廓上的点进行采样, 统计
每个采样点周围其它采样点的分布, 并将其作为
此采样点的特征; 然后利用二分图匹配算法对 2 个
形状的采样点进行最优匹配, 得到 2 个形状的相似
性度量. MPEG-7 评测集 [34]是公开的形状匹配的评
测集,当前最佳的形状匹配方法 [35]在此评测集上可
以达到 93%的准确度.
对于背景复杂的图像, 如何自动地在图像库
中批量提取并匹配相似的物体对象, 是另一个重
要问题. Sketch2Photo 系统 [1] 采用层级过滤机制,
考虑视觉显著性、形状和内容的一致性, 将与输入
对象相似的内容进行提取. 2013 年, Rubinstein 等 [36]
提出非监督的互联网图像物体联合提取方法. 该
方法对于用户输入的关键字, 例如‘car’, 用现有的
图像搜索引擎得到候选图像库; 之后对图像库中
图像的稠密对应关系信息进行挖掘, 迭代地提取
图像库中符合语义内容的前景物体. 最近, Averbuch-Elor 等 [11]在互联网图像中自动提取与搜索关
键字语义相关的对象内容, 并且利用其形状信息
进行对象的分组. 互联网图像内容的提取和匹配,
为数据驱动的图像编辑应用提供多样化且有序的
图像内容.
2.2

提升, 一些新的编辑方法和应用也得以实现. 本节
首先介绍相关基础技术, 包括图像对象提取、图像
融合等技术; 然后对数据驱动的图像合成详细介
绍这一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方向的代表性工作;
最后介绍其它类型的数据驱动的图像智能处理工作,
如利用互联网图像做三维场景漫游[37]、数据驱动的
图像色调编辑 [38]、互联网图像中的场景理解 [39]等.

相关基础技术介绍
本节介绍数据驱动的图像智能处理涉及到的
基本技术. 除了在第 1 节介绍的数据库中图像内容
3.1

自动提取和匹配之外, 通过友好的人机交互方式
更精确地按照用户意图提取图像中的对象, 也是
获取图像对象的重要方式. Grabcut 方法 [30]提供简
单的交互方式, 用户只需要在图像上简单标注一
个矩形框包含所需提取的对象, 即可提取框内的
对象内容. 该方法基于混合高斯模型和图割的方
法迭代求解对象的颜色分布模型. 进而, Liu 等 [40]
提出实时反馈的对象选择工具, 用户采用该工具可
以通过简单涂抹而准确地选择所需提取对象的边界.
Cheng 等[41]提出图像中相似图元提取方法 Repfinder,
该方法可以在用户简单标注需提取的模板图元和
背景之后, 自动将图像中存在非刚性变换的相似
图元提取出来, 且能利用图元间的相似性自动恢
复被遮挡图元的信息. 以上方法提取的对象具有
硬边界, 对于图像合成应用, 硬边界部分将产生瑕
疵. 数字图像抠图技术(image matting)[42-43]能够提
取图像图元的软边界, 此类边界附近的图像内容
具有半透明的过渡效果.在图像合成应用中, 软边
界能够让物体更一致地与背景融合.
在提取出图元之后, 原图像往往需要将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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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进行补全. 常用的图像补全方法基于插值 [44-45]

Huang 等 [31]提出用互联网图像中的对象图元,

或图像块 [46-50]进行补全. 此外, 为了将来自不同图

以输入图像为模板, 通过拼接合成与输入风格一

像前景和背景颜色进行无缝融合, 研究人员提出

致的图像. 该工作首先将输入图像自适应地分割

[1, 51-53]

. 这些方法的工作原

成区域, 对每一区域, 利用形状和颜色相似性从图

理是将图像背景的颜色通过前景的边界条件传播

像库中匹配最佳图元; 之后考虑到物体图元间的

到前景上, 同时保留前景自身的纹理信息, 以得到

拓扑层次信息、交界点一致性信息, 将图元进行拼

边界一致的图像融合.

接, 生成具有真实感和艺术感的图像.

一系列图像融合的工作

Chen 等 [10]提出图像合成系统 PoseShop, 该系

有了上述图像编辑技术作为基础, 数据驱动
的图像智能处理技术得以深入研究和发展.

统利用互联网的图像自动构建了百万数量级的人

数据驱动的图像合成
图像合成作为数据驱动图像处理的重要应用,
可以分为基于物体对象的图像合成以及基于区域
一致性的图像合成 2 类. 基于物体对象的图像合成
方法从数据库中获取所需的图像对象, 用于合成
最终的图像; 基于区域一致性的图像合成方法则
利用数据库中图像的部分区域作为合成素材, 与
输入图像进行一致性合成.
3.2.1 基于物体对象的图像合成
Photo Clip Art[54]作为早期的基于物体对象的
合成工作, 为数据驱动图像合成指出了新方向.它
可以将图像库中预先标记好的对象合成到新的背
景图像中. 在用户交互地选择想要合成的物体对
象类别以及在背景图像中的位置后, 该系统可以自
动返回给用户与背景图像光照一致的物体图元,
并能估算图元的真实大小和方向. 结合图像融合技术,
该系统可以合成具有真实感的图像. Sketch2Photo
系统 [1]通过用户输入的草图和关键字标签, 在预先
构建好的图像对象库中搜索符合条件的对象和背
景图片, 并提出混合融合算法将对象与背景融合,
如图 4 所示. Eitz 等 [55]提出了类似的图像合成系统
PhotoSketcher, 其交互过程如下: 首先用户输入草
图, 在基于草图的图像搜索引擎中搜索, 并返回候
选图像; 之后用户还需对所候选的图像交互抠取
对象内容, 并利用图像融合方法合成图像. 以上这
些工作都是在用户交互的基础上将图像库中的物
体对象无缝融合到输入的背景图像上, 进而达到
图像合成的目的.

体姿态数据库, 帮助用户将自己的头像与姿态库

3.2

中的素材结合, 合成连环画风格的图片. 其基于换
脸和换服装的图像合成技术, 考虑了色彩的一致
性, 可以产生个性化结果.
基于物体对象的图像合成方法利用图像库中
对象间的某种相似性度量进行快速检索, 并合成
目标图像. 除利用形状、颜色、纹理等特征度量外,
更丰富的相似性度量方式有待研究.
3.2.2

基于区域一致性的图像合成
基于区域一致性的图像合成方法利用数据库

中分割好的区域, 依据合成图像的边界区域一致
性以及语义内容关系指导图像的合成. 此类方法
的早期工作 [56] 根据关键字搜索图像库中已标记和
分割好的图像区域, 并用该区域内容, 通过纹理合
成方法 [57]补全用户指定的图像区域.
基于互联网海量图像数据的图像补全工作 [58]
首次提出了利用互联网上的图像内容来补全输入
图像. 该工作通过比较输入图像与图像库中图像
的全局 GIST 特征 [3], 对图像库中的图像相似性排
序; 可选多个候选图像用于补全, 获得多组结果.
该方法结合图像蒙太奇技术 [59]和泊松融合 [51]技术,
能够取得多样化的图像补全结果, 但其缺点是图
像搜索和合成需要较长的时间. Sivic 等 [60]提出基
于互联网百万图像的场景漫游工作, 对用户输入
的一幅图像, 它通过在指定方向合成新的图像内
容的方式进行场景漫游. 其核心思想类似于文献
[58], 通过计算图像的局部范围内的 GIST 特征,
与库中图像相应范围的 GIST 特征进行匹配, 得到
的图像与原图像进行特定方向的融合. 该方法的
优点是可以在原输入图像的基础上无限扩展原始
图像内容, 缺点是合成结果在融合部分有瑕疵.
Hu 等 [6]提出 PatchNet 的图像表达形式, 对图
像库中的图像建立图模型, 即用节点和边来表示
图像中的区域并记录区域间的空间、层级关系. 此

图4

Sketch2Photo 系统示意图

种表示结构可以为数据驱动的图像合成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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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表达, 利用 PatchNet 表达方法可以进行图
像库的快速检索, 找到符合空间和语义逻辑的图
像内容, 用于图像合成和图像编辑.
最近, Wang 等 [61]提出利用从互联网自然风景
图像对输入图像进行图像外插合成. 图像外插指
的是在不改变原始图像内容的前提下, 通过合成
新的图像内容的方式, 增大原图像的尺寸. 对于用
户指定的外插方向以及每个方向外插的范围, 该
方法能够自动在数据库中寻找与输入图像结构和
内容一致性的图像进行合成. 该方法首先将图像
库中的图像进行层级图像分割, 然后对分割区域
之间的相邻关系建立图结构表达. 当用户指定外
插的方向和范围后, 该方法首先根据图像边缘子
图结构的复杂性自动判定外插方向的先后顺序,
并用图匹配的方法确定符合外插图结构一致性的候
选图像. 在搜索到包含相同子图结构的图像后, 该
方法基于内容一致性原则对候选图像和原图像进
行合成; 在进行若干次迭代后, 即可生成用户指定
尺寸的合成结果. 图 5 所示为数据驱动的图像外插示
意图.

a. 待外插图像

图5

b. 外插结果

数据驱动的图像外插

基于区域一致性的图像合成方法的瓶颈在于:
由于不同图像区域间纹理的细微差别, 合成后可
能导致瑕疵. 如何对不同图像中的区域进行更完
备的特征抽取和相似性度量,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6

2021

其他数据驱动的图像编辑应用
除了利用图像库进行图像合成之外, 数据驱
动的图像智能处理还有其他类型的应用.
Goldberg 等 [62]提出数据驱动的图像编辑方法,
其基于 Sketch2Photo 的思路, 通过关键字和画草
图的方式, 利用海量数据辅助用户通过笔画编辑
图像内容. Lee 等 [2]提出辅助绘画系统 ShadowDraw,
实时地在用户绘画过程中提供下一步的绘画建议.
该系统预先在后台存储图像库, 在用户绘画过程
中实时匹配用户绘制的草图, 找到匹配的图像, 并
将这些 图像 用笔画 的形 式显示 反馈 给用户. Torralba 等 [63]提出用缩略图进行快速有效的图像场景
识别.
在图像编辑中, 图像色彩编辑是常用的重要
操作, 例如可用于优化图像的视觉效果、改变图像
表达的情感基调等. Huang 等 [64]提出通过学习大量
图像数据中图像区域特征和颜色属性分布之间的
对应关系, 为新的输入图像预测各个区域颜色属
性的分布; 再依据这个概率分布进行采样, 得到排
序好的多个图像色彩编辑结果. 如图 6 所示, 通过
编辑传播的应用, 能够将区域级别的调色结果传
播到像素级别上, 形成整幅图像平滑的重新调色
效果.
在不同设备、时间、角度下拍摄的同一景点大
量图像可以用于场景重建和场景漫游应用 [ 37, 65 ] .
Snavely 等 [37]提出 Photo Tourism 系统, 在图像间求
得稠密的对应关系, 并利用这些关系重建三维场
景. 用户还可以通过点选交互界面上的三维点查
看相应位置拍摄的图像内容, 并且能在相邻图像
间产生平滑过渡的效果. 更进一步地, Snavely 等 [65]
通过自动计算相同地点、不同角度拍摄 2 幅图像之
间的平滑过渡路径, 遍历其它处于两点间的图像,
并能自动精确地对齐场景, 达到具有真实感的场
景漫游效果. Shen 等 [66] 提出城市建筑点云自适应
3.3

数据驱动的图像色彩编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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