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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视频增强技术可以使低曝光视频中的细节显示出来, 有效地改进视频质量, 为视频的后期处理提供保证.

针对直接将不均匀亮度图像增强方法运用到视频处理中容易出现时空不一致现象的问题, 提出一种基于分区曝光融
合的不均匀亮度视频增强方法. 为了实现视频帧的均匀曝光, 首先对输入视频帧采用分区曝光法计算不同的曝光区
域, 对不同的曝光区域进行多尺度曝光校正; 然后对每一个区域融合其不同曝光程度的区域; 最终形成完整的曝光
良好的视频帧. 对于视频帧之间时空一致性的保持, 结合前一帧曝光分区的方法能更加准确地计算相邻帧之间的对
应关系, 将前一帧的相应的像素传播到后面的帧中. 实验结果表明, 相比于目前的视频增强方法, 该方法可以使不均
匀亮度视频均匀曝光并且更好地保持视频场景的自然性, 同时保持视频的时空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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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uniform Illumination Video Enhancement Based on Zone System and Fusion
Zhang Yu and Liu Shiguang*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Video enhancement is used to reveal hidden details in underexposed videos and improve video quality,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video post processing. It will introduce temporal inconsistency by directly applying image enhancement on video.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on-uniform illumination video enhancement method
based on zone system and fusion. We first apply the zone system for exposure evaluation. We then remap each region using a series of tone mapping curves to generate multi-exposure regions. Next, we fuse the regions into a
well-exposed video frame. Finally, in order to keep temporal consistency, we temporally propagate the zone regions from the former frame to the current frame using our zone system-based distance metric. Experimental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enhanced video exhibits uniform exposure, keeps better naturalness, and preserves
temporal consistency.
Key words: non-uniform illumination video; video enhancement; zone system-based fusion; naturalness preservation
在视频拍摄过程中, 由于场景光照的变化、

得视频呈现不自然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 对视频

拍摄设备设置等多因素的原因, 视频质量可能退

进行色调的调整、模式识别等其他操作就会受到影

化, 实际得到的视频可能会出现不均匀亮度的现

响, 必须通过有效的方法对不均匀亮度视频进行

象, 如场景部分区域低曝光、其他区域过曝光, 使

增强, 使得视频曝光均匀, 才能有效地进行视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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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曝光融合的不均匀亮度视频增强框架, 可以

在进行由于光照引起的不均匀亮度增强时,
[1-5]

使不均匀亮度视频均匀曝光并更好的保持视频的

, 通过

自然性; 提出一种分区曝光融合的方法进行视频

移除场景光照可以得到增强后的结果. 然而 Wang

帧增强, 将分区曝光法与图像融合结合起来进行

等 [6] 提出 : 对 于具 有不均 匀光 照的场 景 , 单 纯通

视频帧增强, 可以保证均匀曝光, 同时更好地保持

过移除光照是不科学的. 为了保证场景的自然,

视频帧的自然性; 提出一种将曝光分区与距离度

文献[6]首先对场景的自然性进行评估, 然后通过

量结合起来的方法进行帧间颜色传播, 在处理不

亮度滤波器将反射光和光照分离, 最后对反射光

均匀亮度视频时可以更准确地进行相邻帧之间的

和光照分别进行处理, 以达到图像增强的效果. 但

匹配.

基于 Retinex 算法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算法

是, 文献[6]方法未考虑不同场景光照之间的联系,
在处理视频时容易出现抖动现象, 不能直接运用

1

相关工作

在视频增强中. 在处理视频增强问题时, 由于保持
视频的时空一致性是很关键的问题, 因此难以将

Retinex 理论的原理是物体的颜色是由物体对

Retinex 理论与视频的时空一致性的保持进行结合.

光线的反射能力来决定的, 物体的色彩不受光照

另外, 利用图像融合的方法也可以处理视频

非均匀性的影响, 即具有颜色恒常性, 通过移除场

曝光增强的问题, 尤其是在处理监控视频中, 采用

景光照就可以得到增强后的结果. 基于 Land 等 [9]

将白天拍摄的视频与夜晚拍摄的视频进行融合也

的方法, 大部分基于 Retinex 理论算法将场景中光

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Mertens 等 将同一场景

照移除, 通过提取反射层进行细节增强 [10-13]. 然而

的不同程度曝光图片利用拉普拉斯金字塔的方法

这些方法虽然可以提取出图像的细节信息, 但是

进行融合, 最终得到曝光良好的结果; 但是这种基

破坏了图像整体的自然度 [13].

[7]

于融合方法需要多幅输入图像, 不适合处理单源

大部分使用图像融合的方法进行曝光增强时

图像或视频. Zhang 等 [8]对输入视频的每一帧根据

都是首先输入一组不同曝光程度的图像序列, 然

不同参数进行色调映射, 计算得到多个曝光校正

后进行图像融合, 将图像序列融合为一幅曝光良

结果, 然后将这些区域运用基于感知驱动的方法

好的输出图像 [14-18].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很难提供

融合起来, 使得视频帧的每一个区域均为最佳曝

多种曝光程度的图像序列. Kotwal 等 [19] 提出一种

光状态. 然而在不均匀亮度的视频中, 由于视频帧

基于最优化的融合方法, 首先对需要处理的原图

中的不同区域的亮度不同, 因此运用色调函数进

像计算出多幅不同曝光图像, 然后采用一种优化

行映射时得到的结果还会呈现不均匀亮度的现象,

方法进行最佳的融合; 然而该方法优化权重图不

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精确, 处理后的图像中不能保持很好的对比度. 还

上述方法直接将不均匀亮度图像增强方法运

有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视频增强算法, Zhang 等 [8]运

用到这种视频处理中时, 由于视频中场景动态的

用一种保持细节以及时空一致性的滤波来去除噪

变化, 容易出现抖动等时空不一致现象. 而其他视

声; 该方法在处理低曝光视频时可以得到比较好

频增强的方法用来处理不均匀亮度视频时, 由于

的结果. 然而在处理不均匀曝光视频时, 由于视频

视频中不同区域的曝光程度不同, 最终的视频也

帧均为不均匀曝光状态, 采用多尺度曝光融合生

容易出现不均匀曝光现象, 自然性不能保持.

成的结果仍会出现不均匀曝光的状态.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采用图像融合的方法进
行曝光校正. 为了解决使用全局色调映射函数可

2

本文方法

能会造成不均匀曝光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视频帧
采用分区曝光法进行分析, 得到不同的曝光区域;
然后对于不同的曝光区域采用不同的映射函数得
到多尺度曝光区域; 最后将不同的曝光区域进行
融合. 在处理视频帧间传播时, 结合分区曝光法可

概述
图 1 所示为本文方法的流程图. 输入一段不均
匀亮度视频 I , 输出为一段曝光良好的视频 O . 对
于视频帧 I n , 首先采用分区曝光法计算不同的曝
2.1

以更准确地计算相邻帧之间像素的对应关系, 进

光区域; 然后对不同的曝光区域进行多尺度曝光

而保持视频的时空一致性.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校正, 对于不同的区域运用融合的方法融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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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方法流程图

曝光程度的区域, 最终形成一个曝光良好的视频

比, 运用分区曝光的多尺度映射方法基于区域内

帧. 对于视频帧 I n 1 , 采用分区曝光法估计曝光区

最大值进行不同参数的映射. 对于得到的多尺度

域, 结合视频帧 I n 的曝光分区将前一帧的相应的

曝光区域分别计算不同的曝光权重值, 判断曝光

像素传播到后面的帧中, 实现时空一致性的保持.

良好的区域, 便于后面进行曝光融合. 依据定量指

基于分区曝光的多尺度图像融合
采用图像融合的方法进行不均匀图像的曝光
增强. 在进行多尺度曝光图像的生成时, 不能只考
虑运用一个映射函数进行处理, 而应该考虑不同
区域的曝光度差异, Yuan 等 [1]提出一种图像校正的
方法, 首先对图像进行分区曝光的计算, 然后对不
同区域进行色调调整. 受文献[1]方法的启发, 本
文用 zone system 方法进行曝光区域的划分, 对不
同区域分别进行曝光函数的处理. 首先对视频帧
计算强度 [7]
I p  (20 R  40G  B ) 61 ,

标对比度、饱和度和曝光度计算权重图. 首先用高

2.2

斯滤波进行去噪, 因为拉普拉斯滤波对噪声比较
敏感. 再用拉普拉斯滤波计算出的结果表示图像
的对比度 C , 值高的部分表示存在边缘; 用
R, G, B 这 3 个通道的标准差来表示饱和度 S ; 运

用高斯曲线来表示图像的曝光度
 ( I p  0.5) 2 
,
E  exp 


2 2


其中,  为标准差. 将得到的 3 个定量指标值进行

结合

其中, R, G 和 B 分别为视频帧的 RGB 颜色空间分

W  CSE ;
其中, W 为权重图, 权重值高的区域代表曝光良

量的值. 图 2 所示为分区曝光的划分结果.

好, 权重低的地方代表曝光不足或者过曝光. 下一
步将曝光良好的区域进行融合, 得到曝光良好的
视频帧. 本文采用多尺度拉普拉斯金字塔模型, 可
以有效地避免混色现象 [8].
为了完成多尺度区域 R 到 RM 的融合, 将 R 和
RM 分解成拉普拉斯金字塔 {L[ R ]} 及 {L[ RM ]} , 其

图2

分区曝光划分结果

中, M 为  的个数; 同时建立相应的高斯金字塔
{G[W ]} 及 {G[WM ]} , 其中, W 和 WM 分别代表 R

对于不同的区域分别用不同的曝光函数 f 进
行多尺度映射, 得到多尺度的曝光区域
f (I p , )  I p 

Ip
Ip 
2

2

( I max  I p ) .

和 RM 的权重图. 通过结合每一层的拉普拉斯金字
塔和高斯金字塔系数, 可以建立输出的拉普拉斯
金字塔 {L[ R' ]} . 定义第 l 层的拉普拉斯金字塔输出
为

其中, I p 为不同区域中像素的强度值; I max 为区

Ll [ R' ] p  Gl [WM ] p Ll [ RM ] p .

域内的最大强度值, 将强度归一化, 所以 I max 取值

其中, p 为像素的坐标, Ll [ R' ] p 为第 l 层在像素 p

为 1;  为映射调整参数, 不同的  可以得到不同

处的拉普拉斯金字塔输出, Gl [WM ] p 和 Ll [ RM ] p 分

的曝光程度的区域. 与全局的多尺度映射方法相

别为第 l 层在像素 p 处的高斯金字塔及拉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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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 计算出金字塔每一层的输出系数后, 就可

在进行视频帧的曝光分区融合时计算出视频

以得到融合后的结果 R' . 对每一个曝光区域进行

帧的不同曝光区域, 这些区域可作为判断视频结

多尺度融合, 最终得到一幅曝光良好的视频帧.

构特征的一个标志. 结合这些分析, 本文提出一种

2.3

基于分区曝光的帧间颜色传播
如果对视频的每一帧均进行以上处理, 则由

结合曝光分区度量相邻视频之间的不动点的方法.
对于视频帧中相对应的区域, 按照

于视频场景的变化性, 容易出现时空不一致的现

Ri / i 1  {x s.t. | abs(( LiR ( x)   ( LiR )) 

象. 视频的时空一致性保持一直是视频处理的关

( LRi 1 ( x)   ( LRi 1 )))  0.05}

键问题. 计算相邻视频帧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进行
像素颜色信息的传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 虽

进行度量. 其中, LRi ( x) 和 LRi+1 ( x) 分别代表第 i 帧

然视频中的物体或者场景是变化的, 但是在相邻

及 i  1 帧 同 一 区 域 R 中 的 像 素 亮 度 ,  ( LRi ) 和

视频帧之间大部分像素点均可视作不动点, 只有

 ( LRi+1 ) 分别代表第 i 帧及 i  1 帧同一区域 R 中的像

少部分像素为运动点, 即随着视频运动的变化而

素亮度平均值. 结合分区曝光之后, 计算出来的不

变化. 为了保证视频的时空一致性, Farbman 等 [20]

动点示意图如图 3d 所示.

提出计算相邻视频帧之间的不动点的度量方法.

图 3c 与图 3d 相比, 不动点的数量大大增加,

度量相邻 2 帧之间的对应像素点是否为不动点的

而且运动点大多处于视频中物体的边缘区域. 计算

度量公式为

出来不动点集合 Ri / i 1 后, 直接进行颜色值的传播,

Ri /i 1  {x s.t. | abs(( Li ( x )   ( Li )) 
( Li 1 ( x )   ( Li 1 )))  0.05}

即
(1)

Ci ( x), x  Ri / i 1
Ci 1 ( x)  
;
Ci 1 ( x ), otherwise

其中, Ri / i 1 为计算出的不动点集合, Li ( x) 与 Li +1 ( x)
分别为第 i 帧及 i  1 帧的像素 x 的亮度,  ( Li ) 与

 ( Li +1 ) 为第 i 帧及 i  1 帧的像素平均亮度. 当像素
符合以上条件时, 则可作为不动点, 不动点之间直
接进行颜色值的传播. 然而在处理这种不均匀曝
光视频时, 由于视频拍摄时容易出现噪声点, 且视
频帧之间的亮度变化差异较大, 单纯通过相邻 2 帧
之间的亮度差异来评判时容易出现很大的误差.
图 3c 所示为利用式(1)计算出的视频帧中不动点示

其中, Ci 1 ( x) 为第 i  1 帧中像素 x 的颜色值, Ci ( x)
为第 i 帧中像素 x 的颜色值. 下一步就是计算运动
像素点的颜色值变化. 由于在原视频帧中具有相
似颜色的像素点, 因此输出结果中也应该具有相
似的颜色值, 即使 2 个像素点的空间位置差异很大.
本文运用离散插值算法, 对于像素 x, 其颜色值可表
示为
N

意图, 其中, 不动点用白色表示, 运动点用黑色表
Ci 1 ( x) 

示. 可以看出, 计算出来的不动点并未显示运动信
息, 所以这种度量方法在不均匀曝光视频中是不
可行的.

 w( x, xr )Ci 1 ( xr )
r 1
N

 w( x, xr )i 1 ( xr )

.

r 1

其中, N 为运动点的个数; i 1 代表运动点以及不动
点的判定, 若为运动点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w 为颜
色空间的高斯距离,
2

w( x, y )  exp( c( x)  c ( y ) / 2 2 ) .
a. 第 i 帧

b. 第 i +1 帧

其中, c( x) 和 c( y ) 分别代表像素 x 和 y 的颜色值,

 为标准差. 通过以上方法, 将前一帧已经增强
后的颜色值传播到相邻的未经处理的帧, 同时可
以保持视频的时空一致性.

3
c. 全局方法度量不动点

图3

实验及结果分析

d. 分区方法度量不动点

不动点测量示意图

本文实验的开发环境为 Matlab 2014a, 实验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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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为一台 PC 机, Intel Core i7-2670 CPU, 4 GB 内

2321

进行均匀曝光, 而且实验结果自然.

存, 1 632 MB 显存, 操作系统为 64 位 Windows 10.0.

图 5 所示为在处理不均匀亮度视频时, 本文方

在多尺度图像增强中, 映射函数的参数  取值为

法与其他视频处理方法的对比结果, 在视频处理

0.1~1. 本文中的颜色空间为 CIE Lab.

过程中, 将本文的视频帧间传播与其他图像处理

图 4 所示为本文方法与 Mertens 等

[7]

[21]

方法、
Guo

[6]

相结合. 输入的视频为一段不均匀亮度视频, 即部

方法、Wang 等 方法的实验结果对比. 可以看出,

分场景细节不可见, 部分场景细节可见. 视频大小

在图像 1 中, Guo 方法的结果在墙上出现了一些噪

为 1080  1920, 帧的数量为 159. 本文方法的处理

声点, Mertens 等及 Wang 等的方法得到的图像仍为

效率平均为 6 s/帧.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Guo 方法

低亮度图像; 图像 2 中, Guo 的方法在灯的周围出现

以及 Mertens 等的方法均不能保证均匀曝光, 例如,

一些其他的颜色, 使得结果不自然, Mertens 等及

桌子的右上角仍为过曝光区域; 而本文方法可以

Wang 等的方法在背景处未正常曝光. 相比这些方

很好地保证均匀曝光, 而且可以保持视频场景的

法, 本文方法在不同的区域进行处理, 可以很好地

细节.

图像 1

图像 2

a. 不均匀曝光图像

b. Mertens 等 [7]方法

图4

c. Guo[21]方法

d. Wang 等 [6]方法

e. 本文方法

4 种方法的实验对比

文方法可以有效地保持图像增强后的自然性.
在处理一些曝光程度特别低的视频时, 本文
方法可能会生成不自然的结果. 图 6 所示为一段夜
视视频, 在原视频中视频场景亮度低, 并且由于拍
a. 不均匀亮度视频帧

b. Guo[21]方法

摄条件不好视频中本身含有很多噪声点. 用本文
方法处理的实验结果并未很好地保持视频场景的
细节, 而且增强后的视频帧中出现了更多的噪声点.
表1
图像

[7]

c. Mertens 等 方法

图5

d. 本文方法

4 种方法处理不均匀亮度视频的实验对比

不同方法的 LOE 指标评估值
方法

Mertens 等

[7]

Guo

[21]

Wang 等 [6]

本文

1

56.155 9

60.094 7

50.876 4

39.038 1

2

43.468 2

38.906 7

52.456 8

22.964 7

本文使用 Wang 等 [6]提出的评估图像增强后自
然性保持的指标 LOE 来评估图像增强后的效果.
LOE 指标基于原图像和增强后的图像之间的亮度
错误进行判断, LOE 值越小, 证明增强后图像的自
然性保持的越好. 表 1 所示为图 4 中不同方法之间

a. 不均匀亮度视频帧

的 LOE 定量指标值, 可以看出, 相比其他方法, 本

图6

b. 本文的增强结果

本文方法的局限性

c. 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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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ertens T, Kautz J, van Reeth F. Exposure fusion[C] //Procee-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分区曝光融合的不均匀亮
度视频增强方法. 为了保证曝光均匀, 首先对输入

dings of the 15th Pacific Conference on Computer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s. Los Alamitos: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
2007: 382-390

的视频帧进行分区曝光并计算不同的曝光区域,

[8] Zhang Q, Nie Y W, Zhang L, et al. Underexposed video en-

然后对不同的曝光区域进行多尺度曝光校正. 对

hancement via perception-driven progressive fusion[J]. IEEE

于不同的区域融合不同曝光程度的区域, 最终形
成一个曝光良好的视频帧. 为了保持视频帧之间
颜色的准确传播,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曝光分区的
距离度量方法, 将前一帧相应的像素传播到后面
的帧中, 实现时空一致性的保持.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方法可以将不均匀亮度视频均匀曝光并且保
证视频的自然性.
然而本文的方法还有一些局限性: 因为在分
区曝光处理中对于区域之间的分界未进行平滑处
理, 所以在一些视频中可能会出现边界不平滑的
现象. 今后将考虑运用滤波的方法处理这种情况,
并且会考虑视频去噪的后期处理.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2016,
22(6): 1773-1785
[9] Land E H, Mccann J J. Lightness and Retinex theory[J].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71, 61(1): 1-11
[10] Rahman Z U, Jobson D J, Woodell G A. Retinex processing for
automatic image enhancement[J].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2002, 13(1): 100-110
[11] Rizzi A, Marini D, Rovati L L, et al. Unsupervised corrections
of unknown chromatic dominants using a Brownian-path-based
Retinex algorithm[J].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2003, 12
(3): 431-441
[12] Funt B V, Ciurea F, Mccann J J. Retinex in MATLAB[J].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2004, 13: 48-57
[13] Li B, Wang S H, Geng Y B. Image enhancement based on Retinex and lightness decomposi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 Los Alamitos: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 2011: 3417-3420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4] Hafner D, Weickert J. Variational exposure fusion with optimal
local contrast[M] //Scale Space and Variational Methods in
Computer Visio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5: 425-436

[1] Yuan L, Sun J. Automatic exposure correction of consumer
photographs[C]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2, Part IV:
771-785
[2] Abdullah-Al-Wadud M, Kabir M H, Dewan M A A, et al. A
dynamic histogram equalization for image contrast enhancement
[J].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2007, 53(2):
593-600
[3] Zhang Shangwei, Zeng Ping, Luo Xuemei, et al. Multi-scale
Retinex with color restoration and detail compensation[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012, 46(4): 32-37(in Chinese)

[15] Hsieh C H, Chen B C, Lin C M, et al. Detail aware contrast
enhancement with linear image fusion[C]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ware Computing. Los Alamitos: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 2010: 1-5
[16] Shen R, Cheng I, Basu A. QoE-based multi-exposure fusion in
hierarchical multivariate Gaussian CRF[J].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2013, 22(6): 2469-2478
[17] Shen R, Cheng I, Shi J, et al. Generalized random walks for fusion of multi-exposure imag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2011, 20(12): 3634-3646

平, 罗雪梅, 等. 具有细节补偿和色彩恢复的

[18] Fang Shuai, Jiao Tong, Yang Xuezhi, et al. An image fusion

多尺度 Retinex 色调映射算法[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12,

algorithm using spatial consistency and bands correlation[J].

46(4): 32-37)

2016, 28(7): 1121-1130(in Chinese)

(张尚伟, 曾

[4] Malm H, Oskarsson M, Warrant E, et al. Adaptive enhancement
and noise reduction in very low light-level video[C]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2007: 1-8

(方

帅, 焦

同, 杨学志, 等. 空间一致与波段相关的图像

融合算法[J].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2016, 28(7):
1121-1130)
[19] Kotwal K, Chaudhuri S. An optimization-based approach to fu-

[5] Li Ming, Yang Yanping. TV-Retinex: a fast algorithm for image

sion of multi-exposure, low dynamic range images[C] //Procee-

enhancement[J]. Journal of Computer-Aided Design ＆ Computer

dings of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Fu-

Graphics, 2010, 22(10): 1777-1782(in Chinese)
(李

明, 杨艳屏. TV-Retinex: 一种快速图像增强算法[J].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2010, 22(10): 1777-1782)

sion. Los Alamitos: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 2011: 1-7
[20] Farbman Z, Lischinski D. Tonal stabilization of video[J].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2011, 30(4): Article No.89

[6] Wang S H, Zheng J, Hu H M, et al. Naturalness preserved en-

[21] Guo X J. LIME: a method for low-light image enhancement[C]

hancement algorithm for non-uniform illumination images[J].

//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Multimedia Conference. New York: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2013, 22(9): 3538-

ACM Press, 2016: 8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