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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柯西分布的光照模型（ｓｈａ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Ｍ）变化检测方法。在一种快速动态背景

图像初始化的基础上，建立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统计背景模型；基于使用统计假设检验方法检测变化区域的结果，利

用ＹＣｂＣｒ颜色空间的亮度、颜色信息，识别和消除视频序列图像中的阴影和反光等。试验表明，该文所提出

的方法可以承受整体或局部的、缓慢或突然的背景光线变化，以及由场景背景中小的背景扰动、阴影或反光导

致的噪声，可以较精确地检测背景目标，改善了ＳＭ方法在较暗区域的目标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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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智能视觉监控系统中，用于动态场

景分析的运动目标检测是基于图像序列的变化检

测。其中，光照模型（ＳＭ）技术
［１］是一种主要针对

时变光照情况的变化检测方法。然而，目前大多

数基于ＳＭ的方法通常都是采用图像强度比值或

图像强度和的比值来描述一个区域的结构特征，

这意味着它们可能在较暗的区域或缺乏丰富纹理

的区域性能变差［２］。为了改进这些不足，许多学

者对ＳＭ方法进行了改进
［２４］。

在变化检测的背景场景建模中，比较典型的

方法是利用单个Ｇａｕｓｓｉａｎ分布
［５］或混合Ｇａｕｓｓｉ

ａｎ分布
［６］对每个像素的图像强度的分布特征进

行建模；另一种方法是利用非参数估计［７］获得统

计背景模型。这些方法可以较成功地处理复杂背

景，但无法适应快速光照变化和很好地处理阴影。

同时，一些非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的背景模型方法也被采

用。在文献［８］中，一个单宽度参数的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分布被用来对背景进行建模，但未能给出运动目

标的检测结果。在ＳＭ 方法和基于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算

法的启发下，笔者［９］提出，在场景背景图像中，两

帧差分背景图像的每个对应像素点之间的图像强

度差分值的比值分布可以很好地用柯西分布建

模。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柯西分布的ＳＭ变

化检测算法。

１　背景建模

１．１　背景初始化

在实际监视过程中，通常很难获取足够长的

不出现任何背景目标的视频图像片断。为此，本

文首先采集犖 帧图像｛犐１，犐２，…，犐犖｝（通常为１０

～３０ｓ），然后统计图像中每个像素点狓处的各个

颜色通道强度值犐犮（狓）的直方图，犮分别取犢、犆犫

和犆狉。由于在背景建模时，犢、犆犫 和犆狉 三个通道

的操作相同，为了简洁，以下过程均省略上标犮。

取各颜色通道直方图中具有最大冗余度的强

度值犐（狓）作为初始背景像素值的候选值，将犐（狓）

与以像素点狓为中心的犽×犽小邻域Ω狓的所有像

素点图像强度犐（狓）∈Ω狓的均值μ狓进行比较，犽取

３或５。若｜犐（狓）－μ狓｜!３δ狓（δ狓为该小邻域图像

强度的方差），则将犐（狓）作为该点的初始背景的

像素值犐ＢＧ（狓）；否则，选取次最大冗余度的强度

值再作判断，以选取满足条件的初始背景的像素

值，建立一个初始背景图像犐ＢＧ。

视频图像序列中，任意像素狓的图像强度犐犻

（狓）∈｛犐１（狓），犐２（狓），…，犐犖（狓）｝可以作为一个

独立的统计过程建模，其强度值的分布符合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分布
［５］。对于每个像素点，分别计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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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犆犫 和犆狉通道的犖 个样本的加权均值μ（狓）和

方差δ（狓），建立初始化统计背景模型：

μ（狓）＝ ［∑
犖

犻＝１

ω犻（狓）·犐犻（狓）］／∑
犖

犻＝１

ω犻（狓） （１）

δ
２（狓）＝ ｛∑

犖

犻＝１

ω犻（狓）·［犐犻（狓）－μ（狓）］
２｝／

［（犖－１）／犖·∑
犖

犻＝１

ω犻（狓）］ （２）

式中，

ω犻（狓）＝ｅｘｐ（［犐犻（狓）－犐ＢＧ（狓）］
２／（－２·^δ

２））

（３）

式中，^δ为标准偏差，本文取为２。在长期的监视

过程中，场景背景会因光照、场景内容的改变而发

生变化。为了适应这些变化，背景模型就要随着

背景场景的变化而更新。背景更新是建立在兴趣

区域检测结果的基础之上的。每隔犽帧之后，对

背景图像犐ＢＧ和统计背景模型的参数均值μ（狓）、

方差δ（狓）进行更新。

１．２　背景像素图像比值的统计分布

假定一个完全静止场景中的任意一个像素强

度值的图像噪声可以用一个标准正态分布犖（０，

１）表示，则该背景图像中任意像素的强度随时间

的变化可以用一个正态分布犖（μ，δ
２）建模［４］。

设犐狋（狓）为第狋帧图像中的任意背景像素点

狓的强度值，据文献［７］可知，犐狋（狓）服从均值为

μ（狓）、方差为δ（狓）的Ｇａｕｓｓｉａｎ分布，即犐狋（狓）～

Ν（μ（狓），δ（狓）
２）。对犐狋（狓）进行归一化得：

犐^狋（狓）＝
犐狋（狓）－μ（狓）

δ（狓）
（４）

则犐狋（狓）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犖（０，１）。设犐^犿（狓）、

犐^狀（狓）为在像素狓处归一化的任意两帧图像强度

值，犿、狀指不同帧的图像。若狉（狓）＝^犐犿（狓）／

犐^狀（狓），则当像素狓在第犿 帧和第狀帧都为背景

像素时，根据文献［９］，则狉（狓）的分布服从一个标

准柯西分布，即狉（狓）～犆（１，０），其概率密度函数

（ｐｄｆ）为：

狆（狉（狓））＝
１

π
· １

１＋狉（狓）
２

（５）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能够处理较暗或全黑的

区域，即像素强度很小、甚至为０的区域，在计算

狉（狓）时，在分子、分母同时加１。同时，为了使背

景像素比值的统计模型对噪声更加鲁棒，且不失

一般性，设狉（狓）的分布服从一个位置参数为

狋（狓）、尺度参数为λ（狓）的柯西分布，其ｐｄｆ为：

狆（狉（狓））＝
１

π
· λ（狓）

λ（狓）
２
＋［狉（狓）－狋（狓）］

２
（６）

１．３　柯西分布模型参数的估计

每一像素点处背景像素比值的柯西分布模型

参数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１０］估计，模型参数可

以离线估计，也可以通过在线迭代确定。

若｛狉１（狓），狉２（狓），…，狉狀（狓）｝是从像素点狓处

独立选取的犜 帧背景像素强度比值的样本集，则

其似然函数为：

犔（狓）＝∏
犜

犽＝１

λ（狓）

π［λ（狓）
２
＋（狉犽（狓）－狋（狓））

２｛ ｝］
（７）

　　首先对式（７）的等式两边取对数，然后分别对

狋和λ求一阶偏导。根据最大似然估计原理，可

得：

∑
犜

犽＝１

狉犽（狓）－^狋（狓）

λ^（狓）
２
＋［狉犽（狓）－^狋（狓）］

２ ＝０ （８）

∑
犜

犽＝１

λ^（狓）

λ^（狓）
２
＋［狉犽（狓）－^狋（狓）］

２ ＝
１

２
犜 （９）

式（８）和式（９）是高阶多项式，可用 Ｎｅｗｔｏｎ

Ｒａｐｈｓｏｎ迭代法
［１１］解出狋^（狓）和λ^（狓）。

在Ｌｏｂｂｙ图像序列前３００帧图像序列中，一

个背景像素每相邻两帧间的色彩强度比值使用

ＹＣｂＣｒ颜色空间的直方图的例子，如图１所示。

图１（ａ）显示了一帧Ｌｏｂｂｙ图像和所选择的像素

位置（白色＋），图１（ｂ）、１（ｃ）和１（ｄ）分别是所选

像素位置处犢、犆犫 和犆狉 的直方图。深色是柯西

分布的ｐｄｆ，浅色是Ｇａｕｓｓｉａｎ分布。对于背景像素

强度比值的时域变化，柯西分布（深色）的建模效

果比Ｇａｕｓｓｉａｎ分布（浅色）好。背景图像中，每个

背景像素点狓的像素强度比值的时域变化都用

一个对应的柯西分布犆（狋（狓），λ（狓））建模。对于

图１　一个背景像素每相邻两帧间的ＹＣｂＣｒ彩色强度比值的直方图及拟合的Ｇａｕｓｓｉａｎ和Ｃａｕｃｈｙ分布

Ｆｉｇ．１　Ｏｎ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Ｏｎ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Ｐｉｘｅｌ’ｓＹＣｂＣｒＣｏｌ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ｃｈＴｗｏ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Ｆｒａ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ｉｔｔｅｄ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ｏｒＣａｕｃｈ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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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图像，每个颜色通道具有相应的狋（狓）和

λ（狓）参数。

２　变化检测

本文采用统计假设检验方法来判定给定的像

素点狓是否发生变化。原假设犎０ 定义为在像素

点狓处没有发生变化，其图像强度比值分布符合

柯西分布。

若｛狉狋（狓１），狉狋（狓２），…，狉狋（狓犖）｝是在第狋帧图

像中以像素狓犻 为中心的邻域Ω狓 中犖 个像素强

度的比值，假定在狓犻 的邻域内没有结构性变化，

则它们的值与狉狋（狓犻）相等或近似相等
［１］，因此，为

了减小噪声的影响，利用狓犻及其邻域像素的图像

强度比值的ｐｄｆ值的均值作为狓犻点Ｃａｕｃｈｙ分布

的条件ｐｄｆ的观测值：

狆（狓犻 犎０）＝
１

犖
·∑

犖

犻＝１

犓（狉狋（狓犻）） （１０）

这里，犎０ 是没有变化的原假设；犓（狉狋（狓犻））用式

（６）计算。

对于彩色图像，为了简化计算，假定不同颜色

通道间独立，则其ｐｄｆ为：

狆（狉狋（狓犻）犎０）＝∏
３

犮＝１

［１
犖
·∑

犖

犻＝１

犓（狉犮狋（狓犻））］

（１１）

式中，犮的取值分别表示犢、犆犫 和犆狉通道。

根据每个像素点的概率估计，若狆（狉狋（狓犻）｜

犎０）＜狋，则该像素为变化像素，狋是针对整个图像

的全局阈值，它可以根据期望的误警率进行计算

调整［１２］。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来源背景图像像素

的概率，较精确的估计可以根据邻近时间内和相

邻像素的信息获得。为了实现对不同背景变化鲁

棒的变化检测，同时计算每个像素点的相邻帧间

和当前帧与背景图像间的强度比值的Ｃａｕｃｈｙ分

布概率狆１（狉狋（狓犻）｜犎０）和狆２（狉狋（狓犻）｜犎０），若

狆１（狉狋（狓犻）｜犎０）＜狋１，且狆２（狉狋（狓犻）｜犎０）＜狋２，则认

为像素狓犻为变化像素。

３　阴影的识别和消除

运动目标检测与跟踪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

识别运动目标产生的阴影。目前的大多数算法都

基于假设阴影投射在物体表面时，仅降低该区域

图像的灰度，而其色度和纹理不改变或变化很

小［１３］。由淡的阴影造成的轻微光照变化而产生

的图像色度变化很小，这样，淡的阴影图像像素与

背景图像像素的色度比值与阴影覆盖前相比变化

很小，因此，基于ＳＭ的方法比其他方法对阴影产

生的光照变化的影响较为鲁棒。然而，基于ＳＭ

的方法在使用较高阈值去除阴影区域时，运动目

标区域常会产生破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

采用了一种两级阈值的阴影检测方法。首先使用

低阈值检测出所有的变化区域犚犮；然后用高阈值

检测出可靠的运动目标核心区域犚犽；最后利用基

于ＹＣｂＣｒ空间的颜色分析方法识别和去除候选

区域中的阴影等。

若任意背景像素狓 无阴影时的正常值为

犐（犢（狓），犆犫（狓），犆狉（狓）），在第狋帧时，被阴影或反

光（高光）覆盖的观测值为犐（犢狋（狓），犆犫狋（狓），

犆狉狋（狓））。发现有阴影时，观测值犢狋（狓）比正常值

犢（狓）小一个值域范围；出现反光时，则大一个值

域范围。

在确定所有的犚犮和犚犽后，则候选阴影区域

犛犮＝犚犮－犚犽。在犛犮中，阴影像素点可根据以下规

则确定：

ａｒｇｍｉｎ
狔∈犛犮

犢狋（狔）

犢（狔（ ）） ＜犢狋
（狓）

犢（狓）
＜１，且

狘犢狋（狓）／犢（狓）－μ犢狘＜τ·δ犢

ε１ ＜
犆犫狋（狓）

犆犫（狓）
－μ犆犫 ＜ε２

·δ犆犫

γ１ ＜
犆狉狋（狓）

犆狉（狓）
－μ犆狉 ＜γ２

·δ犆狉

这里，μ犻和δ犻是背景区域像素犢、犆犫 和犆狉 三个通

道的图像强度比值的均值和方差；τ、ε１、ε２和γ１、γ２

分别为试验选定的常数，它们与对应通道的方差

δ犻组成各通道的阈值。以确定的阴影像素点为阴

影种子点，采用基于犽个最近邻域
［１４］的聚类分析

方法来确定犛犮中剩余的阴影点，犽取３或５。对

于反光像素点的确定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去除

阴影和反光像素后，犛犮变成犛＇犮。最后，运动目标

区域为犚＇犮＝犚犽∪犛＇犮。

４　试验结果

在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ｌＰｅｎｔｉｕｍＭ１．６Ｇ的计算机

上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来实现本文的算法。采用 Ｈａｌ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ＰＥＴＳ、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和Ｌｏｂｂｙ

［３］共４组不

同场景图像序列的测试数据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并与Ｌｉ等人和 ＭｏＧ算法的处理结果
［２］进行了比

较。在这些测试数据中，阴影、反光、光照变化和

低分辨率等都对背景目标的检测造成困难。

图２是一室内场景图像序列。在这一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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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背景检测的困难主要是由灯光引起的淡阴影

以及图中较暗区域带来的。试验结果表明，本文

提出的算法比其他算法对阴影的影响更加鲁棒，

在较暗区域也有较好的效果。即使没有进行滤波

处理，背景检测结果也较满意。

图３ 是 “Ｈａｌｌｍｏｎｉｔｏｒ”图像序列，其中，

图３（ａ）、３（ｂ）中最左边的一列为变化检测的结

果，中间的一列为检测的阴影区域，最右边的一列

为去除阴影后的运动目标区域。在这段图像中，

由于室内有多处灯光，且有时存在着一些随机的

闪烁变化，目标在运动时，既有投射阴影，也有自

身阴影，这些都对运动目标和阴影的检测带来了

很大困难。试验结果说明，利用本文算法取得了

较好的检测结果，阴影区域也被成功地去除，并保

留了运动目标的轮廓细节，获得了较准确的运动

目标图像区域。

图２　原始数据与 ＭｏＧ
［２］、Ｌｉ等

［２］和本文算法的检测结果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Ｇ
［２］，Ｌｉ

［２］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ａｎＯｆｆｉｃｅＳｃｅｎｅ

图３　室内视频图像数据的检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ＩｎｄｏｏｒＶｉｄｅｏＩｍａｇｅ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图４显示了本文算法对ＰＥＴＳ中户外测试数

据的目标检测和阴影去除的结果。在ＰＥＴＳ的原

始图像序列中，除了由于ＪＰＥＧ格式压缩引入的

噪声外，还存在车窗的反光和阴影、由云层移动引

起的光照变化以及植被枝叶摇动等背景噪声。图

４（ａ）、４（ｂ）中，最左边的一列为检测的变化区域，

中间的一列是原始数据和检测的阴影（白色）及反

光（白色）区域，最右边的一列为运动目标检测的

结果。图中，白色和黑色小汽车、行人周围的投射

阴影以及图中右下角黑色小汽车车窗上的反光均

被成功地检测和去除。

图４　本文算法对ＰＥＴＳ中户外测试数据的变化、阴影和目标检测结果

Ｆｉｇ．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ｈａｄｏｗｓ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ｆｏｒＯｕｔｄｏｏｒＤａｔａｉｎＰＥＴＳ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用于精确检测复杂固定

的背景场景中运动目标的ＳＭ方法。根据这种基

于柯西分布的方法，可以实现对光照变化和背景

扰动等背景变化较为鲁棒的建模，较精确地检测

背景目标，识别和去除阴影、反光，改善了ＳＭ 方

法在较暗区域的目标检测效果。在以后的研究

中，将进一步对柯西分布模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简化各个阈值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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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ＭＩＮＧＹｉｎｇ，Ｐｈ．Ｄ，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ｆｅｌｌｏｗ，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ｖｉｓｕａｌｓｕｒｖｅｉｌ

ｌａｎｃｅ，３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ｂｒｉｇｈｔｍ＠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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