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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用流形群运动目标的形状 、纹理特征 ,以及它们的空间面积的重叠度来构建多种适合流形群运

动目标自动识别与跟踪的匹配模板的方法。通过最大欧几里得贴近度的择近原则 ,实现模板匹配 , 完成目标

识别;通过对匹配模板的交替更新和交叉匹配算法 ,实现目标跟踪。为了提高识别与跟踪的准确度和效率 , 对

识别与跟踪模型结构及参数进行了优化组合 , 建立了一种适合计算机自动识别和跟踪类似中尺度对流系统

(MCSs)的流形群运动目标的优化模型 ,即多级串行和多级并行模板匹配的识别与跟踪模型 ,并提出了基于此

模型的快速识别与跟踪算法及技巧。用优化了的多级串行识别与跟踪模型及快速跟踪算法 , 对 1998、1999、

2000 、2002 年 6～ 8 月的青藏高原上空 MCSs 进行了识别与跟踪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 其准确率高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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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目标识别与跟踪技术已有 20多年的研

究历史 ,它作为计算机视觉研究的核心技术一直

倍受青睐 。它融合了图像处理 、模式识别 、人工智

能 、自动控制以及计算机等许多领域中的先进技

术[ 1] ,在军事视觉制导[ 2] 、防空反潜 、防恐反恐特

别行动 、机器人视觉导航[ 3] 、安全监测 、交通管制 、

医疗诊断以及气象分析等诸多领域都有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 。

流形群运动目标[ 4]的自动识别与跟踪技术是

运动目标识别与跟踪的一大技术难点。研究流形

群运动目标的自动识别与跟踪技术的目的 ,是在

二维图像平面上能确定流形群运动目标中同一属

类目标中心的移动路径 。目前 ,非流形(刚体)运

动目标的识别与跟踪技术比较成熟 ,但这些技术

对几何形状发生变化(平移 、尺度和旋转形变)时

的流形运动目标识别与跟踪却难以适用 。中尺度

对流系统(MCSs)
[ 4 ～ 7]

的自动识别与跟踪是流形

群运动目标自动识别与跟踪技术的一个典型应用

例子 。

1　MCSs识别与跟踪的基本方法

1.1　目视判别法

目视判别法也可称为人工目测屏幕扫描识别

与跟踪技术 ,是指在计算机屏幕上逐时逐屏显示

研究区域内的MCSs ,通过目视结合经验逐个判断

MCSs的移动和传播。显然 ,这种追踪 MCSs的方

法 ,虽然准确率很高 ,但效率极低 ,不适合大范围 、

长时期跟踪。

1.2　面积重叠比较法

Arnaud等人[ 8 , 9]于 1994年提出的面积重叠比

较法是目前国外采用的一个算法。其基本原理是

计算待识别与跟踪的 j 个 MCSs的后一时刻(t+

1)的面积Mj(t+1)与前一时刻 t 的MCSs面积 N

(t),并用式(1)计算这两个面积的空间重叠度。

当 ΔA>0.5时 ,则认为这两个时次中的 MCSs为

同一个;否则 ,(t+1)时刻的MCSs为另一个 ,并且

前一个可能减弱或消失 ,并将 t 时刻作为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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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ΔA =
|Mj(t +1)-N(t)|

Mj(t +1)
(1)

　　由于式(1)的分母是笼统地取后一时次目标

的面积 ,在对一些面积变化大的目标跟踪时会产

生丢失或错误跟踪 ,因此 ,方兆宝等
[ 10]
提出了基

于改良的面积比较跟踪法 ,即对式(1)的分母进行

了改造 ,取相邻两时次的最小面积作为分母 ,这样

就能准确跟踪出因目标大小变化过快而丢失或错

误跟踪的那些目标。改良后的面积重叠比较法的

基本算式为:

ΔA =
|Mj(t +1)-N(t)|
min[ Mj(t +1), N(t)]

(2)

1.3　现有 MCSs识别与跟踪方法准确度试验

笔者利用式(1)和式(2)对 1998年夏季 GMS

红外遥感卫星影像所对应的 MCSs分别进行了跟

踪试验 ,并随机抽取其跟踪结果 ,与目视屏幕扫描

法相比 ,其准确率分别为 70%及 80%左右 。

笔者认为 ,目视判别法虽然跟踪的准确率较

高 ,但其跟踪效率极低 ,故不实用 ,只可用于比对

及校验其他跟踪方法的精度。

同时 ,试验过程表明 ,式(1)与式(2)的阈值也

应根据需要作相应的调整。阈值调大了 ,会出现

漏跟踪 ,阈值调小了 ,则会引起错跟踪。

单独使用改进后的面积跟踪法仍然不能满足

高准确率的要求 。例如 ,对于一些目标不重叠或

重叠面积太小的目标 ,式(1)或式(2)就不适用 ,因

此需寻求其他跟踪方法。

2　用目标的形状 、纹理等特征构建
跟踪模型

2.1　流形群运动目标跟踪的基本原理

在一定的时间内 ,流形群运动目标的渐进变

化过程所引起的形状或面积或其本质属性(如

MCSs的 TBB 值)的变化不大于黄金分割值 0.

618 ,其内涵是后一时刻的MCSs与前一个时刻的

MCSs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形态不变性 、相似性 、保

留性 、耐变性 、抗变性。另一方面 ,其形态变化是

连续的 、渐变的过程 ,即不可能发生极大的偏离变

化规律(突变)。流形群目标自动识别与跟踪原理

图如图1所示。

流形群运动目标识别与跟踪分为 5个过程:

①从遥感图像或从雷达图像中获取研究区的图

像 ,经图像处理及相关数学变换 ,得到矢量图形数

据集;②提取目标特征(如采用遥感图像的边缘

图 1　目标识别与跟踪原理图

Fig.1　Principle of Targets Identifying and Tracing

检测算法 , 提取图形的边界———轮廓线的点坐

标);③构建匹配模板[ 1] ,包括匹配模板元素的选

择 ,以及匹配模板元素参量的计算;④进行模式

匹配 ,即匹配模板与待识别目标匹配元素间的接

近度比较;⑤选取贴近度最大的规定为同一簇类

目标 ,并记录存储下来 ,标上已识别目标记号 ,同

时对匹配模板参量交替更新 ,进行下一个目标的

识别与跟踪。

2.2　目标跟踪匹配模板的构建

可以选取流形群运动目标的周长 、面积 、密集

度及体态比作为匹配模板的元素
[ 11～ 14]

,即构成

了一个顾及目标整体描述的匹配模板。也可以选

取流形群运动目标的纹理特征[ 15]作为匹配参数 ,

构成一个顾及目标纹理特征的匹配模板 。

目标纹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目标的粗糙

性。用空间自相关函数可以较好地描述目标纹理

的粗糙程度。

设目标影像为 f(xi , y i), i 和 j 取值分别为

0 ～ M-1和 0 ～ N -1 ,则目标空间自相关函数定

义为:

r(ε, η)=
∑
M-1

i=0
∑
N-1

j=0
f(xi , yj)f(xi +ε, yj +η)

∑
M-1

i=0
∑
N-1

j=0
[ f(xi , yj)]

2

(3)

式中 , ε为常数 ,表示纵坐标方向的移动步长;η

为常数 ,表示横坐标方向的移动步长;r(ε, η)为

自相关系数。

在试验中 ,笔者取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以及

45°和135°方向的空间自相关系数作为目标识别

的匹配参数。

形状的模板匹配能很好地应用于目标形状的分

析与识别。矩描述是一种经典的区域形状分析方

法。它们都具有计算简单而高效等优点 ,顾及了形

状外部和内部的特征
[ 12～ 14 ,16]

,以及目标的本质属性 ,

有较高的分辨率。而目标纹理特征较高程度地描述

了目标的粗糙度 ,增强了目标的识别能力。如果把

这些具有较高分辨率的匹配参数有机地组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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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进行优化处理 ,选择其最优配置 ,不断交替更新

模板值 ,进行形状参数匹配 ,就能实现流形群运动目

标的识别和跟踪。

2.3　目标识别

设流形群在 t时刻有M 块匹配模板Am(m =

1 ,2 ,3 , …,M),匹配元素参量分别为 Am(ui)(i=

1 ,2 , …;m =1 , 2 , … ,M),待识别的流形群目标有

N个 , 它们的描述特征分别为 Bn(n =1 , 2 , …,

N),其特征值为 Bn(u i)(i=1 ,2 , …;n=1 ,2 , …,

N)。

上述匹配模板构建好后 ,用归一标准化处理

后的欧几里得贴近度式(4)或海明贴近度式(5)作

为流形群目标识别的标准 ,取最大贴近度者[ 13 ,17]

为同一簇目标 ,从而完成流形群目标识别:

N(A , B)=1-
1

n
[ ∑

n

i=1

[
A(ui)-B(ui)

max[(A(u i), B(u i)]
] 2]

1
2

(4)

N(A , B)=1-
1
n ∑

n

i=1

A(ui)-B(ui)
max[(A(u i), B(ui)]

(5)

2.4　用目标交叉匹配算法及交替更新匹配模板

实现MCSs自动识别与跟踪

2.4.1　初始模板的建立

因为流形群目标物体形状是变化的 ,所以不

能用单一目标的匹配模板进行匹配 。首先要自动

获取和建立可以用于跟踪的初始模板。在多目标

跟踪时 ,先确定目标个数 ,选择适当的匹配模板元

素 ,并按照上文所述的匹配模板参数的计算方法 ,

计算每个目标的匹配模板元素参量值 ,建立多目

标匹配模板集。

2.4.2　目标交叉匹配算法

在建立了初始模板后 ,再计算待识别目标群各

自的匹配元素参量 ,然后进行以下步骤:①任取一

模板;②计算它与待识别目标群对应的匹配元素

参量间的贴近度;③以最大贴近度作为择近原则 ,

得到识别结果;④再取初始模板中的另一块模板 ,

重复以上步骤 ,直至所有待识目标都被识别。

2.4.3　匹配模板的交替更新

利用初始模板可以跟踪下个时次的目标 ,再

利用此时次目标的匹配参数作为后一时次的匹配

模板参数 ,依次交替更新 。在实际跟踪中可能会

出现图像时间序列的不完整 ,此时应考虑匹配模

板参数的变化率 ,利用其运动惯性量来估计它的

持续变化 ,从而确保连续跟踪 。其基本公式为:

Et =E0 +ρΔT (6)

式中 , E 为模板匹配元素参数集;ρ=
E t-Et-1

E t
为

模板参数的变化率;ΔT =Tt-T0 为间断时间段;

Tt为图像恢复时次;T0为图像间断时次 。

3　参数的优化配置及快速跟踪技巧

3.1　快速搜索方法

按照经验确定下一个时次每个目标可能出现

的最大估计范围 ,例如 , 对于 MCSs跟踪 ,其最快

的运动速度一般不会大于 200km/h ,那么 ,下一个

时次的 MCSs将会落在以该时刻 MCSs中心为基

准的最大估计范围 200km±3δ(δ为速度估计中

误差)内。在这个范围内搜索 ,与在整个空间上搜

索比较 ,速度明显加快。

另外一个确定搜索范围的方法是同时考虑目

标运动的方向和速度 。方向和速度为目标的实时

值 ,这样所确定的搜索范围可进一步缩小。当然 ,

搜索范围的确定要有一定的确保度 ,一般取估值

的 3倍中误差。

3.2　提高识别与跟踪准确度的方法及其试验

3.2.1　多级识别模型及匹配参数的最优配置

笔者分别采用上述几个方法进行了试验 ,试

验数据采用1998年夏季 6月 ～ 8月青藏高原及其

附近上空 GMS 卫星红外遥感影像资料获得的云

顶亮温 TBB值。试验结果表明 ,采用上述的单独

模板进行MCSs的识别与跟踪 ,准确率较低 ,一般

小于 80%。为了进一步提高准确度 ,在进行MCSs

自动识别与跟踪时 ,需要对上述匹配模板的匹配

元素进行优化组合 ,分级分层进行模板匹配 。可

以分别取出上述模板中的一个或两个元素来重新

组合一个匹配模板 。在识别目标过程中 ,设立多

个识别模板匹配级别 ,以便提高搜索速度及准确

度。在试验中 ,笔者将第一级模板匹配参数设定

为面积变化率 ,阈值设置为 0.247;第二级设定为

形状(如圆形度)、区域的密集度以及目标的体态

比 ,其阈值均设置为 0.382;第三级设定为数字特

征值(如均值及方差),其阈值均设置为0.494;第

四级设定为目标区域的两个不变矩及目标纹理特

征 ,其阈值均设置为 0.618。这样 ,就比较全面地

考虑了目标本质。各级匹配参数在实际操作时可

灵活组织 ,每个级别的控制阈值设定为0.618的倍

数 ,尽量满足“黄金分割法”及“从宽到严”的原则。

多级串行跟踪模型结构见图 2。同理 ,也可以构

建出优化了的多级并行跟踪模型 ,其模型结构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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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运动目标多级串行模板匹配智能

快速识别与跟踪原理图

Fig.2　Principle of Targets Identifying and Tracing in

Multilevel-Serial Matching Templates

图 3　基于多级并行模板匹配的智能

快速识别与跟踪运动目标原理图

Fig.3　Principle of Identifying and Tracing Targets

based on Multilevel-Collateral Matching Templates

3.2.2　试验

试验中笔者采用优化了的多级串行跟踪模

型 ,称之为智能快速识别与跟踪技术 , 对 1998 、

1999 、2000年夏季 6月～ 8月青藏高原上MCSs进

行了识别与跟踪 ,跟踪结果与目视判别法相比 ,准

确率达90%。表 1及表2是用不同的跟踪模型对

1998年MCSs的跟踪结果
[ 10]
。

表 1　不同方法对夏季青藏高原及其附近上空 MCSs进行识别与跟踪结果比较

Tab.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sults from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Tracking

Targets of MCSs over Tibetan Plateau

资料日期

面积重叠法 不变矩法 整体描述法 智能快速法

MCSs

个数

CPU时间

/ s
MCSs

个数

CPU时间

/ s
MCSs

个数

CPU时间

/ s
MCSs

个数

CPU时间

/ s

1998-06 2 265 16 3 253 9 3 087 8 2 802 17

1998-07 2 457 17 3 326 9 3 090 9 2 822 18

1998-08 2 563 18 3 429 10 3 217 10 2 931 19

　　注:CPU-time为同等硬件条件下计算机CPU占用时间

表 2　不同方法对夏季青藏高原及其附近上空 MCSs随机抽样数据进行识别与跟踪结果比较

Tab.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sults from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and Tracking Targets

of MCSs by the Sample Data Over Tibetan Plateau

资料日期

目视判别法 面积重叠法 不变矩法 整体描述法 智能快速法

MCSs

个数

MCSs

个数
准确度/ %

MCSs

个数
准确度/ %

MCSs

个数
准确度/ %

MCSs

个数
准确度/ %

1998-06 25 19 76 20 80 17 68 23 92

1998-07 34 26 76.5 28 82.3 26 76.5 31 91.1

1998-08 33 24 72.7 26 78.8 25 75.8 31 93.9

　　注:①栏目中的准确度是指该方法跟踪结果与目视判别法相比的百分比值;②6月份随机抽样 6月1 日00时次至 05时次 6幅GMS卫星影像图 ,共计

230个MCS 目标;③7月份随机抽样7月15日 00时次至05时次6幅GMS 卫星影像图 ,共计278个MCS目标;④8月份随机抽样8月30日00时次至05时次

6幅 GMS卫星影像图 ,共计294个 MCS目标;⑤MCSs 个数为被正确跟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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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obust Algorithm for Automated Identifying &Tacking

Flow Shape Group Moving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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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chnology of automatically identifying and tracking the flow shape

group moving targets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kinds of technology and methods for constructing matching

templates.The templates matching has been realized by getting across the most of the Euclid pressing

close degree choosing approximately principle , and the targets identifying has been achieved , and the

targets tracking has been realized by updating elements of the matching templates by turns and using

across matching arithmetic.To increase accuracy ratio of identifying and tracking targets , the model

structure and parameters are optimized.Then the optimization model of tracing targets was established ,

which is based on multilevel-serial and multilevel-collateral matching templates.The arithmetic and skill

of speediness identifying and tracking targets are also put forward with the model.By the optimization

model and arithmetic , the experiments to identify and trackMCSs in summer of 1998 ,1999 and 2000 over

Tibetan Plateau are performed.The experiments results have shown that:this kind of the technology will

very adapt to a computer to automatic identify and track these flow shape group moving targets such as the

MCSs.And the optimization model and arithmetic are full of availability to identify and tracking the

MCSs.

Key words:flow shape group moving targets;automatic identifying &tracking;optimization configure;

brainpower speediness tracking arithmetic;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M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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