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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吸收透射率补偿及时空导向图像滤波的实时视频去雾
崔 童 1,2,3 ，田建东 1,2 ，王

强 1,2,3 ，任卫红 1,2,3 ，唐延东 1,2

（1.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辽宁 沈阳 110016；
2. 中国科学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016；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 要：视频去雾技术的难点主要在于如何保证视频数据的时空一致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时空导向
图像滤波优化算法．该算法考虑了视频帧间信息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一致性因素，在平滑透射率纹理并保护显
著边界的同时，能够克服视频中的闪烁噪声，保证视频去雾结果的流畅性．由于经典去雾模型仅考虑散射对于雾
生成的影响，导致大多数基于该模型的去雾算法在近景处常产生过饱和噪声，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个基于吸收透
射率补偿的透射率估计算法，弥补了经典模型忽略大气吸收衰减的缺陷，能够显著提高透射率估计精度，有效地
抑制近景处过饱和噪声的产生．在真实雾视频和合成雾视频数据上进行了与现有先进算法的对比实验．有参考定
量评价结果表明，本文算法的信噪比及结构相似性两项指标分别高于其他算法至少 12% 和 3.4%；无参考的可见边
界恢复评价指标至少高于其他算法 5.7%．所提出的实时视频去雾算法能够更有效地恢复高频信息，更恰当地提升
图像对比度，所获得的无雾视频色彩也更加自然、真实．
关键词：视频去雾；时空导向图像滤波；亮度饱和度比；吸收透射率补偿
中图分类号：TP751
文献标识码：A

Real-Time Video Dehazing Based on Absorption Transmission Compens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Guided Image Filtering
CUI Tong 1,2,3 ，TIAN Jiandong 1,2 ，WANG Qiang 1,2,3 ，REN Weihong 1,2,3 ，TANG Yandong 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obotics, 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 China;
2. Institutes for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difficulty of the video dehazing technology is to guarantee the spatial-temporal consistency of the video
data. A spatio-temporal guided image filtering (ST-GIF)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sistencies of the videos’ interframe information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algorithm. For one thing,
the transmission texture is smoothed and the salient boundary is protected. And for another, the flicker noise in the videos
are suppressed to ensure the fluency of the haze-free video. Since the classical dehazing model only concerns the influence
of scattering on the fog formation, most of the dehazing algorithms based on this model usually generate over-saturated
noise in the close shot. A transmission estim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absorption transmission compensation is propos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algorithm overcomes the defect that the classical model ignores atmospheric absorption attenu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transmission estimation, and effectively suppresses the over-saturations in the close
sho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experimentally compared with several state-of-the-art algorithms on both real-world and
synthetic haze video data.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results with reference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at least 12%
and 3.4% higher than the others in the two metrics of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and the structural similarity respectively. As an
evaluation method without reference, the visible boundary restoration metric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at least 5.7% higher
than the others.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real-time video dehazing algorithm can recover the high frequency
information more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the image contrast more properly, and the colours of the obtained dehazing videos
are more natural and authentic.
Keywords: video dehazing; spatio-temporal guided image filtering (ST-GIF); luminance-saturation ratio (LSR); absorption transmission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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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雾作为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常会降低图像和
视频的对比度，使得像素颜色发生偏差，甚至破坏
目标的边缘结构，严重影响上层计算机视觉算法的
鲁棒性．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在单幅图像去雾领域
取得较大进展，无论在去雾效果还是在处理速度方
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随着单幅去雾技术及视频处
理技术的日渐成熟，以及人们对高质量的室外高层
智能视频算法日趋增长的迫切需求，视频去雾算法
应运而生．实时的视频去雾算法能够无障碍地嵌入
到各类高层视频算法中，提高算法输入数据质量，
提升算法精度及鲁棒性，在无人驾驶、 飞机起降、
海上搜救及森林科考等众多与人们生活和科研活动
密切相关的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对于提高交
通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及提升科研效率等方面
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近年来视频去雾算法得
到了研究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现有的单幅图像去雾方法主要可划分为 3 大
类，分别是基于图像增强 [1-2]、 基于物理模型 [4-10]
以及基于深度学习 [11-13] 的图像去雾算法．其中基
于物理模型的去雾算法通常主要关注透射率的精确
估计，透射率估计算法可细分为基于统计先验 [4-6]、
基于边界限定 [7-8] 及基于几何集群分布 [9-10] 等 3 种．
随着计算机视觉技术的日益发展，单幅图像去雾
已经不能满足各高层视频处理任务的需求，视频
去雾技术随之产生．初期研究者们仅将单幅图像去
雾算法移植到视频处理中，工作重心主要是如何加
快单幅图像去雾算法的处理速度，尝试对透射率优
化算法进行改进，或使用 GPU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及 FPGN（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等硬件设备加快处理速度．
但这类仅对视频中每帧图像分别进行简单去雾处理
的算法没有考虑到帧与帧之间的信息关联，破坏了
视频的时序相关性，产生大量严重的闪烁噪声．
文 [1] 提出了最大化局部对比度的去雾算法，
该算法能够有效增强图像对比度．文 [2] 考虑到对
比度及信息损失，在增强图像对比度的同时减小信
息损失，通过导向图像滤波算法 [3] 对透射率进行优
化．此类对比度增强能够取得一定的去雾效果，但
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图像的退化问题，其去雾结果在
深度非连续区域常常产生大量过饱和及光晕噪声，
鲁棒性较差．文 [4] 提出了著名的暗通道先验，该
算法可在大多情况下得到较好的去雾结果，然而当
目标的辐照度近似于大气光强度或当目标表面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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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覆盖时，算法失效．文 [5] 利用贝叶斯统计先
验联合地估计单幅雾图像场景反射率和深度信息．
文 [6] 提出了全局色度衰减先验 CAP（color attenuation prior）来建立场景深度、亮度及饱和度的线性
关系，然而由于仅用 500 张图像对各系数常量进行
估计，CAP 先验的普适性较差．文 [7] 提出了一个
边界约束方法来估计透射率，但由于在整幅图像中
采用相同的弱限定条件，并采用不稳定的大气光估
计算法，因此该算法的结果中常出现过饱和及色彩
偏差现象．为了克服暗通道算法在浓雾区域高估透
射率和在浅雾区域低估透射率的缺陷，文 [8] 提出
了在浓雾和浅雾区域分别采用不同边界限定条件的
隐区域分割透射率估计算法．文 [9] 提出了一个基
于色线的几何集群分布算法，文章定义任意小块像
素集的色线与大气光到原点连线的焦点为该块像素
集的初始透射率．文 [10] 提出了雾线算法，作者将
所有像素色彩分类为不同集群，每个像素的颜色向
量与其所在集群中距大气光最远像素的颜色向量之
差被定义为该点的初始透射率，算法在大气光值过
高时失效．以上基于物理模型的方法均采用图像散
射模型，由于该简化模型仅考虑到大气散射衰减，
忽略了自然环境下雾的另一重要成因大气吸收衰
减，因此常常产生大量过饱和像素，在近景区域尤
其严重．近年来一些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的
深度学习去雾算法被提出，研究者们试图忽略物理
模型而直接从训练数据中学习出一个整体的透射率
图，因此这些方法可以规避大气吸收是否为雾的成
因的问题．文 [11] 建立了一个点对点的卷积神经网
络来估计透射率，并提出了一个非线性激励函数，
他们所设计的卷积核提取出的特征符合现有的 4 项
有效的去雾先验．文 [12] 提出了一个多尺度的深度
神经网络，通过学习雾图像和其透射率图间的映射
关系进行透射率估计和图像去雾，该算法利用一个
粗化网络来预测整体透射率图，利用一个精化的网
络来优化局部结果．文 [13] 提出了一个一体化的去
雾网络和一个线性转换将透射率和大气光编码成一
个综合变量进行学习．上述 3 个深度学习网络 [11-13]
均利用合成的室内图像数据进行训练，这种训练策
略限定了这些方法处理真实室外雾图像的能力，算
法泛化性较差．为了消除闪烁噪声的影响，文 [2]
在原有对比度增强损失函数中添加了时序损失项，
该时序损失项考虑了帧间像素及团块信息的时序一
致性．文 [15] 提出了一个利用多视角深度估计获取
透射率的视频去雾算法，并利用标准马尔可夫随机
场对粗透射率进行优化．文 [16] 提出了时空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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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可夫随机场，在消除闪烁噪声的同时抑制了由
局部滤波产生的团块噪声．文 [17] 提出了点对点的
深度学习视频去雾网络，设计了 3 种符合时序一致
性的网络结构对连续帧进行融合去雾．
为了克服传统去雾模型在近景区域产生严重过
饱和现象的缺陷，受水下图像恢复算法的启发，本
文在经典散射成像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大气吸收透
射率补偿项，所提出的大气吸收透射率由亮度饱和
度比先验派生而得到．经大量数据统计得出：雾图
像亮度与饱和度的比值随雾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即
为亮度饱和度比先验．为了优化初始透射率，提出
了时空导向图像滤波优化算法，该算法考虑到视频
帧间信息的时间一致性和空间一致性，在平滑透射
率纹理和保护显著边界的同时还能够克服视频中的
闪烁噪声．实验结果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所提出
的视频去雾算法能够获得纹理清晰、色彩自然的去
雾结果，抑制过饱和及闪烁噪声的影响，计算速度
上完全满足实时处理需求，整体表现相比于参与对
比的其他先进算法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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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吸收透射率补偿的雾成像模型
（Haze imaging model based on absorption
transmission compensation）

受到水下图像恢复算法的启发，本文在传统雾
成像模型的基础上，基于亮度饱和度比（LSR）先
验，提出一个包含大气吸收衰减补偿的雾成像模
型．该吸收透射率能够有效地抑制近景处由于散射
透射率被低估而产生的过饱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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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提出模型的雾成像过程
Fig.1 The haze imaging process of the proposed model

2.1

其中 x 为像素坐标；I 是雾图像的观测强度；J 是
真实无雾场景的辐射度；A 表示大气光强度，为
全局常量；t 是传播介质的透射率，表达场景反射
光经传播介质后到达镜头的组分． 透射率 t 可由
Jaffe-McGlamer 模型 [6] 表达：
t(x)= e−β d(x)

经典散射雾成像模型

传统的散射成像模型首先由 McCartney [18] 于
1976 年提出，经 Narasimhan 和 Nayar [19] 改进被广
泛地应用于图像去雾算法，该经典模型为
I(x) = t(x) · J(x) + (1 − t(x)) · A

(1)

(2)

其中，常量 β 为大气光散射系数，d(x) 为各像素点
到相机的深度 [22]．
2.2 包含吸收衰减的雾成像模型
上述经典去雾模型仅考虑了大气光的散射衰
减，而在自然环境中，大气吸收衰减也是雾图像和
水下图像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一些水下图像恢复
算法已将吸收衰减系数引入到经典雾成像模型中．
由于水下环境常依靠人造点光源进行照明，相机感
光元件的响应主要来源于目标的反射强度，因此研
究者们假设吸收衰减仅发生于光从目标到镜头的传
播过程，且吸收衰减系数为一个全局常量，所提出
的水下成像模型 [20] 如下：
I(x) = ta (x) · ts (x) · J(x) + (1 − ts (x)) · A
−(α +β )d(x)

ta (x) · ts (x) = e

(3)
(4)

其中 ts 和 ta 分别为散射透射率和吸收透射率，常量
α 为大气吸收系数．
在大气环境中，光源为大气光，相机感光元件
的响应由大气光的辐照强度和场景目标的反射强度
共同决定．因此进一步假设大气吸收衰减同样发生
在大气光到镜头的传播过程中．基于上述假设，本
文将经典的雾成像模型式 (1) 改进为
I(x) = tsa (x) · J(x) + (1 − tsa (x)) · A

ᮓሴ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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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中 tsa 为补偿后的总透射率，包含吸收透射率 ta
（见 2.3 节）和散射透射率 ts （见 2.4 节）
．图 1 描述
了所提出模型的雾图像成像过程．
2.3 亮度饱和度比先验
文 [6] 提出了色彩衰减先验，作者发现雾图像
的亮度和饱和度之差与雾的浓度存在线性关系，称
这一统计结论为 CAP．他们利用最大化似然估计
方法解此线性方程的线性系数，但仅用了 500 张图
像来训练求解一组通用的常量线性系数，因此 CAP
方法的鲁棒性及普适性较差．且由于亮度与饱和度
之差会破坏场景深度的连续性，因此这一方法不能
很好地处理目标边界，特别是在场景深度跳跃较大
的区域．为了改进 CAP 的上述缺陷，本文对 2000
张合成雾图像进行了统计分析，提出了 LSR 先验．
LSR 先验基于以下观察得出，当雾浓度升高时有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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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亮度会随之逐渐增大，而饱和度则随着雾浓
度的升高而逐渐下降，因此雾图像亮度与饱和度的
比值与雾的浓度成正比，即 LSR 先验能够有效地表
达图像中雾的浓度．LSR 先验表示如下：
ch (x) ∝ r(x) = Iv (x)/Is (x)

(6)

其中 Iv 和 Is 表示有雾图像 I 的亮度和饱和度，∝ 为
正比例符号，LSR 值 r 与雾浓度 ch 成正比．
在统计实验中，计算数据集中图像的 LSR 曲线
和 CAP 曲线，并与真实深度曲线进行对比．实验
发现，相比于 CAP 曲线，LSR 曲线更加接近真实
深度曲线．由此可得出，LSR 比 CAP 能够更精确
地表达有雾图像的深度．与大多数研究相同，本文
同样假设雾的浓度与场景深度成正比．因此可以推
论得出，LSR 比 CAP 能够更有效地表达雾的浓度．
图 2(1) 中展示了 2 个 LSR 先验统计实验的例子，可
以观察到 LSR 深度曲线无论在趋势和数值上都比
CAP 深度曲线更接近于真实深度曲线，验证了 LSR
在雾浓度表达上的有效性和优越性．此外，LSR 先
验的计算更为简单，无需 CAP 算法中复杂的离线
学习过程，还可避免 CAP 算法中固定的线性系数
所引发的系统不稳定性．

人

2.4 基于 LSR 先验的吸收透射率估计
由于 LSR 能够近似地表达雾的浓度，且大气
吸收衰减随着雾浓度的升高而增强，因此本文基于
LSR 建立吸收透射率模型．尽管从图 2(d) 中可以看
出 LSR 获得了较好的去雾结果，但是为了更为精确
地建立吸收透射率的物理模型，本文没有直接利用
LSR 来表达吸收透射率，而将吸收透射率定义为
( ln I (x) − ln I (x) )
v
s
ta (x) = exp −
(7)
ln max Iv (y)
y∈Ω (x)

其中 Ω 是最大化滤波的搜索窗口，大小为 11 × 11，
可以保证吸收透射率的局部一致性；x 是 Ω 的中心
点；y 为 Ω 中的其他点．
基于可见光衰减的比尔－兰伯特法则（BeerLambert law） [21] ，类似于其他可见光散射恢复算
法，我们将 LSR 吸收透射率定义为一个指数衰减
项，为了保护 Iv 和 Is 之间的相关性，将 LSR 变换
到对数域为 ln Iv (x) − ln Is (x)．使用对数域的 LSR 表
达雾浓度，可以保证吸收透射率在浓雾区域较小，
而在薄雾区域较大．用局部最大亮度值 max Iv (y)
y∈Ω (x)

代替像素级的入射光强度，使吸收透射率与图像的
纹理紧密关联．为使吸收透射率更加平滑，同样将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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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LSR 吸收透射率有效性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SR absorption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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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Iv (y) 也转换到对数域．

3.1 基于时空导向图像滤波的优化算法

图 2(e) 和图 2(j) 表明，与直接使用 CAP 和 LSR
方法相比，基于 LSR 的吸收透射率能够获得更准
确的场景深度，并得到更佳的去雾效果．然而在远
处浓雾区域，所提出的吸收透射率并不能获得很好
的去雾效果，这主要是忽略了大气散射衰减的影响
的缘故．大气散射是由各个方向的入射光同时在相
同像素点响应而引起的，常常使得拍摄图像的亮度
升高．散射强度随雾浓度的升高而增大．但在浓雾
区域散射的影响较大时，则会造成图像亮度增强，
直观上如同有雾，可见图 2(e) 中远处草坪和树的效
果．因此还需要准确地估计散射透射率，与吸收透
射率相融合构成最终的总透射率．
2.5 包含吸收补偿的总透射率

为使透射率满足局部一致性，并高效利用帧间
相关性来优化透射率、抑制闪烁噪声，提出了基于
时空导向图像滤波的视频透射率优化算法．
导向图像滤波方法假定导引图像与滤波输出在
一个 2 维窗口内满足局部线性模型：

y∈Ω (x)

在分析了散射透射率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采用
基于隐区域分割的边界限定方法 [8] 估计散射透射
率．这一方法可以避免暗通道算法的缺陷，保证散
射透射率既不会在浓雾区域被高估，也不会在薄雾
区域被低估．该散射透射率表达式为
{

{

ts (x) = min max

max (I c (x) − A)
c

|A − 255|

,1−

min (I c (x))
c

A

} }
,1

(8)
其中 c ∈ {R, G, B} 指颜色通道．
大气散射和大气吸收均为自然环境中雾的主要
成因，实验证明若忽视吸收衰减，去雾结果中会产
生大量的过饱和斑块，特别是在近景区域；若忽视
散射衰减，则会降低算法去除浓雾的能力．综上所
述，为了得到良好的去雾效果，必须全面地考虑大
气的散射衰减和吸收衰减．包含吸收补偿的总透射
率定义如下：
tsa (x) = N(ts (x) · ta (x))

(9)

其中 N 表示归一化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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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导向图像滤波的视频去雾
（Video dehazing based on ST-GIF）

式 (9) 中像素级的初始透射率不满足局部一致
性条件，所获得的去雾图像中各目标间边界过于分
明，如同油画的效果．因此需要对初始透射率进行
优化，使其纹理得到平滑，显著边界得以保留．考
虑到视频的帧间信息相关性对提高算法效率及提升
去雾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提出了基于时
空导向图像滤波的优化算法，对视频序列的透射率
进行优化．

∀i ∈ ωk

q(k) = a(k)Ig (i) + b(k),

(10)

式中 Ig (i) 表示引导图像在 i 点的响应；q 为滤波输
出；ωk 是以像素 k 为中心点的滤波窗口；a 和 b 为
线性系数，在 ωk 内均为常量．这一局部线性模型
可以保证仅在 Ig 的边界位置 q 才存在边界点，该结
论可由 ∇q = a∇Ig 证明．因此导向图像滤波能够在
平滑纹理区域的同时保护显著边界，在空间域中满
足透射率优化的需求．
导向图像滤波用于单幅图像时，线性系数 a、b
可由以下损失函数解得：
∑
(a(x)Ig (y) + b(x) − tsa (y))2 + ε a(x)2 (11)
arg min
a(x),b(x)

y∈ω (x)

其中窗口 ω 的大小为 11 × 11；λs 为空间似然系数；
Ig 为有雾图像灰度图，滤波输出为式 (9) 中得到的
总透射率．
现有的一些将单幅图像去雾算法直接应用于视
频去雾的方法由于没有考虑时间相关性信息，在场
景或相机运动过快时，常产生大量的闪烁噪声．为
了充分利用视频中前后帧的相关性，抑制闪烁噪
声，将导向图像滤波扩展到时域空间．当前时刻 t
下，求解线性系数 a、b 的损失函数变换为
∑ ∑ (
)2
an (x)Ign (y) + bn (x) − tsan+τ (y) +
arg min
a(x),b(x) τ ∈[− f , f ] y∈ω (x)

ε an (x)2

(12)

式中 n 为当前帧， f 为参与计算的相邻帧数．图 3
为时空导向图像滤波优化方法的流程图．用简单的
求偏导的方法可以解得线性系数 a 和 b 如下：
]
∑ [
M (Ign (y)tsan+τ (y))−M (Ign (y)) M (tsan+τ (y))
ω
ω
τ ∈[− f , f ] ω
(
)
an (x) =
M (Ign (y))2 −M 2 (tsan+τ (y))+ε
ω
ω
∑
n
n
n+τ
b (x) =
M (tsa (y)) − a (x) M (Ign (y))
τ ∈[− f , f ]

ω

ω

(13)
式中 M 表示 ω 内的均值滤波，可以避免在不同窗
ω

口中得到不同的滤波输出，也使得线性系数 a、 b
能够得到更加平滑的分布． 尽管均值滤波破坏了
∇tsa 随 ∇Ig 放缩的性质，但作为均值滤波器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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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tsa
=μtsn · tan

trn(x) = an(x)Ig (x) + bn(x)

图 3 时空导向图像滤波
Fig.3 The spatio-temporal guided image filtering
表 1 处理速度对照表（单位：帧/s）
Tab.1 Comparison of the processing speeds (unit: frame/s)
帧率

方法
文 [4] 算法

文 [2] 算法

文 [16] 算法

文 [17] 算法

本文方法

480×270

1.2683

91.4315

109.7632

31.5644

102.1263

720×400

0.6195

42.2246

50.9602

14.8578

47.4612

960×540

0.3714

24.7643

28.8438

8.1243

26.2339

1024×720

0.2697

17.8773

20.3605

5.6012

19.1522

分辨率

在强边缘处 a、b 的梯度应远小于导向图像的梯度．
这种情况下，根据式 (10) 求导，有 ∇tsa = a∇Ig ，这
表明 Ig 在边缘处的剧烈变化大多数都保留在 tsa 中．
因此优化后的总透射率具有平滑纹理及保护显著边
界的作用，最终当前帧的总透射率优化结果 tr 可由
式 (14) 求得：
n

trn (x) = an (x)Ign (x) + b (x)

(14)

场景辐照度恢复
大气光估值的精度对去雾结果的质量及散射透
射率的精度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恢复无
雾场景辐照度之前，需要获得精确的全局大气光强
度．本文中采用大气光估计算法 [4] ，该方法对于单
幅图像去雾有着很好的效果．然而对于视频，若仅
简单地在单帧中使用上述方法估计大气光值，则在
相邻帧光照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会产生剧烈的闪烁
现象．为了保证光照不变性，消除由于光照变化产
生的闪烁，在计算当前帧大气光值时加入了帧间的
大气光变化趋势信息如下：

3.2

An = (1 − λ )A′n + λ An−1

(15)

其中 A′n 为文 [4] 方法求出的当前帧大气光强度； An
表示最终求得的当前帧大气光值； λ = An−1 /An−2 ，
用于预测前一帧大气光强度对于当前帧大气光值
的影响．将式 (14)(15) 代入所提出的去雾模型式 (5)
中，可由式 (16) 求得各帧的无雾场景辐照度结果：
J n = [(1 − trn )An − I n ]./trn
式中 ./ 代表点除．

(16)

4

实 验 结 果 与 分 析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analysis）

通过实验，分别从处理速度、主观恢复效果及
客观性能评价 3 个方面，对本文算法和其他 4 种先
进算法 [2,4,16-17] 进行了对比．其中，文 [4] 为经典暗
通道单幅图像算法，文 [2,16-17] 为 3 个先进的视频
去雾方法．为了与其他对比算法进行公平的比较，
分别在各位作者的主页上下载了他们所公布的代
码，通过执行这些代码产生高质量的对比数据．
4.1 实时性对比
本文中所有实验都是在同一台配置为 Intel Core
i7、主频 2.6 GHz、内存 16G、显存 8G 的计算机上
完成的．其中文 [2] 算法代码由 VC++ 语言实现，
文 [17] 算法的测试代码由 Python 语言实现，其他
算法均由 Matlab 语言实现．表 1 展示了各算法处
理 4 种不同尺寸单帧图像的平均速度（本文中红色
字体用于表示最优结果，蓝色字体表示次优结果）
．
对比结果显示，本文视频去雾算法的处理速度略慢
于文 [16] 算法，略快于文 [2] 算法，相比于文 [4]
算法和文 [17] 算法，速度优势较大．在处理尺寸为
480 × 270 的视频数据时，所提出算法的速度可达
100 帧／s 以上，这表明本文视频去雾算法完全符合
实时处理的要求．
4.2 合成视频去雾结果质量对比
由于文 [17] 的深度学习算法利用了合成的雾
视频训练去雾模型，公平起见本文在真实的有雾
视频和合成雾视频上分别进行了对比实验．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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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合成视频去雾结果对比
The comparison of dehazing results for the synthetic video
表 2 图 4 的 PSNR 评价结果
Tab.2 The PSNR evaluation results of Fig.4

PSNR

帧数
第 45 帧

第 78 帧

第 126 帧

第 152 帧

第 185 帧

第 229 帧

平均值

文 [4] 算法

16.9931

16.9031

17.2076

18.9644

18.5236

18.0057

17.7662

文 [2] 算法

15.3494

15.7341

15.5489

17.7531

17.4514

16.8743

16.4519

文 [16] 算法

22.3624

23.0083

22.9938

23.0858

23.2339

23.2378

22.9871

文 [17] 算法

16.5649

16.5653

16.7468

17.8562

17.6002

17.2582

17.0986

本文算法

26.3139

26.8186

26.6754

26.5689

26.4571

26.4446

26.5464

方法

表 3 图 4 的 SSIM 评价结果
Tab.3 The SSIM evaluation results of Fig. 4
PSNR

帧数
第 45 帧

第 78 帧

第 126 帧

第 152 帧

第 185 帧

第 229 帧

平均值

文 [4] 算法

0.8917

0.8958

0.8717

0.8567

0.8433

0.8162

0.8625

文 [2] 算法

0.8645

0.8682

0.8429

0.8143

0.8017

0.7875

0.8298

文 [16] 算法

0.9102

0.9199

0.9198

0.9225

09242

0.9264

0.9205

文 [17] 算法

0.8892

0.9234

0.9142

0.9021

0.9033

0.8843

0.9027

本文算法

0.9517

0.9563

0.9548

0.9538

0.9508

0.9506

0.9531

方法

合成视频数据，采用信噪比（PSNR）和结构相似
性（SSIM）评估指标对各算法的表现进行评价；对

于真实视频，利用可见边界恢复评价指标对各算法
的表现进行评价．图 4 展示了在一段合成雾视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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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的 6 帧图像的对比结果，其中第 1 行为合
成的有雾图像，第 2 行到第 6 行分别为文 [4]、[2]、
[17]、 [16] 算法和本文算法的去雾结果，第 1 行为
原始清晰图像． 第 2 行为文 [4] 算法的去雾结果，
虽然近景处色彩较为自然，但对于远处青草的去雾
效果一般．第 3 行为文 [2] 算法的结果，其中有雾
图像的对比度提高较为明显，但由于对比度拉伸过
度，结果中近景花叶及木杆处存在大量过饱和像素
点．第 4 行为文 [17] 算法的结果，其前景像素的锐
化现象较为严重．第 5 行为文 [16] 算法的结果，其
地面处的纹理过于平滑，丢失了纹理信息，远处去
雾效果较差．第 6 行为本文算法的结果，其更加接
近原始清晰图像，近景目标色彩自然真实，远景目
标（如青草）更加清晰，直观效果优于其他各对比
算法的结果． 表 2 和表 3 分别给出了与图 4 中各
去雾结果对应的 PSNR 和 SSIM 量化评价数据．其
中 PSNR 用于测试去雾结果对于原始清晰图像的失
真程度，SSIM 用于测试结果与原始清晰图像的结
构相似性，两项评价指标的结果值越大，表明去雾
结果越接近原始清晰图像，算法表现越优．从表 2
和表 3 中可以看出，与其他对比算法的去雾结果相
比，本文算法的结果相对于原始清晰图像在失真程
度和结构相似性方面均表现最佳．结果失真程度方
面，文 [4]、[2]、[17] 算法表现略差；文 [16] 算法表
现相对较好，各帧 PSNR 结果均排名第 2．结构相

人

似性方面，文 [2] 算法表现一般；文 [4]、[17] 算法
相近，略优于文 [2] 算法；文 [16] 算法的平均 SSIM
结果排名第 2．
4.3 真实视频去雾结果质量对比
分别对各算法在处理包含天空区域和不包含天
空区域的真实雾视频数据时的表现进行了对比实
验，并使用可见边界恢复评价指标 e 对去雾结果进
行量化对比．可见边界恢复指标能够客观地评价算
法对于图像高频信息的恢复能力，e 的值越大，表
明算法恢复清晰纹理信息的能力越强．图 5 为包含
天空区域的真实视频去雾结果，图 6 为不包含天空
区域的真实视频去雾结果，图 5、 6 中第 1 行为有
雾图像，第 2 ～ 6 行分别为文 [4]、[2]、[16]、[17]
算法和所提出算法的去雾结果．
图 5 中展示的单幅图像去雾算法 [4] 产生了一些
闪烁噪声，其他视频去雾算法结果并未出现闪烁噪
声．对于无雾的车内方向盘及中控台区域，文 [4]、
[2]、[16] 和 [17] 的算法均产生了大量的过饱和像素
点，而本文算法的结果与原始图像基本保持一致，
对比度的恢复较为恰当．对于公路、 树林等区域，
文 [2] 算法过度拉伸了像素的对比度，产生了大量
过饱和噪声；文 [16] 算法和文 [17] 算法的结果比较
接近，虽然达到了一定的去雾效果，过饱和噪声较
少，但色彩偏差现象严重，树木和公路的颜色相对
于有雾图像保真度较低；而本文算法的去雾结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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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hazing results for real-world hazy video with sky

ㅜ 883 ᑗ

崔童，等：基于吸收透射率补偿及时空导向图像滤波的实时视频去雾

9

䴮മ

᮷ [4]

᮷ [2]

᮷ [17]

᮷ [16]

ᵜ᮷

ㅜ2ᑗ

ㅜ 88 ᑗ

ㅜ 211 ᑗ

ㅜ 407 ᑗ

ㅜ 502 ᑗ

ㅜ 552 ᑗ

图 6 未包含天空的真实视频去雾结果
Fig.6 The dehazing results for real-world hazy video without sky
表 4 图 5 的可见边界恢复评价结果
Tab.4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visible boundary restoration for Fig.5
帧数

e

第 110 帧

第 429 帧

第 632 帧

第 828 帧

第 861 帧

第 883 帧

平均值

文 [4] 算法

0.9023

0.9121

0.9173

0.9257

0.9286

0.9196

0.9176

方法
文 [2] 算法

1.0496

1.0654

1.0569

1.0742

1.0696

1.0716

1.0645

文 [16] 算法

1.1882

1.1263

1.0839

1.1602

0.9446

1.0013

1.0841

文 [17] 算法

1.3423

1.1904

1.2013

1.1972

1.2012

1.2003

1.2221

本文算法

1.6083

1.4103

1.4305

1.4437

1.3886

1.3698

1.4419

表 5 图 6 的可见边界恢复评价结果
Tab.5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visible boundary restoration for Fig.6
帧数

e

第6帧

第 15 帧

第 20 帧

第 28 帧

第 34 帧

第 42 帧

平均值

文 [4] 算法

1.2755

1.2491

1.3038

1.2934

1.2962

1.2758

1.2823

方法
文 [2] 算法

1.3072

1.5402

1.3109

1.4033

1.3989

1.3479

1.3847

文 [16] 算法

1.8763

2.9146

1.7838

1.8867

2.1013

2.3439

2.1511

文 [17] 算法

1.0719

1.1301

1.0776

1.0962

1.1353

1.1246

1.1059

本文算法

2.0652

3.1279

1.8796

1.9342

2.2287

2.6373

2.3121

对比度明显提升的情况下颜色更为自然，色彩还原
度也相对较高．表 4 给出了图 5 中各去雾结果的可
见边界恢复指标评价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
的评价结果全部高于其他算法的去雾结果，在对比
度明显提升的情况下颜色保真度的评价值相对较

高，平均值高于排名第 2 的文 [17] 算法 15%．图 6
中展示的是在一段不包含天空区域的真实视频中随
机抽取的 6 帧图像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文 [4]
算法对于浓雾的去除效果较差；文 [2] 算法能够显
著增强图像的对比度，但在整段视频中无法保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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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色度的一致性，结果的色彩保真度较差；文 [16]
算法的结果整体效果较好，但在近景及远处道路和
树木处对比度提升并不明显；文 [17] 算法的结果对
比度提升较差，且整体色度偏暗；本文算法的去雾
结果整体上目标清晰，对比度恢复显著，近处目标
具有较高的色彩保真度，远处目标的去雾效果也相
对较好．表 5 给出了图 6 中各去雾结果的可见边界
恢复指标评价结果，可以看到本文算法的评价值全
部高于其他算法的评价结果，平均值高于第 2 名文
[16] 算法 6.9%，高于第 3 名文 [2] 算法 40%．
从上述实验结果中发现，本文算法能在近景处
获得对比度较高且色彩真实自然的去雾结果，这主
要是由于吸收透射率抑制了总透射率被过低估计的
情况，因此避免了去雾结果的对比度被过度提高．

5

结论（Conclusion）

本文提出了基于 ST-GIF 的实时视频去雾算法，
ST-GIF 算法能够在保证视频数据时空一致性的同时
有效地克服视频中的闪烁噪声．基于亮度饱和度比
先验，本文还提出了包含吸收透射率补偿的透射率
估计算法，弥补了大气散射去雾模型忽略吸收透射
率的缺陷，有效地抑制近景处的过饱和现象．实验
结果及评价数据表明，所提出的视频去雾算法能够
满足实时处理的要求，在提升图像对比度的同时获
得色彩自然、真实的去雾结果，与几种先进的视频
去雾算法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在处理远处浓
雾时本文算法表现仍显不足，因此下一步将对浓雾
处大气散射及吸收透射率的组份作进一步的研究，
并继续对吸收透射率模型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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