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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二转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深度或三维信息的恢复. 然而目前在电影数据深度

恢复评测方面尚不存在统一的评价标准, 同时也没有专门针对电影二转三的评测数据集可供不同方法

进行定量测试,这严重阻碍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传统的深度评测标准关注恢复的深度值的绝对误差, 而

在电影二转三中我们更多地是关注场景中物体的相对深度以及边缘的准确性; 同时现有的深度数据集

往往都是利用深度摄像头直接拍摄, 场景大多静止,而电影数据中往往存在大量动态物体. 本文旨在为

电影二转三中深度信息恢复的研究提供一套完整的评价标准和评测数据集. 我们从数部电影中挑选出

共 600 余帧数据, 利用人工手动建模的方式为每一帧标定出相对深度信息, 同时我们还为大多数图像

数据提供了前背景的分割掩模, 使得可以将场景准确地分割为前后景; 进一步我们针对电影二转三深

度要求的特殊性提出了一套评价标准, 并对现有的深度恢复方法在数据集上进行了效果评测; 最后我

们提出了一套针对电影数据集的深度恢复方法. 通过数据集的构建, 我们为电影二转三中的深度恢复

提供了一个测试数据集, 并提供了符合电影深度恢复需求的评价标准, 使得不同的研究方法能够进行

定量的比较, 从而促进相关研究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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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key step in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2D film to 3D is the depth or 3D 
information recovery. However, currently, there are no uniform evaluation for depth recovery 
of movie data, and no appropriate datasets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movie depth recovery 
quality, which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2D to 3D conversion of movies. Traditional depth 
evaluation methods focus on the absolute error of the recovered depth. However, for 2D to 3D 
conversion of movies, we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accuracy of relative depth and edge 
boundaries. Meanwhile existing depth datasets often use depth camera to directly capture data, 
where the scenes are mostly static. In contrast, the film data generally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dynamic objects. In this paper, we aim to provide a complete benchmark which contains an 
evaluation criterion and a dataset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film depth recovery. We select 
about 600 frames from several movies and use a manual modeling method to recover the depth 



for each frame. We also provide masks for most of the frames, which can be used to accurately 
separate the frame scene into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Furthermore, we propose an 
evaluation criterion to meet the need of film depth recovery and evaluated some existing 
methods on our dataset. In addition, we propose a novel depth recovery method for single 
images. The construction of benchmark provides both dataset and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e 
research of film depth recovery, so that different depth recovery methods can be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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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近年来随着三维电影的兴起, 对传统

二维电影的三维化需求越来越大, 而二维

电影三维化中一个关键的步骤是电影帧深

度信息的恢复. 与研究热门起来相反的是

相关评价体系和数据集的缺乏. 现存的深

度数据集通常具有几个特点, 一是所提供

的深度数据往往是通过 Kinect 等感知设备

移动拍摄, 场景是相对静止的; 二是场景

类型往往单一, 基本具有统一的空间结构

和布局. 同时目前的深度评价体系更多地

关注于全局绝对深度值的恢复准确度, 以

全局的恢复绝对值差为评价标准.  

但是在电影二转三的深度恢复中情况

和需求并非如此. 首先电影场景具有多变

性, 室内和室外的场景交叉混合, 场景结

构并不统一; 其次电影的数据形式与现有

的数据表现形式往往正好相反, 电影中往

往是摄像机位固定, 场景, 人物是运动变

化的; 最后在电影的深度恢复中全局绝对

深度值的准确性并不是非常重要,反而是场

景相对结构的恢复以及物体边缘等信息的

准确恢复更为重要. 这说明传统的深度数

据集以及评测标准是不适合于电影数据的, 

需要建立新的数据集和评价体系.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符合电影二转三需

求的深度评测标准和测试数据集. 特别地

我们利用真实的电影数据, 在电影帧中通

过人工抽样的方式提取了 600 余帧测试数据, 

同时利用人工手动建模的方式为每一帧恢

复出精确的相对深度关系. 同时我们为大

多数电影帧提供准确的前后景分割模板

mask, 使得场景数据可以精确地将前后景

分开.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是人工建模

标定深度值, 因此帧内的绝对深度是不准

确的, 但是每一帧的相对深度关系是准确

的, 这个特性是符合电影二转三需求的, 

即场景的相对深度更重要。由于我们的数据

集从真实的电影数据采样, 完全符合电影

二转三应用中场景的结构和变化情况, 同

时数据集很好地捕捉了物体的边缘等精确

信息, 对相对深度的表达也准确无误.  

针对电影深度恢复任务的特殊性，我们

定义了一套评价标准. 传统的深度恢复评

价标准更多地关注于绝对深度的恢复误差, 

但是在电影二转三中, 相对关系的结构恢

复, 物体边缘的准确度要重要得多, 根据

这一特性我们定义的评价标准关注于两个

方面: 一是整体相对深度信息的恢复结果, 

二是物体边缘处的恢复精确度. 通过同时

关注这两个方面既评价了整体的恢复效果

又考察了边缘等细节的恢复精度.  

总体来讲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电影二转三的深度恢复提供了特定

的符合实际需求的数据集; 二是为电影帧

深度恢复提供了一套评价标准. 这个统一

标准和数据集的建立使得不同的深度恢复

方法可以放到同一框架下来进行比较, 我

们希望这可以进而促进整个电影二转三行

业研究的发展. 

2  相关工作 

关于深度信息的数据集有很多, 它们

大多数通过 Kinect 或者激光雷达对场景进

行扫描而得到 RGBD 数据集, 同时它们的场

景类型往往比较单一. 比如 NYU indoor
[1]
数

据集通过 kinect 收集了 67 个室内场景的

RGBD 数据, 进一步 NYU Depth V2
[2]
也通过

Kinect 扫描的方式生成了 1449张 RGBD 数据, 

这些数据来自于 464 个不同的场景, 同时该

数据集还提供了原始的视频扫描文件, 尽

管数据数量和场景都比较丰富, 但是 NYU 

Depth V2对于电影数据集却并不合适, 原因

在于其数据结构单一都为室内数据, 同时

基本都是静态的室内场景不包含人物等动

态信息, 且其拍摄方式为摄像机相对于场



景进行运动, 显然其场景结构与内容和实

际电影场景是有差别的. 

相 对 于 NYU 的 室 内 场 景 数 据 , 

Caltech-101
[3]
, Middlebury

[4,5,6,7]
等在可控

条件下提供了室外场景的数据, 但是这些

数据往往较简单且假设性过强对开放式的

电影场景也是不适合的. 更进一步 Kitti
[8]

利用车载激光雷达和深度相机提供了车辆

驾驶视角下的室外数据集, 尽管该数据集

包含了较复杂的室外场景数据, 可用于自

动驾驶等技术的评测，但是对于电影数据来

说仍是不可行的, 首先其场景依然相对静

止, 其次其尺度相对过于粗粒度, 达不到

电影数据的精确要求.  

相比于目前的深度数据集, 我们的电

影数据集提供了更加精确的电影精度要求

的数据, 主要在于两点: 1、数据来自真实

电影数据, 场景中摄像机基本固定, 场景

包含大量运动的人物等信息. 2、由于人工

手动建模标定, 对于物体的相对深度捕捉

准确, 特别是边缘信息等得到了很好地保

留, 具有较高的精度. 实验也表明该数据

集实现的结果更满足电影二转三需求.  

同时由于现存的大多数深度估计方法

都在 NYU Depth V2[2]上进行评测, 我们发

现尽管很多方法能在该数据集上取得很好

的结果, 但是在电影数据集上却很难真正

有用. 这主要是因为现存的深度评价标准

主要关注于整体深度恢复的绝对值误差, 

而电影数据集则关注于整体相对关系的正

确性以及局部边缘的准确性, 同时电影数

据集由于人工标定, 绝对深度值并不一定

准确使得很多方法不能有效的训练. 这就

说明要评价电影帧深度恢复的好坏需要专

门定义一套评价体系, 于是我们定义了一

套新的评价体系, 同时捕捉深度恢复的全

局准确度和局部边缘准确度.  

3  数据集和评价标准 

我们从真实电影中抽取大约共 600 帧数

据,通过人工建模标定的方式为每一帧恢复

出准确的相对深度信息, 特别是场景中人

物近景等有精确的相对深度信息. 同时我

们还给出了整部电影的 raw 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工标定所以帧的

绝对深度信息是不够准确的, 能够完全信

赖的是相对的深度信息. 600 余张数据来自

真实电影, 包含室内室外多个场景结构, 

大体可以根据电影的制作和人的主观感受

将每一帧分为前景后景两部分, 我们为大

多数帧提供前后景分割的 mask 使得可以将

该帧分为多层次的信息, 为不同的训练方

法提供可能性(图 1, 图 2 所示).  

 

 图 1. 室内电影数据例 

 

图 2. 室外电影数据例 

关于电影深度的恢复效果评价体系集

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整体相对关系的恢复, 

二是局部边缘的细节恢复.  

首先考量整体深度恢复情况: 我们用 I

来表示原深度图, 用 P 来表示预测的深度图. 

假设深度图共有 m 个像素点, 那么我们将这

些像素点展开为一个向量便有:  

 



I!"# = (𝐼!, 𝐼!,… 𝐼!) 
P!"# = (𝑃!,𝑃!,…𝑃!) 

 

考虑整体像素的相对恢复关系, 如果

恢复较为准确那么像素点间的相对关系应

该是相对一致的. 特别地, 我们分别对

I!"#,𝑃!"#进行排序, 在I!, P!中包含两个信息, 

一个是其深度值, 一个是其对应的下标k, 
在排序时我们记住其下标值, 从而得到了

两个新的由下标组成的向量:  

 

ind! = (𝑖𝑛𝑑!!! , 𝑖𝑛𝑑!!! ,… 𝑖𝑛𝑑!!!) 
ind! = (ind!!! , ind!!! ,… ind!!!) 

 

我们对比这两个向量, 如果整体深度

结构恢复得较准确那么它们应该是比较相

似的, 如果深度信息完全一致, 那么这两

个向量也应该一致, 我们用 cosine 距离表

示两个向量的相似度, 假设两个向量的夹

角为α, 那么有 

 

Sim!"#$%" = cos α =  
ind! ∗ 𝑖𝑛𝑑!
|ind!|×|𝑖𝑛𝑑!|

 

 

对于局部信息恢复我们主要关注于边

缘的恢复精度, 也就是边缘上的相对关系。

首先我们检测出物体的边缘, 我们利用二

阶的拉普拉斯算子在真实深度上检测边缘

信息, 具体来说边缘处由于存在着深度跃

阶情况为极值点, 所以其二阶算子为 0, 即

有 

 

∇!𝑓 =  
𝜕!𝑓
𝜕!𝑥 +

𝜕!𝑓
𝜕!𝑦 = 0 

 
其中:  

𝜕!𝑓
𝜕!𝑥

=  𝑓 𝑥 + 1, 𝑦 − 2𝑓 𝑥, 𝑦 + 𝑓[𝑥 − 1, 𝑦] 

 

𝜕!𝑓
𝜕!𝑦

=  𝑓 𝑥, 𝑦 + 1 − 2𝑓 𝑥, 𝑦 + 𝑓[𝑥, 𝑦 − 1] 

 

我们开一个3×3的区域来进行边缘检测

(图 3), 那么有: 

 

∇!𝑓 = 4𝑧! − (𝑧! + 𝑧! + 𝑧! + 𝑧!) 
 

 

 

图 3. 拉普拉斯算子 

通过拉普拉斯算子我们检测出来了一系

列的边缘点共 n 个, 用Edge = (e!, e!,… e!)
表示. 类似于整体的做法, 我们以每一个

边缘点为中心, 开一个K×K的窗口, 对该区

域的深度信息进行排序, 同时计算该窗口

中下标向量的相似度.  

 

ind!"#$!! = (𝑖𝑛𝑑!"#$!!!! ,… 𝑖𝑛𝑑!"#$!!!!) 
ind!"#$!! = (𝑖𝑛𝑑!"#$!!!! ,… 𝑖𝑛𝑑!"#$!!!!) 
 

同理假设两个局部向量的夹角为β, 有 

 

tmp!"#$! = cos β =  
ind!"#$!! ∗ ind!"#$!!
|ind!"#$!!|×|ind!"#$!!|

 

 

我们对这些局部相似度进行累计并求

平均, 得到关于局部的一个相似度信息:  

 

Sim!"#$! =
1
n

𝑡𝑚𝑝!"#$!

!

!

 

 

如上所述，Sim!"#$%"描述了深度的整体恢

复信息, 而Sim!"#$!描述了边缘等重要区域

的恢复精度. 通过同时捕捉整体和边缘局

部的相对关系, 我们的评测标准很好地符

合了电影二转三中对整体相对深度和边缘

清晰准确的要求.  

4 相关评测 

为了进一步说明电影深度恢复与传统深

度恢复的不同以及对我们提出的评测方法

进行检验, 首先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深度

恢 复 体 系 在 标 准 数 据 集 上 与

state-of-the-art 的方法进行对比, 然后

再在我们的电影数据集上进行相关的测评

比较.  

针对电影数据集的特性, 我们提出了分

布恢复的体系. 首先在 global 尺度上进行

深度恢复预测, 然后利用我们数据集中精

确的 mask 提取数据中的 object 进行局部的

0 1 0 

1 -4 1 

0 1 0 



深度恢复预测, 最后我们将global与 local 

的深度预测信息进行融合, 并引入后处理, 

大大提升了整体的深度恢复效果.  

首先文献[10]指出在深度恢复中分类任

务能更好地捕捉场景细节, 所以我们参考

其方法将传统的回归任务转换为分类任务, 

实验表明分类任务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捕捉

图像细节, 同时引入了置信度，可以采取进

一步的后处理, 我们采用了[11]提出的全

图 4. 从上到下依次为 RGB 图, 真实深度图, 我们的 gloabl 深度预测结果, 局部深度预测结果, 融合后

的深度预测结果, [9]的深度预测结果

连接条件随机场作为后处理使得效果得到

进一步提升.同时我们利用了语义分割的

hypercolumns 特征, 捕捉了深度卷积网络

的多层次特征. 我们发现该方法能够比现

有的 state-of-the-art 的方法更好地捕捉

深度边缘细节, 同时对数据的需求大大减

小, 更适合于电影数据集的深度恢复. 如

图 4 所示, 与[9]的对比可以看到我们的方

法能更好地恢复出电影数据的深度, 特别

是边缘等详细信息. 

同时我们在标准数据集 NYU Depth V2
[2]

数据集上也进行了训练与[9]进行了相应地

对比, 结果图 7 所示.  

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法在视觉上明显能更

好地捕捉图像细节, 我们利用评测标准进

一步给出电影数据上的对比, 给出结果如

图表 5. 

同时我们在 NYU Depth V2
[2]
数据集上也

利用评测标准进行进一步的对比评测. 结

果如图表 6. 

 

 sim!"#$%" sim!"#$! 

Ours 0.9515 0.8937 

Eigen
[9]
 0.8254 0.7675 

图 5. 电影数据集上我们的方法和 Eigen
[9]
的

评测结果对比 

 

 

 sim!"#$%" sim!"#$! 

Ours 0.8576 0.8526 

Eigen
[9]
 0.7706 0.7375 

图 6. NYU Depth V2
[2]
数据集上我们的方法和

Eigen
[9]
的评测结果对比 



 

图 7. 从上到下依次为 RGB 图, 真实深度, [9]

的深度预测结果, 我们的深度预测结果 

上述测评结果和结果对比都说明了我们

的评测标准是符合人的直观感受的, 很好

地捕捉了深度恢复中的整体相对关系和局

部的准确度.  

4  结  语 

近年来随着市场的兴起和相关技术的

成熟, 电影二转三的需求越来越多. 如何

恢复高质量的深度是电影二转三中的至关

重要的一步. 但是相关的数据集和评价标

准却比较缺乏. 这阻碍了相关研究和产业

的发展. 本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评测标准

和测试数据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研究对比平台,能够促进影视二转三这个

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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