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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犘犈犌压缩域中自适应镜头实时边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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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在 ＭＰＥＧ压缩视频中利用ＤＣＴ系数和运动信息快速检测镜头边缘的方法，首先利用

ＭＰＥＧ视频中Ｉ帧ＤＣ图像间的特征值差初步判断镜头的边缘，其中的特征值差阈值能自适应调整；然后利

用Ｂ帧的运动信息将镜头的边缘在图像层ＧＯＰ中精确定位。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快速、准确地检测出视频

中镜头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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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

　　 视频作为一种集图像序列、文字、音频等为

一体的综合性媒体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其数

据量大、结构复杂，对于基于内容的视频查询、检

索、浏览和摘要等操作应运而生，这些操作都建立

在视频内容结构分析的基础上。镜头是视频数据

的基本单位，它是摄像机一次连续运动的结果。

从视频数据中检测镜头变换的位置即镜头边缘，

就成为视频内容结构分析的首要任务。

视频数据基本上都以压缩形式存在，如广泛

使用的 ＭＰＥＧ压缩格式。目前，在压缩视频中进

行镜头边缘检测的方法有像素域中镜头边缘检测

和压缩域中镜头边缘检测两类［１］。

本文提出了一种对 ＭＰＥＧ视频在压缩域中

快速镜头边缘检测的方法：直接利用 ＭＰＥＧ压缩

视频中的ＤＣＴ系数和运动信息确定视频中的镜

头边缘。此种方法由于直接利用压缩视频中的信

息进行判断，因而速度较快，基本达到实时效果。

１　利用犇犆犜系数初步确定镜头边

缘

　 　 ＭＰＥＧ 压 缩 标 准 采 用 了 三 种 图 像 帧

（ｆｒａｍｅ）：Ｉ帧、Ｐ帧、Ｂ帧。Ｉ帧只使用帧内编码；Ｐ

帧由前面最靠近的Ｉ帧或Ｐ帧进行前向运动补偿

预测获得；Ｂ帧根据前面和后面的参考图像双向

预测产生。

由于Ｉ帧只利用帧内的相关性进行压缩，不

依赖于其他帧，为减少计算量，本文先在相邻的Ｉ

帧之间进行检测，以初步确定视频中镜头的边缘。

１．１　获得犐帧的犇犆图像

对于ＭＰＥＧ１、２中的一个帧，以每块（ｂｌｏｃｋ）

的直流系数ＤＣ为像素值的图像即是该帧的ＤＣ

图像。其中８×８像素的图像块的直流系数为
［２］：

犆（０，０）＝
１

８∑
７

狓＝０
∑
７

狔＝０

犳（狓，狔）

　　ＤＣ图像有三个优点：① 包含了原帧的基本

图像信息；② 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只需对每个块

的ＤＣＴ系数求平均；③ ＤＣ图像只有原帧图像的

１／６４，大大减少了信息处理量。

ＭＰＥＧ中每个像素用亮度犢 和色差犆犫、犆狉

表示。人类视觉对亮度犢 的敏感度高，对色差犆犫

与犆狉的变化不敏感。这样，本文以Ｉ帧犢 分量的

块的ＤＣ值求得的ＤＣ图像作为Ｉ帧的ＤＣ图像。

１．２　初步确定镜头边缘

相邻两个Ｉ帧犐犻和犐犻＋１的ＤＣ图像的特征值

若出现较大的差异，则可初步判定镜头的边缘位

于Ｉ帧犐犻和犐犻＋１之间。选取的ＤＣ图像的特征值

有ＤＣ图像像素值的均值、方差和直方图分布（存

放于一个一维数组中）。选取ＤＣ图像的像素值

特征和直方图特征，既考虑了图像的局部特性，也

考虑了图像的全局统计特性。

第犻个Ｉ帧犐犻的ＤＣ图像的均值犿犻、方差δ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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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方图犎犻的表示如下：

犿犻＝
１

犕×犖∑
犕－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犳犻（狓，狔）

δ犻 ＝
１

犕×犖∑
犕－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犳犻（狓，狔）－犿犻）
２

犎犻 ＝ ［狆０，狆１，…，狆犼，…，狆狀－１］

其中，犕 和犖 为ＤＣ图像的长和宽；犳犻（狓，狔）为第

犻个Ｉ帧 ＤＣ图像（狓，狔）处的像素值；直方图犎犻

中，狀为将ＤＣ图像的像素值分为狀个区间，犘犼 为

落在第犼个区间的像素的数目。

计算相邻两个Ｉ帧间特征值的帧间差。均

值、方差和直方图的差值计算如下：

犱（犿犻，犿犼＋１）＝狘犿犻＋１－犿犻狘

犱（δ
２
犻，δ

２
犻＋１）＝狘δ

２
犻＋１－δ

２
犻狘

犱（犎犻，犎犻＋１）＝
∑
狀－１

犼＝０

狘犿犻＋１－犿犻狘

狀狋

其中，狀狋为每帧中的像素数目。

当相邻两个Ｉ帧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征值

的差值超过了一个阈值时，就可判定这两个Ｉ帧

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们之间出现了镜头的

边缘。本文中用于判断特征值差的阈值能自适应

调整。

１．３　特征值差阈值自适应调整

判断特征值差的阈值如果事先设定为一个全

局静态量会非常困难，即使指定了也将不能满足

视频内容复杂性的要求。本文采用基于局部统计

的方法，根据视频的内容来自动调整特征值差的

阈值，即本文所使用的判断特征值差的阈值是一

个动态阈值。下面以计算均值差阈值为例说明自

适应调整方法。

自第犻个Ｉ帧开始，相邻的狉个Ｉ帧的均值差

的阈值犜犿（犻，犻＋狉－１）的计算公式如下：

犜犿（犻，犻＋狉－１）＝
∑
犻＋狉－１

犼＝１

犱（犿犼，犿犼＋１）－犱犿

狉－１

其中，犱（犿犼，犿犼＋１）为第犼个Ｉ帧与第犼＋１个Ｉ帧

的均值差；犱犿 为这狉个相邻的Ｉ帧的均值差中的

最大值，减去最大均值是为了避免最大均值对阈

值造成影响而出现镜头边缘遗漏。用于判断方差

与直方图差值的阈值用同样方法产生。

使用帧间差进行镜头边缘检测对于突变（ａｂ

ｒｕｐｔｃｈａｎｇｅ）镜头有很好的检测能力，对于亮度

急剧变化（如闪光灯）和渐变（ｇｒａｄ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镜

头会引起误判。亮度急剧变化发生的时间很短，

检测时若两个相邻或相间的Ｉ帧都初判为镜头的

边缘，则是出现了亮度急剧变化，应取消这两个镜

头边缘。镜头渐变的特点是相邻的帧与帧之间的

差值变化不大，但多帧间的差值较大，这可通过帧

间的累积差来判断。

２　结合运动信息精确定位镜头边缘

通过相邻的Ｉ帧的比较，可以初步确定一个

图像层ＧＯＰ中是否有一个镜头的边缘出现，接

着可以利用 ＭＰＥＧ的运动信息来精确定位镜头

边缘是该ＧＯＰ中的哪一帧。

ＭＰＥＧ视频的Ｂ帧中宏块层（ｍａｃｒｏｂｌｏｃｋ）

在编码时有四种状态：ＩｎｔｒａＣｏｄ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ｏ

ｄｅ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Ｃｏｄｅｄ和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ｒｏｌａｔ

ｅｄ，因 此 宏 块 可 简 称 为 ＩＭＢ、ＦＭＢ、ＢＭＢ 和

ＢＩＭＢ，其中ＦＭＢ、ＢＭＢ和ＢＩＭＢ具有运动估计

参考［３，４］。本文以狀ＦＭＢ、狀ＢＭＢ和狀ＢＩＭＢ分别表示一

个Ｂ帧中前向宏块、后向宏块和双向宏块的数

目，狀ＭＢ为Ｂ帧中的宏块总数。一个Ｂ帧的前向

率犛犉 和后向率犛犅 定义如下：

犛犉 ＝
狀ＦＭＢ＋狀ＢＩＭＢ
狀ＭＢ

犛犅 ＝
狀ＲＭＢ＋狀ＢＩＭＢ
狀ＭＢ

　　从Ｂ帧的前向率和后向率能够看出Ｂ帧运

动估计时的参考趋势。设ＩｓＦｏｒｗａｒｄ和ＩｓＢａｃｋ

ｗａｒｄ分别表示Ｂ帧是否是前向参考和后向参考。

如果ＩｓＦｏｒｗａｒｄ为真（ｔｒｕｅ），则Ｂ帧为前向参考；

如果ＩｓＢａｃｋｗａｒｄ为真（ｔｒｕｅ），则Ｂ帧为后向参

考。ＩｓＦｏｒｗａｒｄ和ＩｓＢａｃｋｗａｒｄ的值通过下面的

判断得到。

如果犛犉 较大而犛犅 较小，即（犛犉－犛犅）＞犜犺，

则Ｉ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ｒｕｅ，其中犜犺 为预先设定的阈值，

其值为０．７５（下同）。

否则，如果犛犅 较大而犛犉 较小，即（犛犅－犛犉）

＞犜犺，则Ｉｓ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Ｔｒｕｅ。

对于ＧＯＰ视频序列，精确定位镜头边缘的

方法如下。

１）对于连续的两个Ｂ帧，如果都趋于后向参

考（Ｉｓ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Ｔｒｕｅ），说明它们与前面的Ｉ帧

（或Ｐ帧）无关，这两个Ｂ帧前面的Ｉ帧（或Ｐ帧）

就是镜头边缘，如图１（ａ）所示。

２）对于连续的两个Ｂ帧，如果前一个Ｂ帧趋

于前向参考（Ｉ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ｒｕｅ），而后一个Ｂ帧趋

于后向参考（Ｉｓ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Ｔｒｕｅ），说明两个Ｂ帧之

间发生了切换，则前一个Ｂ帧为镜头的边缘，如

６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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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ｂ）所示。

３）对于连续的两个Ｂ帧，如果都趋于前向参

考（Ｉ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ｒｕｅ），说明它们与后面的帧无关，

则后一个Ｂ帧为镜头的边缘，如图１（ｃ）所示。

图１　ＧＯＰ中镜头边缘判断说明

Ｆｉｇ．１　Ｓｈｏ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Ｐ

３　实验与讨论

以几段动画、音乐电视 ＭＴＶ、新闻视频和电

影片段进行实验。通过图像和视频内容分析中广

泛使用的精确率和查全率分析实验结果，其中，精

确率＝正确数／（正确数＋错检数），查全率＝正确

数／（正确数＋漏检数）。实验数据见表１。

表１　实验结果表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Ｔａｂｌｅ

视频 长度／ｓ 错检数 漏检数 正确数 精确率／％ 查全率／％

动画１ ２７９ １ ２ ４７ ９７．９２ ９５．９２

动画２ ３１６ ２ １ ５６ ９６．５５ ９８．２５

ＭＴＶ１ ２２７ ７ ６ ６４ ９０．１４ ９１．４３

ＭＴＶ２ １９８ ５ ４ ５２ ９１．２３ ９２．８６

新闻１ １７７ １ ２ ２６ ９６．３０ ９２．８６

新闻２ ２０４ ２ ２ ３５ ９２．１１ ９４．５９

电影１ ２６４ ４ ４ ５３ ９２．９８ ９２．９８

电影２ ２７９ ３ ４ ６６ ９５．６５ ９４．２９

平均 ９４．１１ ９４．１５

　　实验数据中镜头边缘检测的精确率和查全率

较高，表明此方法的效果较好。此方法对于镜头

突变能很好地检测。实验中出现的镜头边缘错检

和漏检的主要原因是：视频中出现高速移动的物

体使帧间差快速发生变化而出现错检；淡入、淡

出、溶解、划变等视频编辑手段的使用使帧间差不

明显而出现漏检。ＭＴＶ和部分 Ｍｏｖｉｅ中由于视

频编辑手段用得很频繁，故错检数和漏检数较高。

４　结　语

本文在ＭＰＥＧ视频中利用Ｉ帧ＤＣ图像间的

特征值差和Ｂ帧的运动信息将镜头的边缘在图

像层ＧＯＰ中快速精确定位，其中特征值差阈值

能自适应调整。实验数据显示镜头边缘检测的效

果较好。本文使用帧间的累积差检测渐变镜头边

缘的效果还不够理想，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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