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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分辨率动态变化的低复杂度视频场景切换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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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电视图像后处理中，许多图像增强和指标检测算法模块需要参考前后帧的时域信息，因此当场景内容

发生切换时，需要设计出一种准确且可靠的场景切换检测的方法，用以切断场景切换前和场景切换后的各种时域算法
的前后关联性。针对网络电视播放视频节目前后帧经常出现的分辨率变化的特性以及场景切换检测中常见的问题，

对数字电视图像后处理中的视频场景切换检测算法进行了优化设计，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阶数控制直方图分布的优
化检测算法。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传统算法，所提算法在场景切换检测的准确度上有显著的提升，针对暗场景下的场
景切换以及网络电视中分辨率改变的情形具有较高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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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igital video post processing of TV system , many video de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P blocks need refer

temporal information between frames. For cutting off the temporal relationship when content scene change happens , an
optimum design of scene change detector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network TV dynamically changes
the video resolutions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network service , the design adopts an optimum method based on histogram
distribution detection combined with dynamic weight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has improved the
detection accuracy compares to the common design which is based on the average intensity level. And it improves the de
tection' s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for low IRE scenes and resolution
Ke)响。nls

d严lamic

change case of network TV programs.

Digital television , Histogram , Scene change , Video enhancement
想知道内容场景是否发生了切换，只能通过找出某些特征信

引言

息来分析和判断当前视频流的内容场景是否发生了改变。

目前，在数字电视图像后处理中，存在较多使用时域前后

目前常用的场景切换检测算法有基于图像 YUV 分量 [lJ

帧信息来进行图像增强处理的算法模块，例如时域降噪、动态

或灰度值检测 [2J 、基于运动搜索检测和基于边缘轮廓检测 [3J

对比度提升、运动估计和运动补偿等。这些算法模块高度依

等方法。在电视图像处理芯片中，用于提取特征信息来分析和

赖于前一帧甚至前面多帧的图像内容中特征信息的提取。如

判断内容场景是否发生切换的算法并不多见。数字电视图像

果这些信息的提取出现错误或者不是所需要的信息，则会引

处理中较为典型的做法是基于每一帧图像内容的平均亮度的

起图像增强处理运算出现错误。为此，在现有数字电视图像

变化来判断场景是否发生了切换[4J 。由于数字电视系统的实

后处理中，引入了场景切换检测 (Scene Change Detection ,

时性要求和系统资源的限制，这种方法简单且易于硬件实现。

SCD) 的算法来加以瓢别。

然而对于一些场景切换但是图像平均亮度并未发生变化的情

通常来说，所谓的视频图像内容发生场景切换其实是人
眼的一种主观判断。对于电视处理芯片的算法模块来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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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网络电视播放视频节目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网
络服务质量，尤其是网速的波动，动态地切换视频节目输出的
图像分辨率以保证视频节目能够流畅不间断地输出。在此过

程中，在场景并未发生切换，但是图像的输出分辨率发生了改
变的情况下，场景切换检测器往往会产生误报，本文称之为

"错判"。
为了解决上述在场景检测中常见的漏检和错判的问题，

图 2

结合数字电视图像后处理芯片中硬件算法设计的低复杂度要
求，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动态阶数控制直方图分布的场景检
测优化设计算法。

2

常见的平均亮度未发生变化的场景切换

例如在图 2 所示的场景中，其场景切换时域连续帧的平
均亮度值如表 1 所列，切换时域连续帧的平均亮度变化曲线
如图 3 所示。因此，对此类场景采用基于平均亮度检测的方

法会导致漏检的问题。然而，从其直方图分布特性图(见图

场景切换检测设计需求

。可知，其场景切换时域连续帧的直方图分布可以明显地鉴
在数字电视芯片图像处理系统环境中，对于视频图像内

容的场景切换检测器而言，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需求是实时性。
然而只有在当前发生场景切换的帧被分析完毕后，才可

别出场景发生切换的时域位置。因此，如1) -2 提到的基于直
方图分布的前后帧差异检测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
题。

以检测出当前场景是否发生了切换，所以场景切换检测器必

表1

然总有一帧或者一场的延迟。这就要求场景切换检测器的位

帧号

置必须安排在数字视频处理链路中的前端位置，即当下一帧

平均亮度值

η

场景切换前后帧的平均亮度值

3

113. 24

(O~255)

n-2

113. 29

η

n

n+1

n十 2

113. 23

112. 78

112. 21

1

113. 75

或下一场图像需要被告知场景发生切换的信息时，精确对应
Lιvcl

A veragc Pixcl

于场景切换后的第一帧信息可以及时准确地对应获得。因

目。

言m

此，基于实时性的要求，对数字电视图像处理芯片中的场景切
换检测器的硬件设计逻辑复杂度有一定的限制，否则无法满

足系统实时性的要求。

i:I

相较于一些通常的视频运动状态模式(例如运动、静止、
消退等)而言，场景切换检测具有如下所列的通用特性。
1)图像中的亮度内容突然发生改变。

图 3

①图像内容的平均亮度突然发生改变。

n …3 frame

②从时域视频分析角度，图像亮度的直方图分布突然发

场景切换前后帧的平均亮度变化
n • 2 framc

n-.l

fran比

lsl

fra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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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变(见图1)。

2) 图像中的色彩内容突然发生改变。
3) 运动估计会突然得到一个很大的标准方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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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 ω

场景切换前后帧的直方图统计曲线的变化

大量的研究表明，这种基于直方图的统计方法为有效的
2()[]

图 1

场景切换的直方图差异特性

视频特征信息提取方面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在提取图像特
征相似性〔时， 8J 和运动矢量估计 [7. 町等方面均有过大量的研

究，进而在视频编解码领域对码率控制的帮助也有过大量的

在数字电视图像后处理芯片设计中，最常见的场景切换

研究工作[12 ， 4] ，但目前电视机的数字视频后处理硬件设计模

检测的设计方法是上述1)-①所述的基于图像内容的平均亮

块中还没有引人此方法。在数字电视视频后处理模块中，诸

度的改变判断场景是否发生了切换，该方法的系统硬件设计

如动态对比度测量、全局运动估计等模块，均已大量使用到直

复杂度低，易于硬件实现，满足了实时性和复杂度的要求。从

方图统计的算法，借用其直方图统计的结果进行前后帧的时

准确度角度来说，该方法在大多数场景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域比对，并不会增加系统设计的复杂度，适当调整直方图统计

但是对于一些场景切换而图像平均亮度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

在数字视频后处理数据链路中的位置，实时性要求可得以保

(见图幻，例如一些球赛的场景，或者整体过亮和过暗的电影

i正。

片段，场景切换检测会发生漏检的问题。

此外，上述 2) 提出的图像彩色内容发生突变的特性，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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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图像亮度信息检测的补充，因为数字电视图像处理中

同时，在网络电视播放视频节目的过程中，基于无缝自适

通常基于 YUV 信号格式进行处理，场景发生切换时首先体

应适配播放要求的改变视频输出分辨率的情况中，可能出现

现在亮度信息的改变上。因此，在实际设计中发现采用亮度

场景并未发生切换但是图像的输出分辨率发生了改变的情

信息的检测效果和同时采用亮度和色度检测的效果差异不明

况，即土文所述的"错判"情况(见图的。

显。为了降低硬件系统设计的计算量，通常仅仅基于亮度信
息对图像场景切换进行检测。上述 3) 提到的以运动估计突
然得到一个很大的标准方差值为依据判断场景是否发生检测
的方法，对硬件设计的计算量复杂度要求太高，也无法满足实

时性的设计要求。因此，在数字电视图像处理芯片硬件设计
中不具备可行性。

因此，基于直方图分布变化的场景切换检测设计方法比
基于图像平均亮度变化的场景切换检测的方法具备更好的准

确度。

图 8

互联网电视元缝自适应播放图像分辨率发生改变

其图像平均亮度水平并未发生变化(见表 3 和图的，但

但是，对于暗场景来说，当场景发生切换时，直方图分布

是像素总数的改变导致了直方图分布的改变，如图 10 所示。

形态的变化往往并不十分明显。如图 5 所示的暗场景下的场
表3

景切换中，其平均亮度的变化幅度依旧不明显(如表 2 和图 6
所示) ;并且其直方图分布形态在时域连续帧的变化差异表现
得也不十分明显(见图 7) 。

图像分辨率改变前后帧的平均亮度值

帧号
平均亮度值
(0~255)

n-3

n-2

n-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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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暗场景中的场景切换

图 9
表2

分辨率发生改变下的平均亮度变化

暗场景中场景切换前后帧的平均亮度值
Fn坦川IlC

帧号

n-3

n-2

η1

η

η+1

η十 2

平均亮度值

39.19

38.41

36.91

36.48

38.17

41.48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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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且

7

日

6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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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ENE

a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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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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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5

百

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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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醒墨L

U 1以)200

g口吕 100回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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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像分辨率发生改变下的直方图分布

4

Framc Numbcr

如图 10 所示，直方图分布变化很可能导致错判结果的产

暗场景切换时的平均亮度变化

frame
xl0 5

生。因此，场景切换检测的优化算法设计需要兼顾网络电视
播放视频节目的元缝自适应技术中常见的图像分辨率突然变

n--3

化对场景切换检测产生的影响。
』E3Z 古ME

2

综上所述，在第 3 节、第 4 节介绍的场景切换检测的优化

4321

算法设计和硬件实现中，重点需要满足如下设计要求:
1)基于直方图分布的场景切换算法相较于传统的基于平
均亮度变化的场景切换算法具有较高的精确度，但是需要对
。酷髓j

0 醋随l 酷配。睡盟j

U 100200

()

}αJ200

()

1以)

2UO

0

U 100200
() lUU
16 Bins

Luminan四 Distribution

图 7

暗场景切换时的直方图分布变化

因此，在设计场景切换检测算法时需要特别注意暗场景
区域的直方图分布检测(见图 7) 。

暗场景或直方图分布集中的场景切换进行优化设计;
2) 设计出的优化算法需要满足网络电视无缝自适应切换

图像输出分辨率的设计要求;
3) 硬件设计的实时性要求、算法逻辑的复杂度限制以及
时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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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差值。通常来说，当场景发生突变的情况，当 HistDiff

3 优化设计算法

(川大于某一设定的阔值时，可以认为第 η 帧的图像场景有可

通常情况下，当图像内容的场景发生切换时，场景切换检

测的算法设计首先需要对时域连续帧进行时域同质化分析归

能发生了切换。当场景发生淡入淡出情况时，可以通过式 (5)

所示的卷积运算口。]找出场景发生切换的时域位置。

类，然后根据时域同质化分析的结果对时域片段进行时域分

H础ffmnv ω= HistDiff(η) 唁-陀C哺)

割。在此时域同质化分析和时域片段分割的过程中，最常用

和最实用的参考指标是图像平均亮度的变化和直方图分布的

(5)

其中， W 为场景切换检测的时域窗口帧数，当 HistDiffmnv

变化。如第 2 节所述，基于直方图分布变化的场景切换检测

(n) 大于某一设定的阔值时，可以认为第 η 帧的图像场景有可

比基于平均亮度变化的检测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因此，本文

能发生了切换。
该方法在场景切换检测中相较于平均亮度统计法而言，

所述的优化算法基于直方图分布变化的方法进行设计。

在场景切换算法设计中，针对已知的问题将算法设计主

极大地提高了场景切换检测的准确度。但是对于如图 5 所示

要分为 3 步:1)时域连续场景的同质化分析和时域连续场景

的暗场景中的场景切换检测而言，尤其是在快速水平运动的

的片段分割 ;2) 暗场景切换检测的特殊处理 ;3) 适配元缝自适

暗场景中，该直方图分布统计法需要做一些特殊处理以提高

应技术中图像分辨率切换的算法优化设计。

其检测准确度。

3. 1

3.2

时域同质化分析及时域分割

时域同质化分析及分割方法可以选择多种检测指标，适

暗场景切换检测特殊处理

对于如图 5 所示的暗场景切换，由于其亮度信息主要集

用于数字电视视频后处理芯片中的时域同质化检测指标主要

中于最低的 5 阶(总共 16 阶)中，因此诸如此类的暗场景运动

有以下几种方式。

的切换信息往往在此 5 阶中不足以清晰地得以表达。为了提

(1)像素绝对差值法

高暗场景区域的直方图信息表达，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

像素绝对差值法统计了时域连续的前后帧图像中对应像

阶数控制的直方图分布的场景切换检测方法。
(1)亮度集中区域的选取

素位置的亮度信息的绝对差值的总和阻，如式(1)所示。

g(n) = L; 11n (x , y) -ln-1 (工 ， y) 1

(1)

其中 ， l n (x ， y) 表示的是第 η 帧图像中第(工 ， y) 坐标位置的像
素的亮度值 ， g(η) 为第 n 帧图像和上一帧图像所有像素点亮

度差值的总和。通常，在使用中可以将此剧的和某一固定阔
值 TH 进行比较，如果超出此阔值，则可以判定为时域连续
帧的同质化被破坏，有可能发生了场景切换。

由当前图像的平均亮度 mean (ln) 对应于直方图 M 阶
(本文中以 M=16 为例)中的位置第 i 阶，分别向前和向后各

选取工阶，按式 (6) 和式 (7) 计算其占整体图像的比例。

Pixel(i) = 艺 Hn (j) ， i ξ M， xξ{2 ， 3 ， 4}
其中 ， z-x 的取值范围为 [O ， MJo

l(i)

但是，该做法对图像中的亮度变化和物体的运动太敏感，

(6)

'dAAn/

Perc(i) 二一一一一一一一 X100%
川
TotalPixel n

(7)

亮度变化或者物体的运动都可能导致一个较大的 g( 的结果。

其中 ， TotalPixel n 为第 n 帧的像素总数。 z 取值由 2 开始，

另外，对于电影下拉格式的节目源，巨的会产生较大数值和 0

若 Perc(i) 小于某一给定阔值 PTH(P四取为经验值 40%) 时，

值之间的跳变情况。

工增加 1 直到工 =4 为止。若 Perc(i) 大于或等于阔值 P币，

(2) 平均亮度统计法

则认为当前图像中存在亮度集中区域，并且根据工的取值可

为了避免上述像素绝对差值法对物体运动的敏感性给场

以得出亮度集中区域的取值范围。若 i 经过遍历 M 阶中所

景检测带来的影响，采用图像平均亮度统计的方法 [1J 可以去

有可能性后依然无法满足此条件，则认为当前图像中亮度分

除图像内部局部运动对统计结果的干扰，如式 (2) 所示。

布分散，不存在亮度集中区域。

1Jy( η) 二 1mωη CIn)-mωη CIn - 1 ) 1

(2)

(2) 动态阶数控制

其中 ， mωη() 为均值函数，其计算了整幅图像中所有像素点

对于已经找出的亮度集中区域，对其所涵盖的直方图分

的亮度平均值。当满足式。)所示的条件时，通常可以认为图

布范围(以工的取值为参考)进一步细化其直方图阶数，并进

像的场景有可能发生了切换。

行直方图分布分析。

(3)

1 1Jy (η )- 1Jy( η十1) 1 注 TH

在场景切换检测中，该方法可以检测到大多数场景切换，

如图 5 所示的暗场景切换，其计算得出的亮度集中区域
的原始阶数(1 6 阶)的直方图分布如图 11 所示。

但是如图 2 和图 5 所示的场景切换过程中图像的平均亮度并
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存在漏检的可能。

为了避免上述平均亮度统计法中存在的漏检问题，根据
每幅图像自身的直方图分布特性(见图的，顺序地统计出时

问』EDX 古EA

(3) 直方图分布统计法

域连续帧的直方图分布信息，并根据前后帧对应阶的直方图
差异进行分析判断，如式 (4) 所示。
叮叮

几4

HistDiff( η) 二 L;

1

Hn (i) - Hn-1 (i)

1

(4)

其中， M 为直方图分布统计的阶数 ， HistDiff(n) 为直方图分

图 11

暗场景亮度集中区域的直方图分布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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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完成帧或场的检测后，像素的比特位精度可以从

该区域经过进一步细化直方图，即将 5 阶变为 10 阶后的

22 比特量化简化至 12 比特。

直方图分布统计如图 12 所示。

(3) 前后两帧或两场之间的差异是通过累加直方图统计
中相对应的每一阶的绝对差值来实现的，从时间轴上来说，这
』

Hυ E 口Z

是在后一帧的最后一个像素点处理完之后开始计算其直方图

偏差的。因此，一场或者一帧的直方图数据统计结果的延迟
是必然存在的。对于发生亮度集中区域的直方图扩展阶数设
计而言，硬件设计上可以采取并行两套不同阶数的直方图统

计来避免需要再多延迟一帧得出直方图统计结果。
(4) 为了避免在实际应用中连续两次检测到场景发生了
图 12

暗场景亮度集中区域的直方图扩展分布

切换，一些简单的逻辑可以被选用来规避或阻止前一次刚刚

(3) 直方图差异计算

标志了场景发生切换，紧跟着下一场或下一帧又提示场景发

经过对亮度集中区域的直方图阶数进行扩展，暗场景区

生了切换。如图 13 所示的闪烁分析可以用来阐述此阻止机

域或亮度集中区域的直方图分辨率得以提升，依据改进后的

制的行为。

直方图分布，利用式 (4) 和式 (5) 的计算方法，可以准确地找出

Scene change detect on progressive

暗场景中时域上场景发生切换的时间位置。
图像分辨率切换的特殊处理

3.3

Scene change

在图 8 所示的适配于网络电视无缝自适应技术动态切换
视频图像输出分辨率的方法中，由于分辨率的变化会导致像
素总数发生变化，在直方图分布中产生了较大的跳变(见图
10) 。此跳变如果不进行特殊处理，会导致在并未发生场景切
换时，错误地判断得到场景发生了切换的结果。

图 13

为解决此"错判"问题，本文在基于直方图统计的场景切

其中，对于场景切换检测硬件逻辑来说，这个场景切换检

换检测算法中，提出不直接采用直方图统计的结果进行前后
帧(如式(的和式 (5)) 的运算，而是预先对直方图统计的结果

进行归一化处理，统一至 FHD 信号格式的分辨率，如式 (8)

测不必设置一个排除窗口或生效窗口。例如:对于电影模式
场景下的黑框也可以被一并加以统计，对于场景切换检测来

说没有影响。当场景真正发生切换时，这个场景切换的信息

所示。

仍然能够被检测到，不会受到电影场景上下边缘黑框的影响。

Hn(i)
TotalPixel n

Hn'(i)= 一一一一一一一 Xc
n

,"'

(8)

场景切换检测的硬件时序关系和控制如图 14 所示。

其中 ， TotalPixel n 为第 η 帧的像素总数，常数 c 取值为

fielcV古ame

2073600 ，其代表 FHD 全高清信号的像素总数。因此，式(的

Vs

口1

鑫望鑫望鑫望鑫重

histo n

(9)

histo int
sccnc changc

从而，根据式 (5) 可以计算得出正确的场景切换检测的结

图 14

HistDiff(η) =

[IJ

VDE

被优化为式(的。
几4

L; I H n' (i) -

H~-l (i)

I

果。

4

场景切换检测l行为(以逐行信号为例)

场景切换检测的硬件时序控制(以逐行信号为例)

其中， Vs 表示帧同步信号， VDE 表示帧内有效图像内容

硬件实现

的窗口范围， histo_n 表示第 n 帧的直方图统计， histo_int 表
示直方图统计的中断信号， scene_change 标识了场景切换结

在硬件 VHDL 逻辑设计中，兼顾到实时性要求、复杂度

果提示在时序图上的时间。

限制的同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还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1)使用 16 阶或动态阶数的直方图统计去处理一帧或一

5

验证与总结

场内的全部像素点的亮度信息，其中:1)为克服直方图统计测

针对数字电视视频后处理芯片中时域图像处理模块的应

量中的量化误差，首先需要对其做像素比特位处理。比特位

用需求，该视频场景切换检测模块的优化算法通过改进的基

处理必须对这个亮度范围内的像素亮度值做一个扁平分布，

于动态控制直方图阶数的方法进行场景切换检测，其相比于

使其与直方图统计的位宽相一致。 2) 硬件上直方图统计所需

传统的基于图像平均亮度的设计方法提高了场景切换检测的

要的统计结果数值的位数必须足够大，以能让图像中所有像

准确度。并且，针对目前流行的网络电视适配无缝自适应切

素点落入同一阶为最大要求(例如对于 CSHD 高清电影范围

换视频输出分辨率的模式，本文提出的算法改进了直方图统

的一帧来说，这个统计值必须有 22 比特位来保证)。

计的设计，以保证该算法模块在流媒体智能电视图像后端处

第 2期

方宏俊，等:适配分辨率动态变化的低复杂度视频场景切换检测方法

理领域具备更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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