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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lgorithm for image inpainting based on the large displacement view images, it

fills in the occluded or damaged regions of the target image using the visible information from other large
displacement view images. The key issues are, first, how to convert the visible information in the large
displacement view images into useful information; second, how to make use of the useful information to repair the
target image effectively. After specifying the target region with interaction, this paper tackles the first issue by
dividing all the images into different planar scene regions, and then transforming all the regions in the large
displacement view images into the current view by image matching. As a result, the visible information in them can
be directly used. For the second issue, through the properly defined repairing and fusion priority functions, a new
image inpainting algorithm is developed based on texture synthesis and image fusion to repair the target region with
the acquired usable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he ghost effect between the repaired region and the target image is
eliminated by Poisson image fusion to generate the seamless result.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algorithm
can recover the structural and texture information in the large missing region, and holds its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image inpainting; large displacement view image; image matching; texture synthesis; Poisson image
fusion

摘

要:

提出一种基于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单帧图像修复算法,利用大位移视点图像中的可见信息修补目标图

像中的被遮挡或信息丢失区域.算法的关键在于如何转化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可见信息为可用信息,以及如何利
用得到的可用信息来有效地修补目标图像.在交互指定待修复的目标区域后,算法首先将所有图像分割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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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面场景区域,并基于图像匹配将大位移视点图像中的平面场景区域变换到当前视点.因此,其中的可见信息
就可被直接使用.进而通过定义合适的修复和融合优先级函数,提出基于纹理合成和图像融合的图像修复算法,
利用获得的可用信息来修补目标区域.修复区域和目标图像之间的鬼影现象使用 Poisson 图像融合算法来消除,
以达到无缝的修复结果.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修复较大的丢失信息区域中的结构和纹理信息,具有一定的
实用价值.
关键词:

图像修复;大位移视点图像;图像匹配;纹理合成;Poisson 图像融合

图像和视频的修复指的是恢复图像或视频中破损区域的颜色信息或者去除其中的多余物体,使得修复后
的图像/视频和谐、自然的一项技术.由于其在照片与视频编辑、影视特效制作和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广泛应用,
图像和视频的修复技术一直是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有一些成熟的方法
已经提了出来 [1−13]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其中主要包括基于单幅图像的修复和对视频序列的修复
技术.
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基于多幅图像的修复工作还很少.事实上,基于多幅图像的修复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例如,当我们在旅游景点拍摄照片的时候,经常会有攒动的人群走进我们的相机镜头,如何在拍摄的数码照片上
移除这些拍摄的人物并保持处理后照片的和谐,显然,仅仅通过单幅图像是难以实现的.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拍
摄当前的旅游景点,则可以借助不同视点图像的信息来补偿我们的目标图像,即基于多幅图像的修复.基于多幅
图像的修复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不同于一般的单幅图像或视频的修复,多幅图像内容、信息丰富,可
以通过其他图像的可见信息实现对目标图像的修复、编辑和增强.但又不同于视频的修复可以直接利用相邻帧
的信息,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可见信息是扭曲变形的,因而不能直接利用.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多幅图像的图像修复方法,利用大位移视点图像来修复目标图像中的被遮挡或信息丢
失区域.这其中的问题是不同图像拍摄的视点、景深可能不一样,不同视点图像的可见信息不能被直接使用,同
时,待修复的区域可能是由不同景深的多景物构成,直接利用大位移视点图像进行修复是不可行的.故我们的算
法首先通过均值提升算法(mean shift)[14] 把所有图像按照颜色和亮度信息分割成不同的场景平面,每一个场景
平面对应不同景物以方便处理;然后基于图像配准技术把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各场景平面变换到目标图像中对
应场景平面上,转化其可见信息为可用信息.由于可用信息是大位移图像中各场景平面区域变换后得到的多个
变形图像,而且待修复区域中可能包含多个场景平面的分割边界,因此,通过定义合适的修补优先级函数决定待
修复区域上边界像素利用变形图像进行修补的次序,并定义合适的融合优先级函数决定在变形图像上无匹配
的少量像素在目标图像上的融合次序,提出基于纹理合成和图像融合的适用于多候选场景平面变形图像的图
像修复新算法来修复目标图像.修复区域和原始图像的亮度差异通过基于 Poisson 方程的图像融合算法消
除 [15],以达到无缝的修复结果.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可以很好地修复被遮挡区域是结构或纹理区域的情
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
本文第 1 节介绍图像和视频修复的相关工作.第 2 节详细介绍本文工作——基于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图像修
复技术.第 3 节给出部分实验结果.总结和未来工作展望在最后一节给出.

1

相关工作
自 Bertalmio 等人在 SIGGRAPH 2000 大会上第一次发表关于图像修复技术的论文以来[1],图像修复技术得

到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和发展,主要是基于单幅图像的修复,其中的关键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当前图像的已知内
容信息填补待修复区域.对于小尺寸的待修复区域,可以将待修复区域的已知邻域作为边界条件,采用求解偏微
分方程,即对待修复区域的已知邻域颜色扩散或滤波的方法进行修复.例如,Bertalmio 等人的方法将待修补区域
边界的等值线外部的信息沿轮廓法向扩散到内部修补的像素上 [1,2];Chan 等人提出一种全变分的方法,通过欧
拉-拉格朗日方程约束和各向异性的扩散来保证修复区域和原始图像的无缝拼接 [3,4].周等人的方法把图像看做
高度场 [5],通过径向基函数插值高度场得到待修复区域的高度即颜色信息.然而以上方法仅适合处理待修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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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细小的情况.对于待修复区域是稍大尺寸的情况,可以借助类似纹理合成的方法 [6],把丢失信息区域,边界上的
待修补面片按一定的优先级进行排序,在整幅图像内搜索与优先级高的面片的邻域最匹配的区域并逐步填补
待修复区域,这类方法适合处理目标区域为类纹理区域,而无法处理待修复区域包含一定结构信息的情况.Sun
等人的方法通过用户交互指定结构曲线 [7],并借助动态规划或置信度传递来引导恢复待修复的结构信息,修复
好重要的结构信息后,剩余区域通过块纹理合成的方法修复,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效果.另外,还有基于统计和估
计的方法,Levin 等人提出首先利用统计学习获得图像的全局统计特性和未知区域的边界信息[8],然后使用闭环
置信度传播方法(LBP)优化寻找概率最大的修补图像,Fadili 等人则将修复看作对破损区域的估计问题 [9],使用
最大期望算法(EM)求解线性稀疏表示的先验惩罚似然函数的最大似然估计问题.
单幅图像中的信息是有限的,通过搜索单幅图像内的信息来完成图像修复很难处理待修复区域较大和结
构信息较为复杂的情况,并且仅能通过主观的观察来判断修复结果的合理性.而视频的修复则可以利用帧间的
连贯性,借助相邻帧的信息来修补时空空洞.Wexler 等人的方法利用时空一致约束来逐步修复待修复视频空洞
中的每个像素 [10],但逐像素修复,算法效率比较低.Zhang 等人的方法把视频按照物体的相对运动分割为不同的
运动层 [11],在每个层上首先修复参照帧的信息,并把修复结果逐步传递到其他帧,该方法仅适合处理每一层为接
近刚体运动的情况.Jia 等人的方法类似于基于纹理合成的图像修复算法[12],首先根据定义的优先级函数在视频
序列中选择一个具有最高优先级的像素,然后迭代地到整段视频序列中寻找与其邻域最匹配的图像块来逐步
填补待修复的空洞.该方法还通过物体跟踪加快搜索速度,使用图切割算法改善图像块的填充质量,对源图像块
施加控制约束保持修复视频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效果.
可见,大部分视频修复的工作都借助邻接帧间相机运动相对较小的特点,利用视频中邻接帧的信息互相修
复.而对于我们基于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单幅图像修复,由于视点和景深的不同,直接利用其他图像的信息进行修
复是不可行的,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少.

2

基于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单帧图像修复
本文利用大位移视点图像对单帧图像进行修复,重点解决了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即怎样将大位移视点图

像中已有的可见信息转换为可用信息和怎样利用这些可用信息有效修补目标图像的待修复区域.对于第一个
问题,我们的解决办法是首先将图像分割成不同的场景平面,然后利用特征匹配的方法建立目标图像与大位移
视点图像中对应场景平面之间的变换关系,从而将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已有的可见信息变换到当前视点下,可以
直接利用;对于第二个问题,通过定义合适的修复和融合优先级函数,提出基于纹理合成和图像融合的适用于多
候选场景平面变形图像的图像修复新算法,利用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各场景平面变换后得到的可用信息来逐步
修补目标图像中的待修复区域.另外,我们采用 Poisson 图像融合方法很好地解决了修复区域存在的“鬼影(ghost
effect)”现象,达到了修复区域和目标图像的无缝融合.下面分 3 部分来详细介绍我们的方法.
2.1 大位移视点图像中的可见信息转换
不同视点拍摄得到的图像,即使拍摄的景物相同,由于角度、景深和光照等因素的影响在相机平面的成像
方面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如果直接利用大位移视点的图像对目标图像进行修复,修复结果的扭曲会非常
大,效果必定不自然.因此,我们需要把大位移视点图像配准变换到当前视点进行处理.然而,被遮挡区域可能包
含多个不同景物平面,直接把整幅大位移视点图像对齐变形到目标图像,扭曲也非常大.我们的作法是,把目标
图像和大位移视点图像分割为对应的场景平面并匹配,然后将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各场景平面区域变换到目标
图像中对应场景平面,得到场景平面的变形图像.
因而,在交互指定目标图像上的待修补区域后,需要依次进行以下处理:
(1) 场景平面的分割:首先借助均值提升算法将所有图像进行粗略的分块 [14],然后交互合并属于同一场景
平面上的各块,形成图像上不同的场景平面区域,并交互指定目标图像和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各场景平面的对应
关系;
(2) 特征提取和匹配:我们采用计算机视觉领域图像匹配算法中比较鲁棒的尺度空间不变特征检测器进行

刘春晓 等:基于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单帧图像修复

141

特征的检测和匹配 [16],该算法可以稳定地对两幅位移很大的图像进行特征检测与匹配.算法首先利用不同尺度
的高斯差分图像对图像中各个场景平面进行特征点的提取,剔除不满足尺度空间不变变换的特征点,并根据特
征点的邻域信息来建立剩余特征点的高维特征描述符,然后由逼近高维空间的最近邻搜索的 Best-Bin-First
(BBF)算法找到目标图像与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对应场景平面之间的特征匹配点对;
(3) 变换矩阵的求解:因为上述算法所得到的初始特征匹配点对是根据最近邻搜索来建立的,存在噪声,因
此在确定变换矩阵之前,需要采用更加鲁棒的噪声剔除技术来剔除外点[17].本文中首先采用 RANSAC 算法来求
取与任意 4 点确定的变换矩阵误差较小的最大匹配点对集合,然后采用 Levenberg-Marquardt 算法迭代估计最
优的变换矩阵 H 和校正的匹配点对,其中变换矩阵 H 为 3×3 的方阵,它有 8 个未知参数 hi (i = 0,...,7) .下式表示
由匹配点对集合 ( X , X ′) 确定的由大位移视点图像中某场景平面区域上的点 X ′ 变换到目标图像中对应场景平
面区域上的对应点 X 的变换矩阵 H 及其变换公式:
 x   h0
  
X = HX ′ ,即 λ  y  =  h3
 1  h
   6
′
其中, X 和 X 为齐次坐标, λ 是齐次常量;

h1
h4
h7

h2  x′ 
 
h5  y ′  ,
1  1 

(4) 变形图像的获取 : 根据 H 将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各场景平面分别变换到目标图像中对应的场景平面下 ,
得到含有已知可见信息的变形图像.
把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各场景平面变换到目标图像中对应场景平面后 , 就可以通过变形图像中的可用信息
对目标图像中各场景平面上的待修复区域进行修复.
2.2 基于纹理合成和图像融合的图像修复
由于可用信息是大位移图像中各场景平面区域变换后得到的多个变形图像 , 而且待修复区域中可能包含
多个场景平面的分割边界 , 怎样合理地利用变形图像来修复待修复区域中的结构和纹理信息是一个新的图像
修复问题 . 针对此问题 ,我们通过定义合适的修补优先级函数决定待修复区域的边界像素利用变形图像进行修
补的次序 , 并定义合适的融合优先级函数决定修补过程剩下的亦即在变形图像上找不到匹配块的少量像素在
目标图像上的融合次序 ,提出先纹理合成 ,后图像融合的基于多候选场景平面变形图像的图像修复新算法 , 以修
复目标图像中的待修复区域 . 基于纹理合成的修复算法在修补优先级函数的辅助下可以控制修复过程严格地
沿待修复区域由外向内一圈一圈地修补 , 这样可以避免待修复区域中某场景平面区域的修复相对较快而导致
的场景平面分割边界中断或者错位现象 . 基于融合优先级的融合算法可以控制首先融合填充那些邻域信息多
且已知的像素,这样可以尽量使场景平面分割边界处最后融合,从而得到一致的边界结构.

2.2.1

修复算法
我们的修复算法是逐像素进行的 , 基本作法是选取待修复区域边界上最高修补优先级的像素 ,以其局部已

知像素邻域为检测模板 , 到模板中像素所属场景平面所对应的变形图像内搜索匹配的位置区域 , 把对应像素的
颜色复制到待修复像素 ,然后更新待修复区域边界点及其优先级 ,这样修复从待修复区域的边界开始 ,逐步缩小
直至完成或者满足一定条件跳出进行下面的融合过程 . 修补优先级的设定是为了使修复先从结构信息较强和
邻域中已知信息较多的边界像素开始 , 这样可以尽量保证待修复区域中结构信息的合理修复和纹理信息的自
然 .另外 ,为了避免待修复区域中各场景平面的分割边界出现中断或者错位的情况 ,在算法流程中设定了边界像
素的置信度阈值来使修补过程严格由外向内进行 ,这样可以保证场景平面分割边界处具有足够的已知信息 ,从
而达到较好的修补效果.
8

对任意待修复区域的边界点 , 定义其修补优先级函数为 PI ( p ) = C I ( p) ⋅ D( p) , 其中 C I ( p ) = ∑ wi / 8 为置信
i =1

度函数, wi 为 p 的 8 领域像素 pi 对应的权值(即置信度), C I ( p ) 表示 p 的 8 领域中可靠信息的多少,且被用来灵
活地控制修补的次序; D ( p ) = (l / L) ⋅ (∇I p⊥ ⋅ n p / α ) 为结构性函数, l 为 p 的 8 领域中包含场景平面的个数, L 为待
修复区域的包围盒所包含场景平面的个数 , l / L 可以赋予场景平面分割边界处的修补边界点以较高的修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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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级, ∇I p 为 p 的 8 邻域中最大颜色梯度, ⊥ 为正交算子, n p 为待修补区域边界上 p 点处的单位法向, α 是一个
归一化因子(一般取为 256), ∇I p⊥ ⋅ n p / α 可使修复过程中结构信息作用较强处的修补边界点得到优先修补[13].我
们使用修补边界点 p 的 8 邻域信息计算其修补优先值 PI ( p ) ,进行逐像素的修补.修补过程如下:

(1) 初始化 . 建立修复区域的边界点链表 Lbp ; 设定 τ = 3 / 8 为修补循环中 C I ( p ) 的阈值 , 使未知像素必须有
足够的邻域信息才能进行修补,并控制修补过程只能由外向内渐进进行;
(2) 设置置信度.设定目标图像上任意像素 pi 的置信度,若 pi 已知,则其置信度 wi = 1 ,否则 wi = 0 ;

(3) 设置优先值和搜索匹配像素.
对 Lbp 中的所有点 p ,根据其 8 邻域中已知信息的像素计算其置信度 C I ( p ) .如果 C I ( p ) < τ ,则该
修补边界点 p 的修补优先值 PI ( p ) 为 0;
对 Lbp 中的所有点 p ,以其 8 邻域已知像素为检测模板,在对应的场景平面变形图像的 5×5 范围内
搜索与其颜色最匹配的位置 ,把相应颜色作为该修补边界点的预设颜色值 C 0 .如果修补边界点 p
的 8 邻域中包含不止一个场景平面,则到对应的场景平面变形图像中搜索匹配的过程中需要限定
边界,即修复边界点 p 的 8 邻域中的场景平面分割边界必须也是相应场景平面变形图像中匹配块
的边界.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匹配块,则 p 的修补优先值 PI ( p ) 为 0;否则 PI ( p ) = C I ( p) ⋅ D( p) ;

(4) 修复最优点 .根据求得的修补优先值对 Lbp 中的点排序 ;取 Lbp 中具有最高修补优先值 PI ( p) > 0 的点进
行修复,该点的颜色值取其预设颜色值 C 0 ,并设其权值 w p = 0 ;

(5) 更新 Lbp .从 Lbp 中删除修复的点 ,并更新 Lbp 中修复点的 8 邻域中受影响修补边界点的信息 ,插入新的
修补边界点;重复执行(4)~(5),进行围绕待修复区域的最外边一圈修补;
(6) 循环修复.重复执行(2)~(5),逐步修复、缩小待修复区域.
终止条件 . 当 Lbp 为空时 ,说明待修复区域中所有像素都得到修复 ,直接跳出整个修复过程 ; 当 Lbp

2.2.2

不为空,但是其中像素的最高修补优先值为 0 且本次循环没有被修复的像素时,说明剩下的像素
在场景平面变形图像中找不到匹配像素,修复算法结束,进入下面的融合算法.
融合算法
在变形图像中找不到匹配像素的待修复像素大多位于场景平面的分割边界处 ,因此数目较少 ;为了使这些

像素处的修复结果协调、自然 ,我们在目标图像上进行融合 .融合过程也是逐像素进行的 ,基本过程是选取待修
复像素中最高融合优先级的像素,利用其 4 邻域已知像素计算其颜色值,然后更新受影响待融合像素的融合优
先级 ,直至融合结束 .融合优先级的设定可使不在场景平面分割边界处和邻域中已知信息较多的像素优先融合 ,
这样可使分割边界处融合后得到较好的修复效果.
定义融合优先级函数为 PF ( p ) = C F ( p ) ⋅ S ( p ) , 其中 C F ( p) 仍为置信度函数 , 取 C F ( p ) = n / 4 , 它表示待融合
像素 p 的 4 邻域中已知颜色像素的多少 , n 为已知颜色的像素个数 ; S ( p ) = 1 / l 为支持度函数 ,它使得融合像素
p 的 4 邻域中包含的场景平面个数 l 越小越好.我们使用融合像素 p 的 4 邻域信息计算其融合优先值 PF ( p) ,

进行逐像素的融合.
具体的融合过程是 , 对剩下的所有待修复像素按其融合优先值进行排序 , 取具有最高融合优先值的待融合
像素优先在目标图像上进行 4 邻域融合,然后将刚融合修复过的像素从待修复像素链表中删除,更新其 4 邻域
中受影响像素的融合优先值,并重新排序,重复以上过程直至结束.
2.3 Poisson图像融合
由于目标图像与大位移视点图像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亮度差异 , 而且目标图像上修复区域所有像素的颜
色值均来自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场景平面的变形图像 , 因此修复后的区域与整个目标图像会存在亮度不一致的
现象,即鬼影.我们采用 Poisson 图像融合技术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15].
设目标图像的定义域为 S ,Ω是 S 上的修复区域 ,其边界是 ∂Ω = { p ∈ S \ Ω : N p I Ω ≠ ∅} ,其中 N p 表示 p 点
的 4 邻域.假设 f 是定义在 Ω上的待求融合颜色信息, f * 是在 ∂Ω 上的已知颜色信息,则求解 Ω上的融合颜色的
过程可看成边界 ∂Ω 上已知像素的颜色在 Ω上的修复颜色梯度场指导下的插值 ,它可以转化为求解下列线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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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组:

Np fp −

∑f

q
q∈ N p ∩ Ω

=

∑f

*
q
q∈ N p ∩ ∂Ω

+

∑v

pq
q∈ N p ∩ Ω

,

其中 , p ∈ Ω , v pq 是修复区域 Ω 上的修复颜色梯度 v pq = g p − g q , g p 和 g q 是修复区域 Ω 上的修复颜色值 . 因为它
是大型稀疏线性方程组,我们采用共轭梯度法对修复区域的融合颜色值 RGB 三通道分别进行求解,可以很快得
到融合颜色值.

3

实验结果
我们在 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下以 VC++6.0 为开发平台,在 PIV2.4GHz,1.0GB 内存的微机上实现了本文的

算法.图 1~图 3 是部分实验结果.
在图 1 中,对于输入的目标图像(图 1(a)),采用目前效果较好的基于纹理合成的单幅图像修复方法[6],得到的
修复结果为图 1(b),可以看到树及其附近墙壁的修复结果较差 ,相对真实场景有较大失真,这主要是由于单幅图
像的修复方法的病态本质所决定的 [18].另外 ,Sun 等人基于结构扩散的方法 [7] 需要繁琐但细致地指定待修补区
域中的结构曲线 ,它对于包含树木这样的复杂场景几乎无能为力 .本文通过引入大位移视点图像 ,使得基于单幅
图像进行修复的病态问题成为可解问题,从而得到更自然且真实合理的修复效果(图 1(l)).
然而,对于输入的大位移视点图像(图 1(c)),把它与目标图像配准并对其整体变形得到图 1(d),通过对图 1(d)
与图 1(c)的观察比较可以发现 ,变形图像中的墙壁发生了一定的扭曲变形 ,不能直接利用其中的可见信息来修
复目标图像上被遮挡的区域 . 因而需要借助本文基于大位移视点图像来修复目标图像的算法 ,图 1(e)为交互指
定的待修复区域 ;图 1(f)为对目标图像使用均值提升算法分割的结果 ,通过手工交互合并 ,我们得到目标图像的
场景平面区域是图 1(g);对大位移视点图像同样使用均值提升算法分割得到图 1(h),对其分割结果交互合并得
到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场景平面区域是图 1(i);匹配大位移视点图像和目标图像中的对应场景平面区域 ,并根据
求得的对应矩阵对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各场景平面区域变形得到图 1(j)和图 1(k),基于这两幅变形图像,我们得到
最终修复效果图 1(l).加上交互时间,算法运行大约需要 3 分钟.
图 2 和图 3 是另外两组实验图,其中图 2(a)和图 3(a)是输入的目标图像,图 2(b)和图 3(b)显示目标图像经分
割和合并后的场景平面区域,图 2(c)和图 3(c)是输入的大位移视点图像,图 2(d)和图 3(d)显示大位移视点图像经
分割和合并后的场景平面区域,图 2(e),(f)和图 3(e),(f)是得到的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对应场景平面的变形图像.修
复结果图 2(g)和图 3(g)显示,对于目标图像上存在较大待修复区域的情况,仍然可以得到较好的修补效果.但是,
由于目标图像与大位移视点图像之间存在的颜色差异,修复结果中存在明显的鬼影.对修复结果采用 Poisson 图
像融合后得到图 2(h)和图 3(h),可以看到修复区域已经与目标图像无缝融合,结果更加自然.

4

结论和展望
基于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单帧图像修复是指利用大位移视点图像中的可见信息来修复目标图像中的被遮挡

或者丢失信息区域 .我们对这一很有实用价值但现有研究工作很少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尝试 .针对这个问题 ,
本文首先提出了一个基于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单帧图像修复的解决框架 , 即先通过图像分割和图像匹配的方法
解决大位移视点图像中可见信息的可用性问题 ,然后再利用变换后得到的可用信息进行单帧图像的修复 .其次 ,
本文针对此修复问题的特殊性 ,通过定义合适的修补优先级和融合优先级函数 ,提出了基于纹理合成和图像融
合的适用于多候选场景平面变形图像的图像修复新算法 ,以修复目标图像 .另外 ,利用 Poisson 图像融合技术较
好地解决了修复区域存在的鬼影现象 . 实验表明 , 算法能够较好地修复较大的丢失信息区域中的结构和纹理
信息.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1) 提高图像中场景平面分割和对应关系建立的自动化程度.可以尝试根据每 4 个匹配点对所确定变换矩
阵下 ,其他匹配点对中满足一定距离误差阈值的个数和分布范围 ,来确定图像中的场景平面个数和范围 ,并考虑
采用场景平面区域中颜色分布的相似性以及在整个图像中所处位置的相似性 , 自动地建立两幅图像中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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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区域之间的对应关系,以进一步提高算法的自动化程度,节省用户交互时间;

(2) 基于多幅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复杂场景目标图像修复的推广应用实验 . 现阶段 , 我们仅进行了基于一幅
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包含两个场景平面的目标图像上的修复实验 .实际上 , 我们的算法可以方便地推广应用到基
于多幅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复杂场景目标图像的修复上 , 所以我们将获取具有复杂遮挡关系的实验图像进行本
文算法的推广应用实验,这必将极大地增加照片编辑和修复的灵活性.

(a) The target image

(b) An image inpainting result

(c) The large displacement view image

(a) 目标图像

(b) 单幅图像修复结果

(c) 大位移视点图像

(d) The warped image of (c)
(d) 大位移视点图像的整体变形图像

(e) Object removal from (a)

(f) The initial segmentation of (e)

(e) 目标图像中指定待修复区域

(f) 目标图像的初始分割

(g) The planar scene regions in (e)

(h) The initial segmentation of (c)

(i) The planar scene regions in (c)

(g) 目标图像的场景平面区域

(h) 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初始分割

(i) 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场景平面区域

(j) One warped image
(j) 一个场景平面区域的变形图像

(k) Another warped image
(k) 另一个场景平面区域的变形图像

(l) Our inpainting result
(l) 最终修复结果

Fig.1

Profile of the library

图1

图书馆侧面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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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target image

(b) The planar scene regions in (a)

(a) 目标图像

(b) 目标图像的场景平面区域

(d) The planar scene regions in (c)

(e) One warped image

(d) 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场景平面区域

(e) 一个场景平面区域的变形图像

(c) The large displacement view image
(c) 大位移视点图像

(f) Another warped image
(f) 另一个场景平面区域的变形图像

(g) Our inpainting result

(h) Poisson image fusion

(g) 修复结果

(h) Poisson 图像融合结果

Fig.2

Profile of the experimental building
图2

实验大楼侧面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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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target image

(b) The planar scene regions in (a)

(c) The large displacement view image

(a) 目标图像

(b) 目标图像的场景平面区域

(c) 大位移视点图像

(d) The planar scene regions in (c)

(e) One warped image

(d) 大位移视点图像的场景平面区域

(f) Another warped image

(e) 一个场景平面区域的变形图像

(f) 另一个场景平面区域的变形图像

(g) Our inpainting result

(h) Poisson image fusion

(g) 修复结果

(h) Poisson 图像融合结果

Fig.3

Profile of the teaching building
图3

教学楼侧面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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