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基于遮蔽效应的图像质量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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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梯度结构相似性指标（Gradient Structure Similarity，GSSIM）无法对近阈值失真图像做出很好的

判断，导致其判断结果与人类视觉系统（Human Visual System，HVS）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为提高 GSSIM的准

确性及其与 HVS的一致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梯度遮蔽和视觉显著性的图像质量评价指标（Visual Saliency-
Gradient Structure Similarity，VS-GSSIM）. 首先，根据梯度信号之间存在的遮蔽效应优化梯度性相似性模型；然

后，结合显著性模型提高指标和 HVS评判的一致性；最后，调整图像局部区域感知质量水平的相对重要性并

池化最终得分. 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模型在一致性和单调性的评价指标上均超过 GSSIM，并且优于目前绝大多

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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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像在经历采集、处理、压缩、传输、储

存等过程后会造成不同形式的失真，这些失真往往

会导致图像视觉质量的退化. 图像质量评价（Image
Quality Assessment，IQA）是用于计算图像质量退化

的程度或评价图像处理过程中参数的优化水平，在

近 10年被提出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IQA的指标根据参考图像是否存在分为全参

考、无参考和半参考[1]. 全参考质量评价指标常将

参考图像看作是完美图像，将其与对应的质量退化

图像作比较；参考图像不存在的称为无参考或“盲
的”图像质量评价指标；半参考质量评价指参考图

像的部分信息是存在的.
本文针对全参考质量评价指标进行研究. 输入

为参考图像和该图像的失真版本，输出为失真图像

的视觉质量预测值，评价指标的有效性[2] 通过计算

预测值和主观测试中人眼感知失真图像的“真实值”
之间的映射关系得到. 最传统的基于全参考的图像

质量评价指标为峰值信噪比（Peak  Signal  Noise
Ratio，PSNR） [3] 和均方误差（Mean  Squared  Error，
MSE）[4]，它们的原理是在像素域中计算参考图像

和失真图像灰度值的统计差异，因其数学特性简单，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这两种仅仅是基于失真能量

的算法，没有考虑像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因此与人

的主观判断差异较大.
通常情况下，人眼都是经过图像处理过程的最

终接收者，然而采用基于人眼的主观评价方式耗费

大量人力，无法实时地处理图像，并且评判的结果

鲁棒性差. 因此在近数十年，研究人员通过模拟人

类视觉系统（Human Visual System，HVS）感知图像

质量的方式，将基于 HVS的客观评价方法嵌入到

图像处理系统中，自动高效地解决主观判断上存在

的问题. 以 HVS为导向的客观评价方法大致可以

分为自底向上和自顶向下两种策略.
第 1种策略受人眼刺激驱动，流程图如图 1所

示. 首先，从人类视觉系统视觉路径的角度出发，在

预处理阶段先将图像空间转换到更符合人眼的色

彩空间；然后，图像经过变换域分解，模拟 HVS视

觉早期阶段的“感知分解过程”，利用对比度敏感度函

数（Contrast Sensitive Function，CSF）[5] 补偿人眼对

于不同空间频率信号的对比灵敏度，在误差归一化

阶段考虑近阈值的心理特性如遮蔽效应[6]、差异恰

可识别差异模型等，将可视误差信号归一化；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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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空间域上沿着不同的通道（频带）池化所有

误差信号，得到一个标量值. Larson等[7] 提出的最

明显失真（Most Apparent Distortion，MAD）是目前

基于自底而上策略最有效的方法，采用两种感知图

像质量的模型解决了图像存在多种失真难以评判

的问题. HVS在评判图像质量时，会根据图像的失

真水平自适应地调整感知策略，当图像中存在近

阈值失真时，失真图像的质量相对较高，算法利用

CSF和遮蔽效应因子 [5-6] 计算图像之间的可视性

误差信号采用来模拟 HVS针对较高质量图像；当

图像中存在超阈值失真时，失真图像的质量相对较

低，算法利用 Log-Gabor滤波器统计子带信息差异，

采用内容分辨的策略表征 HVS针对较低质量图

像. 虽然算法结果和主观评价有很好的关联性，但

是计算复杂度较高，且对不同图像失真类型的鲁棒

性较差.
第 2种策略受任务驱动，通过模拟 HVS的某

些特征，以“假说”的形式来构建一个全局的评价方

法. Sheikh等认为图像的质量退化过程会严重扰乱

图像信号的统计特性，因此提出了视觉信息保真度

（Visual Information Fidelity，VIF） [8] 和信息保真度

标准（ Information Fidelity Criterion， IFC） [9] 量化参

考图像和失真图像之间的统计信息，通过计算图像

之间互信息的多少来评价图像质量，其结果对于超

阈值失真图像（相对低质量图像）有很好的评判，但

是对近阈值失真图像（相对高质量图像）评判较差，

最终导致结果与 HVS不一致. 经典的结构相似性

（Structural Similarity，SSIM）[10] 方法基于 HVS能高

度自适应地提取图像中的结构化信息，捕捉结构损

失的假说，计算失真图像与参考图像在局部亮度、

对比度和结构信息的相似程度来评判图像的失真

水平 . Zhang等 [11] 证明了该方法好于目前的其他

方法，但是它在池化得分时对图像每一个位置采用

了相同的权重值，低估了边缘失真对图像感知质量

的影响，导致图像感知质量的预测结果与主观评价

不一致 . 随后很多学者在 SSIM基础上进行改进，

如边缘结构相似性 (E-SSIM)[12] 根据边缘信息划分

图像区域；考虑多尺度结构相似性（MS-SSIM） [13]

对图像进行多尺度分解，首先在原尺度上计算图像

亮度、对比度和结构相似度信息，然后在其他 4个

尺度上计算对比度和结构相似度，最后根据 HVS
的特性权重分配系数，得到最终的图像质量评价指

标；信息加权结构相似性（IW-SSIM）[13]结合小波分

解和多尺度模型进行系数加权；文献 [14-15]提到

基于特征似性（Feature Similarity, FSIM）的方法进

行图像质量评价，将相位一致性（Phase Congruency,
PC）作为视觉显著特征探测视觉上较重要区域，同

时补充梯度值（Gradient Magnitude, GM）作为计算

对比度和结构信息的第二特征，该方法要优于 VIF、
SSIM等传统算法，然而计算相位一致性需要在频

域内多次滤波和傅里叶变换才能完成，其计算复杂

度较高[16]，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视觉注意是 HVS在视觉场景中驱动视觉信息

选择的一种机制，在计算机视觉的研究中，通常这

种自底而上、受刺激驱动的注意力机制称为视觉显

著性[17].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发现 HVS对视觉场

景的显著区域相当敏感，同时超阈值失真会极大地

改变图像的视觉显著图（Visual Saliency Map，VSM）

的分布. 因此利用视觉显著性来表征人类更加关注

的区域是图像质量评价优秀的手段.
Zhang等提出了视觉显著性算法（Visual Saliency-

Induced，VSI）[18]，利用视觉显著探测模型提取失真

图像中的显著性区域，分别计算参考图像和失真图

像之间的显著区域相似性、梯度相似性和色度相

似性，利用池化函数提取局部质量图的视觉显著性

区域，得到图像质量评价指标. Wen等[19] 提出了一

种基于视觉显著性加权的全参考图像质量度量方

法，结合 PSNR和梯度结构相似性指标（GSSIM），

同时加强对宽频带信号和结构变化较大的信号处

理，利用视觉显著性图经过加权函数分别作用于两

个快速 IQA方法，对图像每个像素施加一个权重.
Zhang等[20] 认为显著区域的视觉伪影比非显著性

 
图 1    基于 HVS自底而上的策略

Fig. 1    Bottom-up strategy based on H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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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视觉伪影对图像感知质量的影响更大，因此

研究显著性偏差和图像质量退化之间的关系，该方

法避开了使用显著性模型作为显著性加权函数，通

过量化了视觉伪影产生的视觉显著性偏差，分别计

算参考图像和失真图像之间的全局、局部和色度

部分的显著性偏差，直接评估图像质量. Iwashima
等[21] 提出了结合视觉显著性和特征图的全参考图

像质量评价模型，实验证明通过引入包含亮度、颜

色、边缘方向等特征分布的显著性图可以提高图

像质量评价的精度.
一幅失真图像往往存在着不止一种失真形式，

此时通常把每种失真类型看作一种信号，当 HVS
观察图像时，如图 2所示，（a）图为“狒狒”的参考图

像，（b）图是经过基于离散余弦变换滤波器处理后

得到包含遮掩信号的失真图像. 观察可以发现，（b）
图狒狒面部上毛发的复杂纹理信息遮蔽了眼窝处

和脸颊两侧的噪声信号失真，使感知到的图像失真

程度并没有 PSNR这类仅考虑图像统计特性的算

法计算得那么高，因此所提算法根据信号的遮蔽效

应进行建模，用来模拟 HVS的这一行为 . 另一方

面 HVS具有多点注视的机制，能够自适应地感知

到图像中视觉系统感兴趣的局部区域. 因此引入视

觉注意机制来提取图像当中的视觉显著性区域.
本文提出的算法基于梯度遮蔽效应和视觉显

著相似性模型，根据遮蔽效应对信号的影响改进梯

度相似性指标[22] 并计算梯度相似度，利用显著性

模型 (Saliency Detection by combining Simple Priors,
SDSP) [23] 作为显著性特征计算参考图像和失真图

像之间的显著性相似度，将二者与色彩相似度相结

合，考虑到视觉显著性能反应局部区域对 HVS的

感知重要性，最后采用视觉显著图作为局部质量图

（Local Quality Map, LQM）的加权函数. 该算法解决

了上述对图像边缘信息处理不足、与人眼的视觉

特性不一致、计算复杂度较高的问题. 实验结果表

明，在公开的数据集，所提度量图像失真的指标能

有效解决梯度信号之间的遮蔽效应，算法计算效率

较高，在主观一致性和单调性的指标上都优于当今

流行的绝大多数算法. 

1    梯度的遮蔽效应
 

1.1    梯度算子的选择　大部分计算梯度幅度值的

算法[24] 都会在 Sobel，Prewitt和 Scharr算子中选择

一种计算每个图像块 x 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的梯

度算子 Gx（x）和 Gy（x），然后再计算梯度值 G（x） .
然而这些梯度算子的核函数只有 3×3，不足以充分

包含图像块的相邻信息 . 因此本算法使用较大的

5×5梯度算子并计算水平竖直和斜对角线方向上

的梯度，以增强图像块的局部相关性. 梯度算子如

图 3所示，P1，P2 分别是水平和竖直方向的梯度算

子，用于检测纵向和横向的边缘区域；P3 和 P4 是

对角线方向的梯度算子.
梯度幅度值 G（x）分两步计算：第 1步计算图

像块 x在对角线、水平和竖直方向上的梯度值，加

权系数 Pk 随着与中心像素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第 2步计算图像块在某个方向上的最大梯度幅度

值，将其作为图像块的梯度值 G. 梯度值的计算

如下：

G = max
k=1,2,3,4

{|(x ∗Pk)|}, (1)

∗ |(·)|式中，   表示卷积运算，  表示计算最大的梯度幅

度值，作为图像块的梯度值.
梯度相似性 g（x）可以定义为：

 
图 2    “狒狒”对比图像

Fig. 2    Images of“Baboon”for comparison

 
图 3    梯度算子用于计算梯度值

Fig. 3    Operators for calculating the gradie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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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 =
2G1G2+C1

G2
1+G2

2+C1
, (2)

C1 =10−5

式中，G1 和 G2 表示参考和失真图像的梯度幅度值，

C1 是一个避免分母为 0的常数（取  ）. g（x）
的取值范围为 [0，1]，其值越大表示失真图像的质

量越高. 

1.2    梯度信号的遮蔽效应　遮蔽效应是 HVS基于

心理学上的属性，反映信号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图

像质量评价中，遮蔽效应表现为一个图像分量的存

在会降低另一图像分量在空域、时域或频域的可

见性，利用其原理提出了亮度遮蔽、对比敏感度、

对比遮蔽中心凹点等模型，这些模型表达了人眼对

于图像失真的容忍度. 而梯度的遮蔽效应反映的是

梯度信号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 为了研究梯度信号

的遮蔽效应，对梯度相似性 g（x）进行改写成 SG（x）：

S G(x) =
A2 ·

(
2

B
A
+

C1

A2

)
A2 ·

[
1+

(B
A

)
2+

C1

A2

]= 2
B
A
+

C1

A2[
1+

(B
A

)
2+

C1

A2

] ,
(3)

A =max(G1,G2) B =min(G1,G2)式中， ， .
简化式（3）得：

2
min(G1,G2)
max(G1,G2)

+K

1+
(

min(G1,G2)
max(G1,G2)

)2

+K

=

2
(
1− |G1−G2|

max(G1,G2)

)
+K

1+
(
1− |G1−G2|

max(G1,G2)

)2

+K

=

2(1−R)+K

1+ (1−R)2+K
,

(4)

K =
C1

max(G1,G2)
式中，  是一个很小的常数项，G1 和

G2 中梯度值较大的信号作为遮蔽信号，另一个作

为被遮蔽信号.
梯度遮蔽因子表示为：

R =
|G1−G2|

max(G1,G2)
, (5)

R 是一个梯度变化和梯度遮蔽信号相关的遮蔽因

子，取值范围为 [0，1]，其值越大表示梯度遮蔽信号

的影响越大.
G1 =G2

R = 0 SG(x) = 1

G1或G2 = 0 R = 1 SG(x) =

0

结合式（4）和（5），可以看出：当    时，

， ，此时测试图像块与参考图像块的

梯度值完全相同；当    时， ，

，此时可以说是原图像块是一个平滑图像块或是

一个非平滑的图像块失真成为一个平滑图像块. 由

此可见，梯度相似性的值随着 R 值的减小而增大.
除此之外，当梯度变化一定时，遮蔽信号与梯度变

化的比值越大，梯度相似敏感度越低，这个结论与

HVS对高遮蔽对比度不敏感的情况是一致的. 

max(G1,G2) |G1−G2|

2−2R 1+ (1−R)2

max(G1,G2)

K < 10 K > 40

S G
′(x)

1.3    优化梯度相似性模型　在式（4）和（5）中，存

在因遮蔽效应导致的对图像失真水平高估的特殊

情况，  即在图像某一区域    和  
的值都很小时，遮蔽信号和被遮蔽信号也很小，其

梯度误差本应不可视，然而会得到一个较大的 R 值，

最终导致在这个区域图像块的梯度相似性比实际

情况要偏低，图像的失真水平被高估. 究其原因是

梯度相似性模型对于低遮蔽对比度过于敏感. 因此

在这里需要调整梯度相似性公式，以改变上述失真

水平高估的问题. 对此考虑调整参数 K 值满足以

下两个条件：① K 值不能过大到影响 SG（x）的结果.
②增大 K 值以覆盖低遮蔽对比度区域对图像失真

水平高估的问题，使得此时 SG（x）的值趋近于 1. 注
意到公式（4）中   和   的取值范围均

为 [0，2]，因此 K 值自适应于  ，这里分别

取   和   来满足上述条件. 此时基于遮

蔽效应的梯度相似性   表示为：

S G
′(x) =

2G1G2+K
G2

1+G2
2+K

=

2(1−R)+K′/max(G1,G2)
1+ (1−R)2+K′/max(G1,G2)

, (6)

K = K′/max(G1,G2)

max(G1,G2)

K′ = 200

式 中 ， ， 对 于 情 况① 、② 时

 取值范围为 [5，50]，因此 K′的取值范围

为 [200,500]（在本实验中取  ）. 

2    基于梯度遮蔽和视觉显著性
 

2.1    SDSP显著性模型　基于梯度遮蔽改进后的

模型可以对近阈值失真图像做出很好的评判，但为

了提高 IQA与主观判断的一致性，使结果更符合

HVS的判断，补充 SDSP视觉显著性模型. 这个模

型可以直观地反映一个局部区域的感知质量对于

HVS有多显著.
SDSP模型具有较高预测性能和较低计算成本，

是 1个结合 3个先验知识的显著性检测方法. 首先，

人眼会更关注于图像当中的显著物体，而 LG（Log-
Gabor）带通滤波器信号的响应形式与人类视觉系

统一致，因此利用它来模拟人类视觉系统，检测自

然场景下的显著区域；其次，人们更有可能将注意

力集中在图像的中心位置；再次，对人眼而言，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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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冷色吸引力更大；最后，通过 3个简单的数学模

型表征上述先验知识 .  Zhang等 [23] 的实验证明

SDSP显著性模型在当今流行的显著性模型中预测

准确性最高，计算时间较短. 

2.2    基于梯度遮蔽的视觉显著性模型　计算图像

的视觉显著性区域、梯度值和色彩信息，以此建立

一个结合梯度遮蔽效应和视觉显著性模型的图像

评价指标. 算法流程如图 4所示. 假设参考图像为

f1，失真图像为 f2，S（x）为图像 f1 和 f2 的局部相似性

指标， V 1(x) 、 V 2(x) 和 G 1(x) 、G 2(x) 分别是从 f1 ，
f2 得到的视觉显著图和基于遮蔽效应的梯度相似

性图. 由于色彩信息也会影响 HVS对图像的感知，

因此它对视觉感知和视觉质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 RGB彩色图像，将其转换到式（ 7）表示的

LAB色彩空间[25]，补充对色彩信息的考量. L
M
N

 =
 0.06 0.63 0.27

0.30 0.04 −0.35
0.34 −0.6 0.17


 R

G
B

 , (7)

式中，L 通道用于计算梯度值，M1、M2 从 M 通道获

取，N1、N2 从 N 通道获取，两个色彩通道用来计算

因颜色失真引起的感知质量下降. 色彩空间转换的

权重是根据 HVS进行优化得到的[26]. 第 1阶段分

别计算视觉显著相似性，受遮蔽影响的梯度相似性

以及色彩相似性；第 2阶段池化相似性图得到一个

基于 HVS的感知质量分数.
视觉显著性相似图 Svs（x）定义为：

S vs(x) =
2V1(x) ·V2(x)+C2

V2
1 (x) ·V2

2 (x)+C2
, (8)

式中，C2 为一个保持 Svs（x）稳定性的较小的常数.
色彩通道的相似性图 Sc（x）定义为：

S c(x) =
2M1(x) ·M2(x)+C3

M2
1(x) ·M2

2(x)+C3
· 2N1(x) ·N2(x)+C3

N2
1 (x) ·N2

2 (x)+C3
,

(9)
式中，C3 是一个与 C2 作用相同的常数.

在实验中，固定 C2，C3 的值以便我们对于数据

库中所有的图像保持客观数据的一致性. 则对于图

像 f1，f2 位于 x 的局部质量图表示为：

S (x) = S vs(x) · [S G
′(x)]α · [S c(x)]β, (10)

α β式中 ，  和   分别用于调整梯度信息和色彩信息

的相对重要性，在实验中固定参数作用于数据库所

有图像. 

2.3    池化局部质量图　所有质量评价指标的最后

池化阶段都是从空间域上计算每一个图像块在不

同的通道下所有的归一化误差信号. 通常采用一个

如下的Minkowski形式：

E({el,k}) =
∑

l

∑
k

|el,k |β


1
β

, (11)

 
图 4    VS-GSSIM算法流程图

Fig. 4    The algorithm flow chart of VS-G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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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k

β

式中，   表示在第 l 通道第 k 个系数的归一化误

差信号，  是一个介于 1到 4的常数.
考虑到不同的区域对于 HVS感知整个图像有

不同的影响，比如图像的显著性区域比平滑区域承

载在更重要的区域，并且视觉显著性图表征着图像

显著区域的分布图，发生视觉显著区域的图像失真，

比在其他位置更加影响 HVS对图像整体质量的感

知. 因此本文将视觉显著图作为在池化阶段的误差

归一化策略.

Vm(x) =max(V1(x),

V2(x))

与 FSIM[14] 的池化形式相同，假设图像 f1 和 f2
在某一位置 x 处有较大的值，这就意味着这个区域

应该被更多地关注，因此我们用 
 来权衡 LQM指标在全局上的重要性分布 .

池化策略如下所示：

θVS−GSSIM =

∑
x∈Ω

Vm(x) ·S (x)∑
x∈Ω

Vm(x)
, (12)

Ω

式中，S（x）表示参考图像和失真图像之间的局部质

量图，Vm（x）遍历了图像空间域   中所有位置，公

式符合Minkowski形式. 

3    实验与结果分析
 

3.1    实验数据库与评价指标　为验证本文 VS-
GSSIM算 法 的 评 价 性 能 ， 采 用 公 开 数 据 库

TID2008[27] 和 CSIQ[28] 作为实验数据库 .  TID2008
是评价图像失真水平较为完备的数据库，它由 25
组参考图像、17种失真类型组合成 1 700组失真图

像，主观得分指标平均意见分数（Mean  Opinion
Score，MOS）的取值范围为 0到 9，其值越大表示图

像的视觉质量越好 . CSIQ由 30组参考图片、866
幅失真图像组成，其中包含模糊、对比度偏移、

JPEG压缩等 6种不同失真类型，主观得分指标微

分平均意见得分（Differential  Mean Opinion Score，
DMOS）值的范围归一化到 0到 1的区间，其值越

小表示图像视觉质量越好. CSIQ数据库中存在很

多难以区分的图像，这就对算法衡量图像失真水平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认为数据库

每幅图像对应的主观得分为参考的“相对真实值”.
通常情况下，用客观 IQA算法的单调性和与

主观评价水平的一致性来衡量评价算法的好坏. 常
用 4种评价 IQA质量的指标为皮尔曼等级相关函

数 （ Spearman  Rank  Orde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ROCC），肯德尔等级相关函数（Kendall Rank Orde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KROCC），皮尔逊线性相关

函数（Pearson Lin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PLCC）
以及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
SROCC和 KROCC[29] 不受任何非线性单调映射影

响，只作用在数据点的秩上，因此常用于预测 IQA
算法的单调性，其值越接近于 1说明算法的相关性

越好；PLCC和 RMSE用于预测 IQA算法与主观评

分的一致性. PLCC值越接近于 1，说明算法精准度

越好，而 RMSE越小说明算法误差越小.
为消除在主观评分过程出现的得分非线性问

题，将主观得分和算法的客观分数调整到同一可比

较区间，因此采用五参数逻辑映射的函数[30] 对算

法客观输出值 f（x）和对应的主观评分值 x 进行曲

线拟合，即：

f (x) = β1

(
1
2
− 1

1+ eβ2(x+β3) +β4x+β5

)
, (13)

βi（i = 1,2,3,4,5）

β1 = 5 β2 =min(x) β3 =mean( f (x)) β4 = 0.1

β5 = 10

式中，  为逻辑映射参数，调整参数

使得 f（x）与客观得分 x 的均方误差最小. 在文中参

数设为  ， ， ， ，

. 

θFSIM−M

3.2    梯度遮蔽效应的验证实验　用梯度遮蔽公式

（6）替换 FSIM算法中的梯度相似性，梯度算子[16]

与所提相同 . 假设用梯度遮蔽替代的方法称为

，则改写后的公式为：

θFSIM−M=

∑
x∈Ω

[S pc(x)]α · [g(x,y)′]βPcm(x)∑
x∈Ω

Pcm(x)
, (14)

式中，Spc( x )和 Pcm(x ) 分别表示图像 f1 、 f2 某一

区域 x 的相位相似图和取到的较大相位一致性值.
采用来自于文献 [31]的图像测试集验证

FSIM-M与主观评价的一致性，它包括 1张参考图

像和 18张失真图像，参考图像如图 5所示. 表 1中

列出了两种不同失真，即加性高斯噪声（Gaussian
Noise，GN）和空间相关性噪声（Spatial Correlation
Noise，SCN），3个不同失真等级（数字越大表示失

真水平越高），遮蔽影响的不同程度（N—无遮蔽，

L—轻遮蔽程度，H—高遮蔽程度）的失真图像的信

息以及 FSIM，FSIM-M的指标得分.
采用相对平方误差（Relative  Squared  Error，

RSE）表示参考图像和失真图像之间的主观差异，

其值越小说明质量越高 . 通过指标 KROCC和

第 43 卷 孔紫剑等：一种基于遮蔽效应的图像质量评价研究 1101



SROCC以及 PLCC和 RMSE值评判算法的单调性

和与主观评价的一致性.
从表 2的实验结果看，FSIM-M在各个指标下

均优于 FSIM，尤其是在 RMSE指标上要远优于

FSIM. 因此考虑了梯度信息之间相互遮蔽的问题

可以使算法更符合 HVS的评判. 

3.3    VS-GSSIM预测图像质量的能力 　 选 取

TID2008数据库中参考图像 I04及其失真图像 I04-
01-2、 I04-03-2、 I04-04-2、 I04-08-2、 I04-10-2，编号

表示的失真类型分别是加性高斯噪声、空间位置

相关噪声、遮蔽噪声、高斯模糊和 JPEG压缩 . 如
图 6所示，（a）表示参考图像，（b）～（f）为失真图像.
HVS是一个高度自适应的系统，因此不同的失真

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感知质量， 5幅失真图像的

MOS值如表 3所示，其值越大表示图像的感知质

量越高. 因此失真图像的感知质量从好到差分别是

（d）、（e）、（f）、（b）、（c），分别对比 VS-GSSIM和几

种算法的客观得分，这几种算法分别是未使用人类

视觉系统模型但广泛应用的 UIQ（Universal Image
Quality）；基于数学统计特征信息的峰值信噪比

PSNR，最广泛认可的基于图像结构信息 SSIM及

其多尺度的变体形式 MS-SSIM，以及同样采用视

觉注意力机制的 VSI和结合彩色信息特征相似性

算法的指标 FSIMc，对应的图像感知质量排名如

表 4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因为考虑了梯度

遮蔽的问题，与算法 VSI和 FSIMc相同，且与主观

表 1    FSIM和 FSIM-M算法在遮蔽测试集上的评价指标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FSIM  and
FSIM-M algorithms on the masking test set

图像

编号

噪声

类型

失真

等级

遮蔽

影响
RSE FSIM FSIM-M

1 GN 1 N 3.6 0.967 9 0.964 7

2 GN 2 H 1.6 0.975 3 0.973 1

3 GN 3 L 6.7 0.966 2 0.959 1

4 SCN 1 N 12.7 0.915 8 0.900 1

5 SCN 2 H 5.3 0.961 3 0.956 1

6 SCN 3 L 13.0 0.919 4 0.905 1

7 GN 1 N 5.6 0.961 5 0.956 4

8 GN 2 H 2.8 0.967 5 0.963 9

9 GN 3 L 8.4 0.960 8 0.952 5

10 SCN 1 N 14.7 0.901 7 0.883 6

11 SCN 2 H 10.3 0.939 1 0.927 9

12 SCN 3 L 14.9 0.909 8 0.894 5

13 GN 1 N 8.0 0.950 4 0.942 3

14 GN 2 H 5.4 0.954 1 0.947 0

15 GN 3 L 10.0 0.951 6 0.941 4

16 SCN 1 N 16.3 0.881 2 0.860 7

17 SCN 2 H 14.5 0.907 6 0.890 0

18 SCN 3 L 17.1 0.892 1 0.875 5

表 2    FSIM和 FSIM-M算法的相关性对比

Tab. 2    Comparison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SIM  and
FSIM-M algorithms

评价指标 FSIM FSIM-M

KROCC 0.830 1 0.843 1

SROCC 0.954 6 0.958 7

PLCC 0.955 4 0.962 6

RMSE 4.770 9 1.295 7

 
图 5    遮蔽测试参考图像 Patterns

Fig. 5    Reference image Patterns for masking test

 
图 6    TID2008 I04测试图像

Fig. 6    TID2008 I04 test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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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一致. 

3.4    对比测试 VS-GSMM的评价　在 CSIQ数据

库测试不同的 IQA算法的整体评价性能，为体现

算法的优越性，挑选性能较好的 PSNR、VIF、IFC、
SSIM、MS-SSIM、GSSIM、FSIMc和 MAD算法参

与对比. 其中 VIF和 IFC算法的普适性较高，MAD

算法是时下普遍认为结果较好的算法. 实验中的算

法除 GSSIM外，均采用作者提供的源代码，参数均

为默认值，主观得分 DMOS/MOS均采用各个算法

在 CSIQ数据库中给出的得分 . 需要注意的是，

GSSIM算法作者没有上传源代码，考虑到它作为

对比算法有着重要的比较意义，因此根据文献复现

此算法，参数为该论文中所提及的参数. 在表 5中

列出了各个算法分别计算 SROCC，KROCC，PLCC
和 RMSE得分后的结果（对于各个算法的 4种评价

指标均使用文献 [30]中算法的默认值计算得出），

排名前三的结果值已用黑体表示. 实验结果表明：

在 9个算法当中，本算法有 3个指标排名前三，且

排名第四的 RMSE指标与第三位的值非常接近，

综合排名超过 FSIM算法排在第二位.
图 7中列出 IQA指标主观评价与客观得分的

散点分布图，图中的点与拟合曲线越接近，说明算

法预测的结果与主观评价的一致性越好. （a）～（i）
图分别对应表 5中的各个指标，对比（g）、（b）和（i）
图，可以看出（g）图的点密集分布在曲线两侧，其一

致性最优，（b）图因为有大量分散的点位于客观得

分的中部区间（[0.4，0.6]），所以聚合性不如（i）图；

除此之外，可以直观地感受到（i）图点与曲线的聚

合程度要优于包括（h）图 FSIM和（f）图 GSSIM算

法在内的其他所有算法，因此本文所提的 VS-
GSMM指标的准确性和主观一致性要优于当今流

行的绝大部分算法. 

3.5    算法运行时间比较　表 6中列出了各 IQA算

法评价一对 384×512彩色图像所需的执行时间，为

了减小误差，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以多次运行求平均

时间的方式进行比较 . 从表 6中可以看出，VS-
GSSIM具有较低的计算复杂度，其计算时间要低

于 FSIMc，运行效率要远远高于 MAD，GSSIM和

SSIM算法. 这表明 VS-GSSIM更有利于应用到需

要计算大量失真图像质量的场景. 

表 3    几种 IQA算法对图 6的得分

Tab. 3    Scores of several IQA algorithms for Fig.6

评价算法 （b） （c） （d） （e） （f）

MOS 4.943 3.914 6.242 5.571 5.286

UQI 0.998 0.992 0.999 1.007 0.997

PSNR 27.005 27.017 27.212 33.234 31.955

SSIM 0.687 0.736 0.851 0.899 0.848

MS-SSIM 0.902 0.804 0.978 0.983 0.943

VSI 0.989 0.962 0.998 0.996 0.992

FSIMc 0.904 0.882 0.995 0.981 0.973

VS-GSSIM 0.972 0.915 0.997 0.991 0.979

表 4    几种 IQA算法对图 6客观得分与主观评价一致性验证

Tab. 4    Consistent  verification  of  objective  score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several  IQA  algorithms  for
Fig.6

评价算法 （b） （c） （d） （e） （f）

MOS 4 5 1 2 3

UQI 3 5 2 1 4

PSNR 5 4 3 1 2

SSIM 5 4 2 1 3

MS-SSIM 4 5 2 1 3

VSI 4 5 1 2 3

FSIMc 4 5 1 2 3

VS-GSSIM 4 5 1 2 3

表 5    各种算法在 CSIQ数据库上评价指标对比

Tab. 5    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various algorithms on the CSIQ database

指标 PSNR[3] VIF[8] SSIM[10] IW-SSIM[12] MS-SSIM[11] GSSIM[15] MAD[7] FSIMc[13] VS-GSSIM

SROCC 0.810 6 0.919 5 0.875 6 0.921 3 0.913 3 0.882 4 0.946 6 0.924 2 0.934 4

KROCC 0.624 7 0.753 7 0.690 7 0.752 9 0.739 3 0.689 9 0.797 0 0.756 7 0.768 5

PLCC 0.800 2 0.927 7 0.861 3 0.914 4 0.899 1 0.865 6 0.950 2 0.912 0 0.917 1

RMSE 0.157 5 0.098 0 0.133 4 0.106 3 0.114 9 0.131 5 0.081 8 0.100 7 0.104 6

第 43 卷 孔紫剑等：一种基于遮蔽效应的图像质量评价研究 1103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遮蔽效应的全参考图像

质量评价指标 VS-GSSIM，结合梯度的遮蔽效应和

视觉显著性模型，同时解决了梯度相似性指标与

HVS不一致的问题，其计算复杂度较低. 与 GSSIM
相比，所提方法在 SROCC、KROCC、PLCC和RMSE
的指标性能上分别优化了 5.9%、11.4%、6.0%和

20.5%，超过绝大多数指标 . 然而本文低估了模糊

失真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将从多失真类型的角度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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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based on masking effect

KONG Zi-jian，ZHOU Dong-ming**，NIE Ren-can，WANG Chang-che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Engineeri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Gradient  Structure  Similarity  (GSSIM)  cannot  make  a  good  judgment  on  the  near-threshold
distortion images,  which leads to  non consistent  with the Human Visual  System (HV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is index and its consistency with HVS, an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based on gradient masking
and  visual  saliency  (VS-GSSIM)  is  proposed.  The  index  first  optimizes  the  GSSIM  model  according  to  the
masking effect between the gradient signals, then combines with the saliency model to improv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index and the HVS evaluation, and finally, it  adjust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perceived quality level of
the  local  area  of  the  image  and  pooling  the  final  scor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surpasses GSSIM in terms of consistency and monotonic evaluations, and is better than most current algorithms.

Key words: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IQA)；Human Visual System (HVS)；gradient similarity；masking
effect；salienc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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