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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特性自适应插值的混合去隔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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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隔行扫描到逐行扫描的视频格式转换，需要使用去隔行插值技术．针对传统运动补偿插值算法的

误差传递、运动估计不准、计算复杂度较高等缺陷，提出一种基于奇偶一致性搜索的运动补偿去隔行方法；针对传
统基于边缘方向插值算法的边缘定位不准等缺陷，提出一种基于梯度辅助的场内多方向插值方法．将上述两种方法
与场合并插值和行平均插值相结合，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时空特性自适应插值的混合去隔行方法．该方法能够利用视
频中的时空特性，有效地解决传统去隔行算法因运动估计错误和边缘定位不准导致的插值失真等问题．实验结果表
明，与传统去隔行算法相比，该方法能够在降低总体计算复杂度的情况下获得 0.7,dB 左右的 PSNR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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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De-Interlacing Algorithm with Adaptive Interpolation Based on
Temporal-Spati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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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interlacing is a key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a interlaced video into a progressive

video．But the traditional motion compensated de-interlacing algorithms often suffer from some troubles，such as
error propagation，inaccurate motion estimation and high computation complexity．Thus，a motion compensated deinterlacing algorithm based on parity consistency search was proposed．In addition，in view of the problem that the
edge direction wasn’t detected exactly in the traditional de-interlacing algorithms based on the edge direction，a
multi-direction interpol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gradient-assistance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Finally，the above
proposed de-interlacing algorithms，field merging interpolation and line averaging interpolation were merged adaptively to form a hybrid de-interlace with adaptive interpolation based on temporal-spatial characteristics．Making use
of the temporal-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deo，the finally proposed algorithm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s that
the wrong motion estimation and the inaccurate edge direction resulted in mistaken interpolation．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e-interlacing algorithms，the proposed algorithm could offer 0.7,dB
PSNR gain under low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Keywords：temporal-spatial characteristics；parity consistency；gradient-assistance；de-interlacing

在视频信号的传输过程中，为了减少传输带宽，
通常采用隔行扫描的方式处理视频信号，例如主流电
视广播系统 NTSC、PAL 和 SECAM 等[1]．但是隔行
扫描会造成锯齿现象、边缘闪烁和场间混叠等视觉上

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填补缺失的像素，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去隔行算法[2-11]．它们可以粗
略地分为 3 类：时域插值算法、空域插值算法和时空
混合插值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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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域插值算法一般是利用场间信息进行去隔行
插值，主要有场合并、场平均、运动补偿等算法，其中
场合并、场平均算法运算简单，在静止区域表现良
好，但在运动区域会产生羽化等不良现象[2]．运动补
偿算法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时域插值算法，它通过场间
信息预测出物体的运动轨迹，然后沿着运动轨迹进行
像素插补，是目前性能较好的一种去隔行算法，但是
这类算法容易受到运动矢量误差的干扰而导致重建
图像质量低下，另外还存在误差传递和计算复杂度较
高等缺陷[2-3]．
空域插值算法是利用场内信息进行去隔行插值，
主要包括行平均、行复制、基于边缘方向插值等算
法．其中行平均和行复制算法结构简单，应用范围较
广，但容易造成锯齿、褶皱等插补缺陷．而基于边缘
方向插值算法则利用人眼对物体边缘敏感的特性，沿
着边缘方向进行插值，较好地保护了边缘的连续性和
锐利度，从而明显增加图像的主观质量效果，例如
ELA[2]、MELA[4]和 FELA[5]等算法．但是这些算法基
本都是通过像素值相似度信息预测边缘，由于使用的
信息较少，导致边缘方向预测不准确．
时空混合插值算法利用场间信息和场内信息进
行去隔行插值，主要表现形式是结合时域插值算法和
空域插值算法，形成一个混合的去隔行算法．目前一
般是通过运动检测或者权值来结合时域插值和空域
插值算法，比如 Trocan 等[6]使用运动检测结合运动
补偿插值、基于边缘方向插值和行平均插值等算法，
Chang 等[7]利用权值自适应结合场内插值算法和运动
补偿插值算法．这些算法取得了一定的去隔行效果，
但是结合过程中的判决较为复杂，总体的计算复杂度
还需要降低．
鉴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时空特性自适
应插值的混合去隔行方法．其中对运动补偿算法和
基于边缘方向插值算法进行改进，并且通过运动检测
和边缘检测进行算法融合，较好地利用视频中的时空
特性保护图像边缘的锐利度和连续性，抑制因运动估
计不准而造成插值失真现象的发生．

1 基于奇偶一致性搜索的运动补偿场间插值
传统的运动补偿去隔行算法大部分使用块匹配、
全搜索的方式进行插值，同时参考帧一般会选取之前
的重建图像，但是这样会产生误差传递、运动估计不
准、计算复杂度较高等问题，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去隔
行性能，比如时域递归(time recursive，TR)去隔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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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等．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奇偶一致性
搜索的运动补偿场间插值算法．
在该算法中，选取与当前待插值场相邻的前一个
重建图像为参考帧，同时选取大小为 4 像素×3 像素
的待匹配块和 16 像素×15 像素的搜索窗，采用奇偶
一致性搜索方式进行搜索．其中如图 1 所示，上下相
邻待匹配块共用一行．图 2 是匹配示意图，当 D1～
D8 与 O1～O8 最接近时，就认为该匹配块是最佳匹配
块，那么待匹配块中 I1～I4 就由 R1～R4 进行填充，进
而获得运动补偿的插值，其中，参考块与待匹配块接
近程度用式(1)表示，即当 SAD 值最小时就认为对应
的参考块是最佳匹配块．
8

SAD = ∑ Di − Oi
i =1

Fig.1

(1)

图 1 待匹配块重叠示意
Illustration of overlapped blocks before matching

Fig.2

图 2 块匹配过程示意
Illustration of matching process

针对搜索过程，本文引入了奇偶一致性搜索的概
念．本文中的奇偶一致性是指参考块与待匹配块之
间相对应像素点都处在原始图像中的奇行或偶行，而
满足该要求的搜索过程称之为奇偶一致性搜索，如图
2 所示，参考块中的已插值像素 D1～D8 和待匹配块
的原始像素 O1 ～O8 同属于原始图像中的奇行或偶
行．部分实验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参考块与待
匹配块之间的相关性比不符合奇偶一致性的参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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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待匹配块之间的相关性更大．相比较全搜索，奇偶
一致性搜索在计算复杂度上减少了 50%,，针对部分
测试序列，PSNR 提升了 0.2,dB 左右．这是因为全搜
索方法搜索出来的最佳匹配块是 SAD 值最小的参考
块，但这个块可能不满足奇偶一致性特征，因而获得
的运动补偿值可能并不准确．
虽然搜索过程考虑了奇偶一致性，但是仍然存在
因运动估计错误而导致运动补偿插值失真的情
况．针对这一问题，采用 4 抽头的中值滤波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这种情况的发生．传统上，针对运动补偿失
误所使用的中值滤波一般是 3 抽头，即运动补偿值和
待插值位置的上下最相邻的 2 个像素值[2]，比如使用
3 抽头中值滤波的时域递归去隔行算法(TR_MID)[2].
因为最近的相邻像素具有最高的相似性，从而使得行
平均算法具有较好的客观性能[8]，因此本文考虑行平
均算法的插值结果，采用 4 抽头的中值滤波．具体如
式(2)所示，其中 IMC(i，j)是上述运动补偿获得的插
值，I(i－1，j)和 I(i＋1，j)是该插值位置垂直方向上
最相邻的 2 个像素值，ILA(i，j)是利用行平均算法获
得的该点的插值，F(i，j)是最终的插值结果．
F (i, j ) = med(I (i − 1, j ), I (i + 1, j ),
I MC (i, j ), I LA (i, j ))

(2)

2 基于梯度辅助的场内多方向插值
传统的基于边缘方向插值算法主要是通过像素
值相似性来确定边缘方向，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基于
像素点差值求边缘方向和基于像素块差值求边缘方
向．基于像素点差值求边缘方向灵敏度高，但易于受
到噪声干扰，比如 ELA、EFLA 等；基于像素块差值
求边缘方向对噪声有较强的抵抗力，但针对一些窄边
缘却难以检测出来，比如 MELA、HEDI[9] 等．因此，
近几年有一些新的算法引入了相邻像素之间的梯度
相似性信息进行边缘预测，取得了较好的去隔行效
果，比如 FDD[10] 、FSID[8] 、GGI[11] 等．本文结合梯度
信息与像素值相似性信息，提出一种基于梯度辅助的
场内多方向插值方法．
在本方法中，使用像素值相似度信息和梯度信息
预测边缘方向．如图 3 所示，本文先使用相邻像素之
间的像素值相似度信息确定大致的边缘方向．其中，
P 和 Q 由式(3)计算所得，分别表示钝角方向和锐角
方向的像素块绝对差值和．如果 P＞Q，那么边缘方
向的角度是锐角，在此基础上，若利用梯度的相位信
息求得边缘方向的角度为钝角，那么使用该角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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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如果 P＜Q，那么边缘方向的角度是钝角，在此基
础上，若利用梯度的相位信息求得边缘方向的角度为
锐角，那么使用该角的补角；如果 P＝Q，那么中心待
插值像素采用行平均的方法进行插值．在确定了大
致的边缘方向之后，利用梯度信息中的相位信息进行
更小范围的边缘方向预测．本文使用的梯度算子是
sobel 算子，如式(4)所示．

图 3 像素值相似度信息确定大致的边缘方向
Fig.3 Rough edge direction decided by pixel similarity
2
⎧
=
P
I ( j − 1, i − 2 + d ) − I ( j + 1, i + d )
∑
⎪
⎪
d =0
⎨
2
⎪Q =
I ( j − 1, i + d ) − I ( j + 1, i − 2 + d )
∑
⎪⎩
d =0

(3)

⎧
⎡ −1
⎪
⎢
⎪Gx = ⎢ −2
⎪⎪
⎣⎢ −1
⎨
⎡ −1
⎪
⎪G = ⎢ 0
⎪ y ⎢
⎢⎣ 1
⎪⎩

(4)

0 1⎤
0 2 ⎥⎥ *I
0 1 ⎦⎥
−2 −1⎤
0 0 ⎥⎥ *I
2 1 ⎥⎦

式中：*表示卷积；Gx 和 Gy 分别为待插值像素点的水
平方向梯度和垂直方向上梯度．根据 Gx 和 Gy 求出当
前待插值像素点的相位信息，如式(5)所示，θ 就是
当前待插值像素点的相位信息．

θ = arctan

Gy
Gx

(5)

因此利用梯度信息中的相位信息求得的边缘方
向 dir＝tanθ，然后取与方向 dir 最接近的数 d，作为
最终的插值方向．其中，如图 4 所示，插值方向 d∈
{-5，-4，-3，-2，-1，-1/2，0，1/2，1，2，3，4，5}．如果
d 超过这个集合的范围就认为插值方向与水平方向
接近平行，那么此时就使用行平均算法处理该种情
况．根据最终求得的插值方向 d，由式(6)获得最终的
插值结果．
I (i + d , j − 1) + I (i − d , j + 1)
F (i, j )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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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图像分为 3 类：静止区域、运动幅度较小区域、运
动幅度较大区域．针对静止区域使用场合并的方式
进行插值，提高图像的垂直分辨率，恢复视频图像原
有的帧结构．针对运动幅度较小区域，使用基于奇偶
一致性搜索的运动补偿场间插值方法进行插值，使得
该区域的插补像素值更加精确．针对运动幅度较大
区域，通过边缘检测再一次划分为边缘区域和平滑区
域，边缘区域使用基于梯度辅助的场内多方向插值方
法进行插值，较好地保护物体边缘的连续性和锐利
度，平滑区域使用客观性能较好的行平均算法进行插
值，降低总体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如图 5 所示．

图 4 插值方向示意
Illustration of interpolation direction

3 自适应插值的混合去隔行方法
时域插值算法和空域插值算法一般是通过运动
检测或者权值进行结合，比如文献[7]提出使用权值
自适应地结合多种时域和空域插值算法，但是权重计
算异常复杂，往往难以很好地结合这些算法的优点，
有时候会导致总体算法性能的降低．鉴于这种情况，
本文利用运动检测和边缘检测对图像进行划分，自适
应结合基于奇偶一致性搜索的运动补偿场间插值、场
合并插值、基于梯度辅助的场内多方向插值和行平均
插值等算法．
3.1 运动检测
本文采取的运动检测方法通过比较当前图像和
前一个图像对应位置大小为 4 像素×3 像素的块之
间差值 diff 确定图像不同区域的运动情况．具体如式
(7)所示．
⎧静止区域
⎪
F ∈ ⎨运动幅度较小区域
⎪运动幅度较大区域
⎩

diff < th_low
th_high > diff > th_low
其他

(7)
式中：F 表示当前待测的 4 像素×3 像素区域；th_low
和 th_high 为设定的阈值．
3.2 边缘检测
本文采用的边缘检测方法是比较阈值与当前像
素点的水平方向梯度 Gx 和垂直方向梯度 Gy 之间的
大小，来确定当前像素是否处于边缘区域．具体如式
(8)所示．
⎧⎪边缘区域
I ∈⎨
⎪⎩平滑区域

Gx2 + G y2 > TH
其他

(8)

式中：I 表示当前待测像素点；TH 为设定的阈值．
3.3 自适应插值
通过上述的运动检测和边缘检测对图像进行划
分，针对不同区域使用不同的去隔行方法，因而自适
应地结合了时域插值和空域插值的优点．本文主要

Fig.5

图 5 本文所提算法的流程
Flow chart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4 实验结果及讨论
本节从视频质量评价和计算复杂度两个方面分
析本文所设计的混合去隔行算法的性能，其中参与比
较的传统去隔行算法有 LA、ELA、MELA、FDD、
TR_MID．参与比较的典型测试视频序列如下：352
像素×288 像素(akiyo)，720 像素×576 像素(clown、
horsecab 、rally 、splash) ，1,280 像 素 × 720 像 素
(sailormen、spincalendar)，1,920 像素×1,080 像素
(kimono)．实验使用 C++语言，在 VS2010 上进行，
CPU 为 Intel i3-4160，3.60,GHz．表 1 是针对这些典
型测试视频序列，各个去隔行算法获得的视频平均
PSNR 值．
由表 1 可以发现，本文算法相比较这几个传统的
经典去隔行算法，在平均 PSNR 上提升 0.7,dB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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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较好的去隔行效果．其中，相比较使用中值滤
波 的 运 动 补 偿 插 值 算 法 TR_MID ，本 方 法 获 得 了
0.7,dB 左右的 PSNR 提升；相比较使用梯度信息插值
的 FDD 算法，本方法获得将近 0.8,dB 左右的 PSNR
提升；而比较传统的基于边缘方向插值算法，本方法
则获得 1,dB 左右的 PSNR 提升．这些说明使用像素
值相似性和梯度信息结合的方式进行边缘预测是有
效的，同时也说明了本文算法能够较好地融合时域插
值和空域插值的优点．

·77·

图 6 是各种去隔行算法对测试序列 rally 处理后
所得结果的部分截图，从这些图中得出的初步主观感
受可以发现，ELA、MELA、FDD 和 TR_MID 等算法
由于不正确的边缘估计和运动估计，导致车身边缘出
现了褶皱问题．而在本文算法的效果中，物体的边缘
和原图基本一致，并没有出现褶皱现象．这说明本文
算法的运动估计和边缘处插值方向的估计更加准确，
基本保持了物体边缘的连续性，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图像的清晰度和锐利度．

表 1 各种去隔行算法的平均 PSNR 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average PSNR of different de-interlacing algorithms
视频
akiyo
clown
horsecab
rally
splash
sailormen
spincalendar
kimono
平均值

（a）原图

（d）FDD 算法

LA 算法
39.736
39.899
28.237
34.226
28.482
30.691
29.216
43.537
34.253

ELA 算法
37.684
39.653
27.807
33.291
27.305
30.629
29.070
43.043
33.561

（b）ELA 算法

（c）MELA 算法

（e）TR_MID 算法

（f）本文算法

图 6 各种去隔行算法的主观效果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subjectiv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de-interlaing algorithms

MELA 算法
39.984
39.886
28.296
34.257
28.489
30.718
29.638
43.521
34.348

PSNR/dB
FDD 算法
40.208
39.738
28.481
34.088
28.248
30.761
29.665
43.318
34.313

TR_MID 算法
40.987
39.782
28.222
33.527
28.921
30.888
29.228
43.009
34.321

本文算法
42.478
40.311
28.734
34.113
28.524
31.021
29.724
45.989
35.112

关于计算复杂度，表 2 是各种去隔行算法处理每
场图像所需平均时间的比较．从表中数据可得，对使
用到的所有测试视频序列，LA、ELA、MELA 这 3 种
算法所需的平均处理时间都要比其他 3 种算法所需
平均处理时间短，展现出计算复杂度较低的特点．而
本文所提算法在处理 akiyo 这类包含较多静止场景
内容的测试视频序列时，所需平均处理时间也要短于
FDD 和 TR_MID 算法的平均处理时间，同样具有计
算复杂度较低的特点．在处理 horsecab 这类包含较
多运动场景内容的测试视频序列时，本文所提算法需
要的平均处理时间要比 FDD 算法的平均处理时间稍
高，但是远少于 TR_MID 算法的平均处理时间，这也
展示本文所提算法的计算复杂度不是很高的特
点．总体上，与这几个传统的去隔行算法相比，本文
所提算法的计算复杂度适中．

表 2 各种去隔行算法处理每场图像所需平均时间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average computation time of different de-interlacing algorithms
视频
akiyo
clown
horsecab
rally
splash
sailormen
spincalendar
kimono

平均处理时间/s
LA 算法

ELA 算法

MELA 算法

FDD 算法

TR_MID 算法

本文算法

0.015
0.061
0.061
0.061
0.061
0.135
0.135
0.303

0.018
0.074
0.074
0.074
0.074
0.162
0.162
0.372

0.019
0.079
0.079
0.079
0.079
0.175
0.178
0.396

0.051
0.194
0.257
0.215
0.291
0.558
0.563
0.969

0.268
1.057
1.090
1.027
1.117
2.474
2.612
5.386

0.023
0.116
0.317
0.257
0.283
0.799
0.735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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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运动检测和边缘检测对图像的内容进
行划分，自适应地结合时域插值算法(基于奇偶一致
性搜索的运动补偿场间插值、场合并插值)和空域插
值算法(基于梯度辅助的场内多方向插值、行平均插
值)．其中基于奇偶一致性搜索的运动补偿场间插值
算法考虑了参考块与待匹配块之间对应像素点的奇
偶一致性关系，基于梯度辅助的场内多方向插值算法
考虑了像素值相似性信息和梯度信息．这些措施降
低了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
为错误的运动矢量和不正确的边缘方向造成的插补
问题，表现了比传统算法更优良的性能．但是，在算
法中像素值相似性信息和梯度信息的结合使用还有
改进的空间，另外运动检测和边缘检测的性能还可进
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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