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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编码–解
解码器的图像模糊核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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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图像去模糊问题中, 显著边缘结构对图像的模糊核估计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深度编
码–解码器的图像模糊核估计算法. 首先, 通过构建训练数据集对深度编码–解码器进行训练, 进而自适应地获得模
糊图像的显著边缘结构; 接着, 结合显著边缘结构和模糊图像, 利用L2 范数正则化对模糊核进行估计; 最后, 利用超
拉普拉斯先验和所估计的模糊核对清晰图像进行估计. 与传统的方法相比, 所提出的方法不需要多尺度迭代框架.
实验结果表明, 所提出的算法在获得较好的显著边缘结构以及清晰图像的同时, 能够减少算法计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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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像模糊问题在图像处理领域中一直备受关
注[1–3] . 图像模糊的模型可以表示为如下式:
g = f ⊗ k + n,
(1)
其中: ⊗表示卷积符号, g 表示获得的模糊图像, k 为模
糊核, 一般被称为点扩散函数(point spread function,
PSF), f 表示清晰的原图, n表示随机的噪声. 因此, 模
糊图像可以认为是清晰图像f 与模糊核k 卷积后再加
上随机噪声所得到的结果. 图像去模糊的目的就是如
何从模糊图像g 中估计清晰图像f . 如果模糊核k 是已

知的, 该问题等同于非盲去卷积问题, 其求解过程相
对简单. 如果模糊核k 是未知的, 该问题等同于盲去卷
积问题, 则需要同时估计模糊核与清晰图像. 早期的
图像盲去卷积问题, 主要集中在小尺度模糊核的估计
上, 如Chan等[4] 利用全变分正则化对模糊卷积核进行
约束, 进而估计出较为准确的卷积核. 但是当模糊核
较为复杂并且尺寸较大时, 所估计的结果不够准确,
容易产生振铃现象.
为了进一步准确估计模糊图像的卷积核, 图像的
相关先验知识被加入到图像的去模糊框架中. Fer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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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使用一种零均值的混合高斯模型去表示图像的
梯度分布, 然后利用最大后验估计方法对图像进行去
模糊处理. Zuo等人[6] 利用lp 范数的广义收缩阈值算
子去估计不同程度的图像模糊核, 进而构建出清晰图
像. 考虑到图像的显著边缘对模糊核估计的效果, Cho
等人[7] 提出了一种用于提取中间图像显著边缘的多尺
度框架, 进而可以提高模糊核的估计准确性. Xu等
人[8] 则是在Cho等人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用于估计
模糊核的两相法. Pan等[9] 根据模糊图像与清晰图像
的暗通道特点, 通过暗通道先验的方法提取图像的隐
形边缘, 进而对去模糊模型进行约束, 实现模糊图像
的准确还原.
[5]

近年来, 深度学习方法已经成功应用于图像分割
以及图像复原等方面. 在图像分割方面, Long等[10] 提
出了一种全卷积网络, 能够有效地对图像的场景进行
分割. Ronneberger 等[11] 在编码解码器的基础上, 根
据医学图像的特点, 提出一种卷积网络结构, 实现对
医学图像地有效分割. 在图像复原方面, Dong等[12] 利
用深度卷积网络的特性, 实现对图像的超分辨率处理.
针对图像去模糊的问题, Vasu等[13] 针对不准确卷积核
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非盲去卷积
方法. Kupyn等[14] 利用条件式生成对抗网络作为基本
框架, 结合深度残差网络模块, 对模糊–清晰图像对进
行训练, 获得端到端的图像去模糊网络参数. 本文借
鉴了编码解码器的思路, 直接对模糊图像的显著边缘
结构进行提取, 进而用于图像模糊核估计. 值得注意
的是, 本文所提出的网络结构与文献[11]类似, 但源域
与目标域完全不同于文献[11]所述, 因此需要对网络
的结构中的相关卷积核大小进行修改; 此外, 与文
献[14]相比, 本文是以显著边缘结构的提取作为训练
工作进行展开, 这有利于去模糊求解过程的可解释性.
无论是基于图像的先验知识还是启发式的边缘选
择方法, 在估计卷积核时, 都使用了多尺度的卷积核
估计框架, 即从粗糙到精细的图像模糊核估计策略.
这种策略不可避免的需要大量的处理时间, 特别是处
理大尺寸的模糊图像. 本文不同于之前的方法, 利用
深度编码–解码器的结构, 预测图像中有效的边缘信
息, 并结合L2 范数对卷积核进行约束, 进行模糊核估
计. 这不需要提前的人为参数设置和多尺度的卷积核
估计框架, 因此, 可以减少计算的复杂度和运行的时
间. 针对清晰图像的估计, 本文结合超拉普拉斯先验
知识和所估计的模糊核, 能够有效减少图像的振铃,
获得清晰的图像.

2 基于深度编码–解
解码器的显著边缘结构提取
2.1

网络框架设计

深度编码–解码器网络[11, 15] 是一种对称的卷积神
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结构. 在
编码阶段, 通过网络结构将输入数据转化为特征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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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尺寸和多特征通道); 在解码阶段, 将特征图转化
为输入数据的特定结构(如图像边缘、语义分割等).
此外, 在编码阶段和解码阶段之间, 将相关的特征图
进行跳跃式连接, 这增加了不同特征图之间的联系,
综合利用更多的卷积特征图信息. 在文献[16]中, 编码
模块中使用多种步长卷积层对输入数据的特征图提
取, 并且解码模块中使用相应的去卷积层来实现数据
特定结构的重构.
针对显著边缘的特性[7, 17] ,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
编码–解码器的深度网络框架. 该框架用于从模糊图
像中获取显著的边缘结构, 再将边缘结构用于模糊图
像的模糊卷积核估计算法中. 如图1所示, 所提出的网
络框架是学习模糊图像与对应的清晰图像显著边缘
结构之间的映射关系, 其网络结构可以表示为如下:

Fe (g) = Encode(g; θE ),

(2)

Fd (g) = Decode(Fe (g); θD ),

(3)

其中: Encode(·)表示网络中的编码结构; Decode(·)
表示网络中的解码结构; 并且θE 与θD 分别是编码结构
与解码结构对应的参数.
整个网络结构的细节如图1所示, 编码结构部分包
含4层特征图提取网络, 每个特征图提取层使用步长
为2的卷积核对上一层的特征图进行下采样处理, 并
同时增加一倍的特征图通道数, 进而可以对图像中的
噪声和图像细节进行抑制, 保留主要图像结构. 具体
的, 本文所训练的模糊图像为彩色图像, 其通道数
为3通道经过第1层CNN结构和ReLU处理后, 其特征
图通道数变为32; 经过第2层后, 特征图通道数变为
64, 以此类推, 到第5层的通道数为512. 网络结构中与
编码结构对应的解码结构也包含4层网络, 通过对应
的上采样操作, 并结合特征图跳跃式连接的方式, 逐
步将高维抽象的特征还原为与之对应的显著边缘结
构信息, 进而用于之后的模糊核估计.

数据构建与网络训练
1) 数据构建. 为了训练深度编码解码网络用于提
取显著的图像边缘, 本文通过以下策略设计网络训练
数据集. 首先, 清晰图像数据的来源是Arbelaez等[18]
所提出的BSDS500数据集, 图2(a)所示为部分清晰图
像; 其次, 由于shock滤波[19] 能够增强显著的边缘信
息, 所以本文以shock滤波方法为基础, 提取所用的
200张清晰图像的显著边缘结构, 并将其作为网络训
练的目标域, 其泊松重构的可视化结果如图2(b)所示;
接着, 为了构建合理的模糊数据集, 本文利用Rolf Kohler等[20] 所提出的模糊核生成方法, 生成了多个大小
不同的模糊核, 部分模糊核如图2(c); 最后, 本文根据
图像模糊模型(1), 对清晰图像进行不同模糊核的模糊
处理, 并随机添加不同程度的高斯噪声, 增加模糊数
据的多样性, 部分图像如图2(d)所示; 最终本文构建了
模糊图像显著边缘结构数据集, 用于深度网络的训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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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编码–解码器的显著边缘结构提取框架
Fig. 1 Significant-edge extraction framework based on encoder-decoder network

对网络进行训练:
M ∑
N
∑
1
∥S(i, j) − SGT ∥2 ,
L=
M × N i=1 j=1

(4)

其中: M 与N 分别表示图像的长度与宽度, S = Fd (g)
是预测的显著边缘结构图像, SGT 为目标域中与之
对应的清晰图像显著边缘. 通过不断优化, 实现从
模糊图像中提取类似清晰图像的显著边缘结构.
(a) 清晰图像

3 图像去模糊算法
3.1

模糊卷积核估计

根据上述的深度编码解码网络获得显著的图像
边缘S后, 本文利用以下的优化式估计模糊卷积核:
k = arg min ∥S ⊗ k − ∇g∥22 + α∥k∥22 ,

(5)

k

f ∗ = arg min ∥f ∗ ⊗ k − g∥22 + β∥∇f ∗ ∥0 , (6)
f∗

(b) 滤波结果的泊松重构可视化

(c) 模糊核生成

其中: ∇ = [∇h ∇v ]T 表示求解图像的梯度操作, f ∗
是中间估计的图像, α与β的正的正则化系数. 本文
通过交替求解模糊核k与中间估计图像f ∗ , 并利用
∇f ∗ 对式(5)中的S变量进行替换, 进而估计出准确
的模糊核k. 针对式(5), 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的方法, 可获得其闭环解为
Fh + Fv
),
(7)
k = F −1 (
F (S) ⊙ F (S) + α
其中F 与F −1 分别表述傅里叶变换与傅里叶逆变换,
Fh = F (Sh ) ⊙ F (∇h g),

(d) 模糊图像生成

Fv = F (Sv ) ⊙ F (∇v g),

图 2 基于BSDS500数据集的训练数据生成示例

F (·)表示F (·)的复共轭, ⊙表示元素对应相乘, ∇h g
与∇v g分别表示梯度图像∇g的水平分量与垂直分
量.

Fig. 2 Training data generation example based on BSDS500
dataset

2) 网络训练. 如图1所示, 其输入的图像为彩色
模糊图像g, 其输出为估计的图像显著边缘结构S.
因此, 结合式(2)–(3), 本文使用以下均方差损失函数

针对式(6), 通过加入辅助变量以及半二次方分
裂法解决模型的非凸问题[21] . 因此, 假设辅助变量
为u, 式(6)可以分解为以下的优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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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arg min ∥f ∗ ⊗ k − g∥22 +β∥∇f ∗ −u∥22 , (8)
u = arg min β∥∇f ∗ − u∥22 + λ∥u∥0 ,

4.1

f∗

(9)

u

其中λ为正则化系数. 首先, 固定u. 类似于求解式
(5), 式(8)的闭环解为
f ∗ = F −1 (

F (k) ⊙ F (g)+βF (∇) ⊙ F (u)
F (k) ⊙ F (k)+βF (∇) ⊙ F (∇)

). (10)

接着, 固定f ∗ . 根据L0 的求解方法[22] , 辅助变量u的
最优解如下所示:


 ∇f, |∇f |2 > λ ,
β
ū =
(11)

 0, 其他.
3.2

清晰图像估计

在模糊卷积核被估计出来后, 利用非盲去卷积
的方法可以对清晰图像进行估计. 本文利用超拉普
拉斯先验知识的方法[23] 对清晰图像进行估计:
f = arg min ∥f ⊗ k − g∥22 + γ∥f ∥0.8 ,

(12)

f

利用迭代加权最小均方处理方法, 可以获得清晰图
像的最优解.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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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于暗通道先验的去模糊方法[9] 以及基于生成对

整体的算法流程

根据上述的求解过程, 整体的算法框架如图3所
示. 首先, 利用训练好的深度编码–解码器提取模糊
图像的对应显著边缘结构; 接着, 结合显著边缘结
构图像与模糊图像, 根据式(10)–(11)和式(7)多次交
替求解, 获得准确的模糊核估计; 最后, 根据所估计
的模糊核与模糊图像, 利用式(12), 估计出相应的清
晰图像.

图 3 整体算法框架
Fig. 3 The framework of overall algorithmic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本节中, 首先介绍相关的设计细节, 然后选取

抗网络的去模糊方法[14] 进行对比试验.
相关设计细节

本文所生成的训练数据集包含有10400对图像
对. 源域图像(即输入图像)是从BSDS500数据集中
选取的200张图像, 然后分别与所生成的52个模糊
核进行卷积处理, 最终生成10400张模糊图像; 而目
标域图像(即显著边缘结构图像)通过对200张清晰
图像进行Shock滤波处理后所获得的显著边缘结构
图像, 再复制52次形成与模糊图像对应的10400张
显著边缘结构图像. 同时, 为了丰富训练数据集, 本
文对于模糊核的生成是随机的, 模糊核的大小从12
像素到55像素; 并且在每个模糊图像中随机加入强
度从0.5%到2%的高斯噪声. 网络训练是基于pytorch
深度学习框架, 所使用的训练批次大小为24, 训练
迭代次数为80次, 使用Adam优化器进行损失函数
优化, 学习率设置为 0.001, 优化器正则化系数为
0.0001. 在使用Titan GPU的情况下, 整个网络训练
过程耗费14个小时. 另外, 本文所提出的图像去模
糊处理算法是基于MATLAB框架下, 调用上述网络
训练的结果对图像进行去模糊处理, 其相关参数设
置为α = 2, β = 0.01, λ = 0.005, γ = 0.03.
4.2
4.2.1

实验结果
去模糊处理效果

为了更好说明所提出的方法的处理效果, 本文
选取了4张典型的模糊图像进行去模糊处理. 同时,
本文的对比方法有两种, 包括了基于暗通道先验的
去模糊方法以及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去模糊方法.
为了能对图像去模糊的效果进行量化, 本文使用峰
值信噪比(peak signal-to-noise ratio, PSNR)和结构
相似性(structural similarity index, SSIM)作为评价
指标. 当图像的恢复效果越接近于原图时, 指标
PSNR的数值越大, 并且指标SSIM的数值越接近于
1. 此外, 为了进一步显示本文算法对模糊卷积核估
计的准确性, 本文利用了文献[24]所提出的模糊核
一致性(kernel similarity, KSIM)的方法, 对模糊卷
积核进行评价. 所估计的模糊核越接近于真实值,
KSIM的数值越接近于1.
如图4所示, 所提出的方法能够获得相对清晰的
去模糊图像. 文献[14]所获得的图像效果过于平滑,
大部分边缘中有振铃现象; 文献[9]所获得图像前景
部分边缘突出, 但背景中有少量的振铃效果; 本文
提出的方法能够获得较为准确的模糊核, 但与文献
[9]的结果相比, 图像较为平滑. 图5–6的模糊图像来
源于Rolf Kohler所提出的数据集[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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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相近甚至优于文献[9]的结果. 而文献[14]所
处理的结果效果较差, 图像中包含了大量模糊细节
与振铃现象.

图 4 样本1: 不同方法处理效果示例
Fig. 4 Sample 1: Processing results by different methods

上述处理图像的量化结果如表1–3所示是不同
方法所处理结果的评价指标. 由于Kupyn等人[14] 的
方法是一种端到端的图像生成方法, 因此无法计算
出对应的模糊核. 从表1–3可以看出, 本文所提出的
方法所估计的模糊核的KSIM指标较高, 进而其模
糊图像的恢复效果也较好, 这从表格中PSNR指标
和SSIM指标可以看出. 这说明了所提出的方法能够
估计出较为准确的模糊核, 进而回复出相对高质量
的清晰图像. 对于样本1而言, 两种方法所估计的模
糊核相似性较低, 但其去模糊图像的SSIM结果却较
高. 这是因为样本1的模糊核较小, 所处理的模糊图
像的模糊效果不太明显所造成的.
表 1 不同方法处理结果的PSNR量化比较
Table 1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ethods by PSNR
dB
方法

样本1

样本2

样本3

文献[14]
文献[9]
本文所提方法

29.53
32.26
32.57

29.17
29.53
29.65

29.03
29.11
29.19

表 2 不同方法处理结果的SSIM量化比较
图 5 样本2: 不同方法处理效果示例

Table 2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ethods by SSIM

Fig. 5 Sample 2: Processing results by different methods

方法

样本1

样本2

样本3

文献[14]
文献[9]
本文所提方法

0.6992
0.7315
0.8285

0.4487
0.6305
0.7611

0.4855
0.5912
0.6168

表 3 不同方法处理结果的KSIM量化比较
Table 3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ethods by KSIM

Fig. 6 Sample 3: Processing results by different methods

从图5–6中结果可以看出, 所提出的方法所处理

样本1

样本2

样本3

文献[9]
本文所提方法

0.3675
0.3927

0.6162
0.6369

0.5623
0.5704

图7的模糊图像来源于Lai等人所提出的数据
该模糊图像没有对应的清晰图像作为对照,
因此无法利用上述的评价指标对恢复效果进行评
价. 从图中可以看出,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能够恢复
出相对清晰的图像. 由于模糊核估计不准确, 文献
[9]所获得图像具有大量的振铃效果, 其恢复效果不
集[25] ,

图 6 样本3: 不同方法处理效果示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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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人满意; 而文献[14]所获得的图像与原模糊图
像相似, 未能达到去模糊的效果.

表 5 不同方法处理数据集[20] 所对应平均时间
Table 5 Average Run-time of dataset[20] by different
methods

4.2.3

图 7 样本4: 不同方法处理效果示例
Fig. 7 Sample 4: Processing results by different methods

4.2.2

算法处理的时间

本文所提出的算法不需要额外的边缘设计规则,
也不需要多尺度的模糊核估计框架, 因此能够降低
算法的复杂度, 提高算法处理的效率. 如表4所示,
所有的方法都是在相同的电脑硬件下进行处理的.
虽然基于Python语言的文献[14]的方法所需时间很
少, 但其图像所恢复的效果有时欠佳. 本文所提出
的方法在获得相对高质量的恢复图像的同时, 其所
需的算法处理时间远远小于传统方法所需的时间.
此外, 为了使到评估的结果更具有广泛性和准确性,
本文利用文献[20]中的模糊图像数据集进行测试.
该数据集有48张模糊图像, 每张图像的大小为800
×800. 利用不同去模糊方法对该数据集进行处理,
其对应的平均处理时间如表5所示. 可以看出, 所提
出的方法所需时间较为适中,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下一步的工作是尝试从平台与硬件方面入手, 优化
算法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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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文献[14]

文献[9]

本文方法

平均时间/s

6.53

1869.21

79.38

不同滤波器的有效性

本文以图8(a)为例, 探究不同滤波器所提取的显
著边缘结构对图像去模糊的影响. 首先, 利用多种滤
波器(包括双边滤波器、梯度滤波以及shock滤波)对
清晰图像(图8(a))进行处理, 获得相应的显著边缘结
构, 其泊松重构可视化结果分别如图8(d), 8(g)和8(j)
所示; 其次, 利用本文所提出的图像去模糊方法, 将
所获取的显著边缘结构对模糊图像(图8(b))进行去
模糊处理, 获得各自的去模糊效果, 如图8(e), 8(h)
和8(k)所示. 从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利用shock滤
波所提取的显著边缘结构能够获得更准确的模糊核
以及更少振铃的恢复图像. 因此, 利用shock滤波提
取的清晰图像的显著边缘结构, 能够作为网络训练
的参考值.

表 4 不同方法处理不同尺度图像所对应时间
Table 4 Run-time of image with different size by different methods
s
方法

样本1

样本2

样本3

样本4

文献[14]
4.41
6.13
6.15
4.12
(Python)
文献[9]
538.54
1957.97 2081.20
382.63
(MATLAB)
本文方法
19.82
79.07
79.83
12.98
(MATLAB)
图像大小 321×481 800×800 800×800 271×373

图 8 不同滤波器下的图像去模糊结果示例
Fig. 8 Example of image deblurring results with different filter

此外, 为了说明基于编码解码器的边缘预测网
络的有效性, 本文选取了与图8相同的示例, 如图9
所示. 图9(b)是直接利用Shock滤波方法对模糊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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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的显著边缘结构; 利用图9(b)的结果所估计的
模糊卷积核和清晰图像如图9(e)所示. 可以看出, 由
于模糊图像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噪声以及严重的模糊
效果, 所提取的边缘结构不够完整, 因此所估计的
模糊核存在噪声, 并且所估计的清晰图像存在边缘
振铃现象. 类似, 图9(c)是利用所提出的边缘预测网
络对模糊图像预测的结果; 并获得如图9(f)所示的
图像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本文所提出的边缘预测
网络能够获得更有效的边缘结构, 有利于获得更准
确的模糊卷积核和更好的恢复效果.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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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模糊框架中参数选取的影响

本文以样本2为例, 设计了不同参数取值对图像
进行恢复, 通过利用多种图像质量度量方式(PSNR、
SSIM和KSIM), 给出了不同参数下算法所恢复的图
像效果, 进而发现不同参数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主
要的参数有模糊核正则化项系数α、图像约束项的
正则化项系数λ 和图像非盲去模糊的约束项γ.
1) 模糊核正则化项系数α.
模糊核正则化项系数α主要是约束模糊核的生
成, 因此利用KSIM作为度量方式. 如图11(a)所示,
当系数α增大时, 所估计的模糊会在α = 2时取得一
个峰值, 这说明在这种取值下, 图像所估计的模糊
达到最好的效果.
2) 图像约束项的正则化项系数λ.

图 9 基于编码解码器的模糊核估计方法的有效性示例
Fig. 9 The effectiveness of blur kernel estimation method
based on encoder-decoder network

4.2.4

网络特征层可视化

为了探究网络框架对显著边缘结构提取的有效
性, 本文以图10(a)的模糊图像为例, 其网络输出的
一些特征图的可视化结果如图像10(b)–10(f)所示.
首先, 在编码器阶段, 其特征图输出中包含了模糊
图像的主要结构, 并逐步提取出显著轮廓信息; 接
着, 由于编码器与解码器的特征图之间进行跳跃式
连接, 在解码器阶段, 其特征图输出从轮廓信息开
始, 不断加入显著的结构信息, 提取出显著的边缘结
构; 最后, 经过进一步的卷积层平滑作用, 网络的输
出去除了细微的纹理与噪声, 仅包含显著边缘结构.

图像约束项的正则化项系数λ是对中间图像的
估计进行约束, 因此, 本文利用KSIM以及PSNR作
为度量方式. 如图11(b)所示, 可以看出, 模糊核的估
计准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图像最终的生成质量, 当
系数λ = 0.005时, 图像的模糊核估计获得最好的估
计准确性, 并且图像的去模糊质量也最好. 同时, 图
像的约束系数β与正则化项系数λ是成倍关系, 其取
值为β = 0.01.
3) 图像非盲去模糊的约束项γ.
当利用式(12)对清晰图像估计时, 图像非盲去模
糊的约束项γ影响的是图像最终的生成质量, 因此,
本文利用SSIM以及PSNR作为度量方式. 其图像恢
复效果如图11(c)所示. 从图11(c)可以看出, 在约束
系数γ = 0.03附近时, 图像的去模糊效果最好.

(a) 参数α

图 10 网络不同隐含层输出特征图的可视化结果
Fig. 10 Visualization of feature maps from different hidden
layers of the network

(b) 参数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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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ONNEBERGER O, FISCHER P, BROX T. U-net: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bio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dical Image Comput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Intervention. Cham: Springer, 2015: 234 – 241.
[12] DONG C, LOY C C, HE K, et al. Image super-resolution using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016, 38(2): 295 – 307.

(c) 参数γ
图 11 不同参数对图像恢复效果的影响
Fig. 11 Effect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for image deblurring

5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编码–解码器的图像
模糊核估计方法. 通过构建相关的训练数据集, 本
文对所提出的深度编码–解码器的网络进行训练,
进而可以通过所提出的网络对模糊图像的显著边缘
结构进行预测. 在所预测显著边缘结构的基础上,
本文所提出的模糊核估计方法不需要应用目前广泛
使用的多尺度迭代框架, 进而可以减少相应的算法
处理时间. 实验结果表明, 所提出的方法能够很好
地预测模糊图像的显著边缘结构, 在获得相对准确
的模糊核和高质量恢复图像的同时, 能够减少图像
处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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