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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导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图像金字塔光流的角点特征跟踪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不同运动幅

度和运动方式下的检测跟踪性能较好，能够有效地应用于长序列图像的特征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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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检测与跟踪是基于连续图像序列的运动

结构重建问题［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ＳＦＭ）

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技术环节，在航空航天、移

动机器人定位、移动量测、交通等领域有着广泛的

应用。图像特征的定义及检测方法多种多样，其

中最常用的是角点特征［２］。基于梯度光流的角点

跟踪方法实现起来相对简单，计算复杂度较低，而

且能够得到相当精确的跟踪，如ＬＫ方法
［３］。然

而，该类方法在应用中也有局限性，如仅适用于小

图像运动［４］，要求相邻图像间的目标运动小于１

个像素。本文方法基于图像金字塔的分层结构与

多分辨率特征，使得特征跟踪窗口尺寸能够在不

同级别的图像分辨率层次上动态扩展。

１　角点特征检测

对三维重建应用而言，角点是图像的一个重

要的局部特征，它最小化了图像上重要的形状信

息［２］。在有图像噪声和区域变形的情况下，特征

跟踪考虑到图像上多方向强度（灰度）变化为一种

稳定的结构，设想围绕图像中的每个像素点来建

立某个小的窗口，使该窗口在不同方向上滑动一

个小的距离，并计算该窗口内所有像素强度变化

的平均值。如果在所有方向滑动时，窗口内的强

度变化都超过了某一门限值，那么该点即可视为

检测得到的待跟踪角点。

假设窗口滑动向量为犺＝（狌，狏）Ｔ，定义窗口

像素的灰度方差和ＳＳＤ作为滑动后强度变化的

度量（对彩色图像，首先进行灰度化处理）。对图

像上任一像素点狆＝（狓，狔）
Ｔ，则有：

ＳＳＤ（狆）＝∑
犠

‖犐（狆）－犐（狆＋犺）‖
２ （１）

对犐（狆＋犺）在狆点处作一阶泰勒展开近似：

犐（狆＋犺）＝犐（狆）＋犐狓狌＋犐狔狏 （２）

代入式（１）中并写成矢量形式可得：

ＳＳＤ（狆）＝∑
犠

‖犇犐犺‖
２
＝∑

犠

犺Ｔ犇Ｔ犐犇犐犺，

犇犐 ＝ （犐狓，犐狔）
Ｔ （３）

定义

犇＝∑
犠

犇Ｔ
犐犇犐 ＝

犃 犆［ ］
犆 犅

（４）

式中，犃＝∑
犠

犐狓
２；犅＝∑

犠

犐狔
２；犆＝∑

犠

犐狓犐狔。犃、

犅、犆可使用各种常用梯度算子从图像上计算得

到，本文使用Ｓｏｂｅｌ算子
［５］。ＳＳＤ表达式可简写

为：

ＳＳＤ（狆）＝犺
Ｔ犇犺 （５）

　　对于狀×狀方阵犕，可以看作是狀维欧氏空

间的线性变换，其特征矢量确定了缩放变换的方

向，而其特征值表征该方向上的缩放大小，即可以

根据犇 的特征值来确定图像强度变化的幅度。

若‖犺‖＝α，λ１、λ２为２×２方阵犇的两个特征值，

且λ１≤λ２，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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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２
λ１ ≤ＳＳＤ（狆）＝犺

Ｔ犇犺≤α
２
λ２ （６）

成立。由于犇 的特征值满足｜犇－λ犐｜＝０，可以

将式（４）代入得到：

λ１，２ ＝
犃＋犅± （犃＋犅）

２
－４（犃犅－犆

２
槡 ）

２

（７）

取犇矩阵对应的最小特征值λｍｉｎ＝ｍｉｎ（λ１，λ２）作

为该点处图像强度变化幅度的度量，并设定某个

阈值λ０，若λｍｉｎ＞λ０，则拾取该点成为检测得到的

候选角点；否则，舍弃该点，并继续判断过程。

检测得到所有候选角点之后，再进行非极大

值抑制（ＮＭＳ），即仅保留强度变化幅值局部最大

的点。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对上述候选角点在

其邻域（窗口）内进行最大值滤波，此时得到的角

点往往在图像局部的高纹理区域比较集中，并且

检测得到的角点数依赖于特征阈值的选取，并与

图像本身的纹理分布相关。为此，首先对所有像

素点上的最小特征值λｍｉｎ求最大值，给定某个小

的比例因子（１０－４～１０
－２）来确定特征阈值λ０；然

后根据各点上的幅值（λｍｉｎ）大小对所有候选角点

进行排序，并定义某个距离阈值犱０，依次使保留

下来的每一角点，以该点为中心、犱０ 为半径的圆

形区域内不再出现其他幅值更大的候选角点。这

样，在保证选取最为健壮的角点和角点选择的整

体均匀性之间进行了折衷，使较大场景范围内的

角点都能被检测得到。

基于梯度算子的灰度差分运算仅将检测得到

的角点定位到整数像素级，为了获得更高的角点

定位精度，采用双线性插值方法对上述角点坐标

进一步求精直至亚像素级。

２　基于图像金字塔光流的角点跟踪

　　设狋时刻图像上一点狓（狓，狔）处的灰度值为

犐（狓，狔，狋）。狋＋Δ狋时刻（Δ狋→０），（狓，狔）点运动到新

位置（狓＋Δ狓，狔＋Δ狔），可以认为以点狓为中心的

较小图像窗口狑 经过了某种几何变换后在狋＋Δ狋

时刻灰度保持不变，即

犐（狓，狋）＝犐（δ（狓），狋＋Δ狋） （８）

其中，

δ（狓）＝犇狓＋犱 （９）

表示该几何变形；犇＝
犱狓狓 犱狓狔

犱狔狓 犱
［ ］

狔狔

为变形矩阵；犱

是特征窗口狑 中心的平移量，犇中各元素分别为

平移量犱沿狓、狔方向的二阶偏导数。当给定连

续图像序列中相邻两帧图像和某个犖×犖 特征

窗口狑 后，求出以上６个几何变形参数，也就完

成了该点的一步跟踪。

该方法的计算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征窗

口狑的大小、图像目标的纹理以及物体运动的速

度。特征窗口较小时，窗口内图像运动变化也较

小，变形矩阵犇的计算很不可靠；特征窗口过大，

则有悖于图像灰度一致性假设。在通常情况下，

一般假设角点运动δ是简单的平移运动，即δ＝

犱，犇＝０，此时点特征跟踪转化为点光流的计算问

题［６］。Ｔｏｍａｓｉ的实验结果表明
［７］，这样的假设能

得到较高的稳定性和计算精度。尽管如此，当图

像间存在较大运动（速度）或特征窗口过大时，图

像灰度一致性假设往往很难成立。

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到图像噪声的影响，本

文实现了一种基于图像金字塔的角点梯度光流计

算方法对图像序列中的角点特征进行亚像素级跟

踪。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构造图像序列的一个金

字塔（图１），金字塔表示中较高的层是下层平滑

后的下采样形式，原始图像层数等于零。当图像

分解到一定的层后，相邻帧间图像运动量将变得

足够小，满足光流计算的约束条件，可以直接进行

光流估计。在实际计算时，由高层到低层进行，当

某一级的光流增量计算出来后，将加到其初始值

上，再进行投影重建，作为其下一层的光流计算初

值。这一过程不断进行，直至估计出原始图像的

光流。

图１　图像序列金字塔

Ｆｉｇ．１　Ｐｙｒａｍｉｄ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设犐０为原始图像（狑×犺）的灰度表示，位于金

字塔的第０层，并依次生成狀层高斯图像金字塔

的第１，２，…，狀－１层，分别表示为犐１，犐２，…，

犐狀－１。对其中的第犔（０＜犔≤狀－１）层图像，其灰

度计算公式为：

犐犔（狓，狔）＝
１

４
犐犔－１（２狓，２狔）＋

１

８
［犐犔－１（２狓＋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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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狔）＋犐
犔－１（２狓－１，２狔）＋犐

犔－１（２狓，２狔＋１）＋

　犐
犔－１（２狓，２狔－１）］＋

１

１６
［犐犔－１（２狓＋１，２狔＋１）＋

　犐
犔－１（２狓－１，２狔＋１）＋犐

犔－１（２狓＋１，２狔－１）＋

　犐
犔－１（２狓－１，２狔－１）］ （１０）

且狓、狔仅定义在以下范围：

０≤狓≤
１

２犔
狑－１，０≤狔≤

１

２犔
犺－１ （１１）

　　对原始图像犐
０中的特征点狓（狓，狔），有犔层

图像犐犔中的狓犔（狓犔，狔
犔）与之对应，其中狓犔＝狓／

２犔。依据由粗至精的计算方式，较高层上的误差

将不断地向较低层传播和放大。因此，在进行基

于分层结构的光流计算时，分解层数不能太多。

一般地，３≤犖≤５。此外，犖 的选择与最大期望的

图像间光流犱Ｆｉｎａｌ有关：

犱Ｆｉｎａｌ＝ （２
犖
－１）犱ｍａｘ （１２）

式中，犱ｍａｘ＝１为经典的梯度光流计算方法所允许

的图像间最大光流位移。

对于给定的两幅连续图像犐（狓，狔）、犑（狓，狔），

特征跟踪的目标是找到犐（狓，狔）上一点狌＝（狌狓，

狌狔），在犑（狓，狔）上对应具有相似图像强度的另一

点狌＋犱＝（狌狓＋犱狓，狌狔＋犱狔），其中犱为狌点的平

移量。将光流定义为使不同时刻图像区域之间产

生最佳拟合的位移［８］，以狌点为中心，在犐（狓，狔）、

犑（狓，狔）分别建立（２狑狓＋１，２狑狔＋１）的对应区域

窗口，并假设对应窗口内的像素具有相同的运动

位移矢量犱。考虑到噪声干扰，定义窗口内像素

的灰度方差和跟踪残差犈（犱）：

犈（犱）＝犈（犱狓，犱狔）＝ ∑

狌狓＋狑狓

狓＝狌狓－狑狓

∑

狌
狔
＋狑
狔

狔＝狌狔－狑狔

（犐（狓，狔）－

犑（狓＋犱狓，狔＋犱狔））
２ （１３）

　　对位移矢量犱求偏导并令其为０。其中，犑（狓

＋犱狓，狔＋犱狔）在犱＝０处进行一阶泰勒展开近似，

灰度时间微分犐狋＝犐（狓，狔）－犑（狓，狔），定义空间梯

度矩阵：

犌＝ ∑

狌狓＋狑狓

狓＝狌狓－狑狓

∑

狌
狔
＋狑
狔

狔＝狌狔－狑狔

犐狓
２ 犐狓犐狔

犐狓犐狔 犐狔
［ ］２ （１４）

并设矢量犫（误匹配矢量）为：

犫＝ ∑

狌狓＋狑狓

狓＝狌狓－狑狓

∑

狌
狔
＋狑
狔

狔＝狌狔－狑狔

犐狓犐狋

犐狔犐
［ ］

狋

（１５）

则有最优的犱矢量解为：

犱ｏｐｔ＝犌
－１犫 （１６）

式（１６）即ＬｕｃａｓＫａｎａｄｅ光流方程。上述犱ｏｐｔ是

理论上的最优估计，实际的求解过程中需要迭代

进行。这里使用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优化方法对平

移量求精，设η犽＝犌
－１犫犽为第犽次迭代时估计的平

移量，最小化残差犈（犱）为：

犱０ ＝０

犱犽 ＝犱犽－１＋η犽（犽≥１
｛ ）

（１７）

　　对图像序列金字塔同一层级犔上的相邻两

幅图像犐犔（狓，狔）、犑
犔（狓，狔），其跟踪残差函数定义

为：

犈犔（犱犔）＝ ∑

狌狓＋狑狓

狓＝狌狓－狑狓

∑

狌
狔
＋狑
狔

狔＝狌狔－狑狔

（犐犔（狓，狔）－

犑犔（狓＋犱
犔
狓 ＋犵

犔
狓，狔＋犱

犔
狔 ＋犵

犔
狔））

２ （１８）

式中，犵
犔为犔 层对应的初始光流猜测值，由犖－１

（顶层）到犔＋１层递推计算得到。最顶层的初始

光流猜测值犵
犖－１＝０，犱犔为犔 层计算得到的光流

结果，上下层间的光流计算传递过程为：

犵
犖－１
＝０

犵
犔－１
＝２（犵

犔
＋犱

犔）
（１９）

上述递推过程自顶向下进行，直到第０层计算完

毕并得到最终的光流计算结果：

犱＝犵
０
＋犱

０
＝∑

犖－１

犔＝０

２犔犱犔 （２０）

３　实验及结果

图２给出了真实视频图像序列角点检测与跟

踪结果。图像序列从ｒｍ格式的视频流媒体连续

抽取得到，序列长度３６帧，每帧图像大小为３８４

像素×２８８像素。观察该序列可知，相邻帧间的

图像运动形式复杂、运动幅度大，且图像噪声较为

明显，因而具有算法检验的典型性。图２（ａ）为初

始帧（帧号０）上的角点检测结果，所有角点自动

检测得到，并去除了远景和容易产生背景遮挡的

点；图２（ｂ）为结束帧（帧号３５）上的角点跟踪结

果。对照图２（ａ）、２（ｂ）中的角点位置分布可知，

大部分的点在整个图像序列内都得到了正确的跟

踪，人物头部（ｈｐ点）的非刚性运动也能够很好地

适应，而其中 ｍｐ点的跟踪明显有误。进一步分

析后发现，该点本身不存在显著的纹理特征，但由

于其位于船身边缘，且该区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图

图２　角点检测与跟踪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ｒＰｏｉ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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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锯齿化现象，因而被检测为角点。对这类伪角

点，在相邻图像间存在较大幅度的运动或者亮度

变化时，基于梯度光流的特征跟踪失误往往难以

避免。

图３（ａ）、３（ｂ）分别给出了０～１帧、３４～３５帧

图像间的角点特征位移场，也称作稀疏光流场。

图３（ａ）、３（ｂ）中的最大特征位移分别为４．９６像

素、５．１像素，平均位移大小在３～４像素左右。

由此可见，本方法能够很好地适应图像间较大幅

度的运动。此外，该方法在基于３ＤＭＡＸ软件生

成和数控导轨平台获取得到的连续图像序列上也

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在不同运动幅度和运动

方式下的检测跟踪性能较好，能够有效地应用于

长序列图像的特征跟踪。

图３　角点特征位移场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ｒｎｅ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对于此类角点检测与跟踪算法的精度，目前

都难以定量评价［２］。由于这里光流计算的基本原

理仍是基于ＬＫ方法，在跟踪无误的情况下，有理

由认为具有相近的亚像素级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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