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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均值反差滤波的红外小目标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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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已有背景预测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均值反差法作为不相似度量对图像进行滤波，在增强

小目标的同时抑制了复杂背景，并通过自适应的背景预测算法，实现了对小目标的快速检测。实验结果表明，

该算法对小目标适应性强，能大幅度地提高目标／背景的信噪比，从而快速而准确地检测出小目标的位置。

关键词：小目标；背景预测；自适应；均值反差；ＲＯＣ曲线

中图法分类号：ＴＮ９１１；Ｐ２３７．３

　　小目标的检测问题是精确制导、光电子领域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标检测技术一般比较注重

目标的形状、纹理、旋转性、结构、运动性和目标的

不规则性等。但是，当目标很小的时候，它的形状

是难以确定的，并且与光照的入射角度不同时，其

亮度可能会有显著的变化，许多现有的基于形状、

纹理和结构的小目标检测方法［１３］就不太有效了。

甚至基于不规则特性的技术［４］，这种被认为在自

然背景下识别人造目标和自然背景的具有广阔前

景的方法，也不能提供比较令人满意的识别性能。

而传统的模板匹配不能可靠地检测出多尺度的小

目标，因为其准确结构、形状和亮度难以确定。总

的说来，小目标由于其本身的灰度、形状、纹理和

结构特征不明显也不确定，因而，小目标检测方

法［５］在注重目标特性的同时，更侧重于背景特性

模型的研究，并通过研究背景特性模型预测背景

和压缩背景，提高目标／背景的信噪比，从而提高

目标检测概率，降低虚警率。本文针对远距离长

波红外目标图像的特点，以高斯白噪声为自然背

景特性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均值反差的背景预

测算法，实现了小目标快速而准确的检测。

１　检测原理和算法

根据目标和背景的特性，小目标检测方法可

分为以下三类：① 基于最小错误概率检测法，该

方法通过建立背景特性和目标特性模型，根据最

小错误概率要求确定分类门限，适用于目标和背

景特性分布已知的情况；② 基于恒虚警概率检测

法，该方法通过建立背景特性模型，在一定的虚警

概率条件下确定分类门限，适用于背景特性分布

已知、目标特性分布不确定的情况；③ 基于恒检

测概率检测法，该方法通过建立目标特性模型，在

一定的检测概率条件下确定分类门限，适用于目

标特性分布已知、背景特性分布不确定的情况。

本文提出的算法则是先用灰度均值反差最大

作为背景和目标特性的不相似性度量。该度量可

以抑制背景突出目标，再利用背景特性模型预测

背景图像，从而完成小目标的自动检测。

１．１　均值反差滤波原理

二维均值反差法的主要思想如图１所示，集

合Θ、Ω分别表示假定的目标与背景图像像素点

的集合。由于并不知道目标的大小尺寸，因此，小

目标检测算法应能适应大小尺寸变化的目标。为

了方便研究问题，假定外窗口的尺寸略大于目标

可能的最大尺寸，内窗口的尺寸可以变化。不相

似性度量函数———灰度均值反差最大值的定义

为：

Δ犇ｍａｘ＝

ｍａｘ
Θ
Δ犇 Δ犇＝

１

犖Θ∑狓∈Θ
犐狓－

１

犖Ω∑狔∈Ω
犐｛ ｝狔 （１）

式中，犖Θ、犖Ω为集合Θ、Ω中像素的个数；犐狓、犐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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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狓、狔的灰度。

图１　目标与背景视窗

Ｆｉｇ．１　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ＳｃｅｎｅＷｉｎｄｏｗｓ

如果目标具有非规则形状，则小窗口所包含

的并非全为目标，还含有部分背景。这样，随着小

窗口尺寸的变化，当集合Θ 与Ω 同时包含背景

时，不相似性度量函数取值较小；而当集合Θ与Ω

分别仅包含目标／背景时，不相似性度量函数取值

最大。

不过，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即外窗口的尺寸

选择。在这里，如果外窗口的尺寸选择过小，感兴

趣的目标可能被背景湮没；而如果选择过大，则使

算法的复杂度增加。在实际的红外图像中，要根

据先验知识来选择外窗口的大小。

１．２　背景预测原理

对于小目标来说，它本身除了灰度信息以外

很难找出别的特征（如形状特征和几何结构特征

等）。因此，用来检测、识别小目标的可用信息除

了目标本身的灰度信息外，必须采用目标周围背

景的灰度特征。对于在小目标检测中得到的图

像，假设其背景在一个小区域内不会有大的起伏，

而目标总是在其所在小区域里具有较突出的变

化。因此，可以认为，图像中的任何一点，如果是

属于背景中的点，那么其灰度值一定可以用周围

区域像素点的灰度值来预测，即其灰度值与周围

像素点的灰度值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对于属于目

标上的像素点，其灰度值与周围像素点的灰度值

相关性较差。这就是利用背景预测来检测小目标

的出发点。但是在实际情况下，整幅图像的背景

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相对较为复杂的，一般可以

划分为多个区域。背景预测的方法对于单一的背

景或同一区域背景的区域内部无疑是有效的，但

是对于背景中的一些强烈变化的情况则无能为

力，这种情况可以用以下方法解决。位于两种背

景区域交界处的像素，如果用它周围的所有像素

的灰度组合来进行预测往往是极不准确的，其结

果是在这些区域会产生大量的虚假目标，从而严

重影响虚警概率这一关键指标，或者为后续的识

别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将像素点周围背景的像

素点以该像素点为中心划分为４个区域，对应着

欧几里德空间的４个象限。这４个区域的背景预

测值为：

犢１（犿，狀）＝∑
犖－１

犾＝０
∑
犖－１

犽＝０

犠犼（犾，犽）犡（犿＋犾，狀＋犽）

犢２（犿，狀）＝∑
犖－１

犾＝０
∑
犖－１

犽＝０

犠犼（犾，犽）犡（犿－犾，狀＋犽）

犢３（犿，狀）＝∑
犖－１

犾＝０
∑
犖－１

犽＝０

犠犼（犾，犽）犡（犿－犾，狀－犽）

犢４（犿，狀）＝∑
犖－１

犾＝０
∑
犖－１

犽＝０

犠犼（犾，犽）犡（犿＋犾，狀－犽）

　　分别以４个象限的局部像素点对该点进行背

景预测，然后取其中的最大值作为最终的预测值：

犢（犿，狀）＝

ｍａｘ犢１（犿，狀），犢２（犿，狀），犢３（犿，狀），犢４（犿，狀｛ ｝）

（２）

　　以上预测算法的检测结果，其虚警概率有明

显改善，但是该算法的复杂性也相应地增加了很

多，运算时间明显减慢，不适合实时操作。实践证

明，在相对均匀的背景中，预测方法可以不必使用

上述算法，而直接进行预测。这样既降低了检测

结果的虚警概率，又使运算的速度提高了。在运

算过程中，究竟使用何种权值，可以进行自适应的

选择［６］。在预测点的周围进行估计，如果周围背

景点的差异大于一定阈值，则使用上述方法进行

预测；否则，就使用常规方法进行预测。

１．３　算法描述

１）对图像中任何点（狓０，狔０），以其为中心设

置一个固定大小为犔ｍａｘ×犔ｍａｘ的外窗口；

２）以点（狓０，狔０）为中心选择一系列大小为

（２犾＋１）×（２犾＋１）内窗口，其中犾∈犔，犔＝｛犾｜（２犾

＋１）＜犔ｍａｘ｝，分别计算相应的内外窗口灰度均值

绝对差Δ犇犾；

３）计算最大值Δ犇ｍａｘ＝ｍａｘ
犾∈犔

｛Δ犇犾｝，用Δ犇ｍａｘ

代替点（狓０，狔０）的值，依次处理整幅图像所有像素

点，得到灰度均值绝对差最大值图，该结果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目标和背景之间的灰度差异；

４）对步骤３）中得到的滤波结果图像，采用自

适应背景预测算法进行估计，得到背景图像；

５）将原始图像与背景图像作相减运算，得到

差图像；

６）设定阈值，得到分割目标。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将上述方法在 ＰＣ（ＰＣ机的配置为 ＤＥＬＬ

ＧＸ２６０Ｐ４／２．２６Ｇ５１２ＳＤＲ）上对２００幅实际拍

摄的自然景物图像进行实验分析。下面选择了４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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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典型的红外小目标图像（１７２像素×１９６像素）：

简单天空背景、强光下的天空背景、复杂天空背景

和复杂地面背景。在均值反差滤波过程中，选择

犔ｍａｘ＝９（因目标尺才一般不大于８像素×８像

素）。在背景预测过程中，预测窗口选为７像素×

７像素。分割阈值犜犎 选为：

犜犎 ＝Ａｖｇ＋犽Ｓｔｄ

式中，Ａｖｇ为图像的均值；Ｓｔｄ为均方差；犽为系

数，一般取１～３。

图２　原图像以及检测结果图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从滤波结果图以及背景预测后分割结果图可

以看出，均值反差法滤波后目标信号都得到较大

增强，而背景信号得到抑制，目标也能够准确地被

检测，虚警概率较低。

为了能够形象地反映出滤波后信噪比的提

高，图３给出了图２中复杂地面背景图像在经过

均值反差滤波前后的三维投影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滤波前的目标湮没在了背景中，而滤波后的目

图３　三维投影图

Ｆｉｇ．３　３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ｇｕｒｅ

标得到了加强，信噪比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对于小目标检测问题，检测结果既有可能正

确———目标识别为目标、背景识别为背景，也有可

能出错———目标被识别为背景（漏检）、背景被识

别为目标（虚警）。其中，检测概率和虚警概率是

目标检测中最重要的参数，检测概率和虚警概率

的关系可以用ＲＯ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曲线形象地表达出来。以检测概率为纵轴，

虚警概率为横轴作图，所得曲线就是ＲＯＣ曲线。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均值反差法的性能，和中值对

比度算法［７］、多重滤波法［８］等其他几种检测方法

作了比较。图４给出了三种目标检测算法的

ＲＯＣ曲线图。

图４　三种目标检测算法的ＲＯＣ性能曲线图

Ｆｉｇ．４　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ｏｆ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同的虚警概率下，进行红

外小目标检测时，均值反差法得到的检测概率较

其他两种方法要高。因此，本文采用均值反差法

作为滤波方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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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英文版）》征稿启事

本刊欢迎以下相关领域的英文稿件：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球动力学　　　·物理大地测量　　　·全球定位系统

·大地测量 ·工程测量 ·遥感 ·摄影测量

·测绘仪器 ·地图学 ·图形图像学

来稿一式两份，附３００字以内的摘要并有关键词；参考文献著录内容齐全，格式符合有关标准，并按引

用的先后顺序于文中标出；基金资助论文应注明基金名称、项目编号。

来稿将由本刊组织的同行专家评议、审查。

所有来稿文责自负，不准一稿多投。一经投稿，视为作者授权编辑部可作必要文字加工。对于投稿３

个月后无答复的稿件，作者可以查询。

投稿地址：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武汉大学期刊社信息科学学报编辑部，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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