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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型特征提取的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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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计算机学院，武汉市鲁磨路３８８号，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在对实时视频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算法———弹性松弛袋算法来对车辆的最显著的特

征———车长进行提取。在利用弹性松弛袋算法提取车长特征的同时，确定了关键帧图像，对车辆存在进行了

判定。并为了提高车长提取精度，给出了弹性追尾算法以实现对弹性松弛袋算法的改进。实验表明，弹性松

弛袋算法具有良好的统计特性，能够有效地提取视频的关键帧，而且提取车长特征准确、灵敏，能够满足系统

的实时性要求，可应用到图像识别的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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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随着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一种通过

基于视频图像处理的方式获取交通流数据的采集

系统视频交通流信息采集系统（ｖｉｄｅｏｂａｓｅｄ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ｌ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ＢＴ

ＦＩＣＳ）
［１５］，近年来获得飞速发展，它是计算机技术、

图像处理技术、模式识别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该系

统不需破坏路面，只需在路面上方或侧方架设一

部摄像机，将交通视频图像输入系统，提取出需要

的交通流信息，同时现场图像视频信号也可为电

视监控所共用，有望取代传统检测器成为现代智

能交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

外出现了各种基于图像视频流的定量分析方

法［６８］。车型特征的提取存在关键帧选取［５］、特征

参数析取等诸多难题［６７］，本文在对视频过程分析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弹性松驰袋算法，算法原理

简单，通过实验表明算法能有效地提取车长等重

要特征参数并能准确地进行车辆计数。

１　定　义

定义１　列投影。先求得图片的某一列上的

黑色（白色）像素点的个数ｃｏｕｎｔ，然后从该列的

底端开始向上数，设置第ｃｏｕｎｔ个像素值为黑色

（白色）。

定义２　列投影图。将给定的一幅图片上的

每一列进行列投影后所得到的图片。

２　弹性松弛袋算法

为了标定车长，在图像处理窗口中设定两个

标杆，两个标杆用一弹簧相连。当有车通过这两

标杆时，一根标杆不动，另一标杆随车头向前推

进。当车尾经过不动的标杆时，即可标定车长。

当车长标定后，两个标杆在弹簧的作用下，又回到

一起，形象化地称此算法为弹性松弛袋算法。

２．１　车辆驶入、驶离过程分析

图１截取自一辆车从摄像区域外驶入摄像区

域到驶离摄像区域的帧差图像以及按列投影图

像。其中每幅图片的左半部分是利用当前帧与建

模得到的背景帧进行帧差后得到的结果，右半部

分是帧差图像的按列投影图（为观察方便，图中只

显示了每列投影的最高点，即设置第ｃｏｕｎｔ像素

值为黑色）。

从上面的这一组图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

车辆的驶入与驶离过程中按列投影图的显著变

化。依此，提出一个新算法对车辆是否存在进行

判定并对车型特征进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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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试验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２　弹性松弛袋算法

输入：视频当前图片与利用多高斯模型建立

的背景图片之差，即帧差图像。

输出：提取出的车长。

算法处理过程如下。

１）在当前背景图像的右边建立两根竖线。

一根作为车辆的最右侧判断依据（记作ＴＡＧ１），

一根作为车辆的左侧判定依据（记作ＴＡＧ２），如

图２所示。

图２　弹性松弛袋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Ｂａ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当检查到车辆进入（即右侧的按列投影发

生急剧变化，所在列的像素个数大于给定阈值

ｄｅｌｔａ犃）时，只要 ＴＡＧ１始终处于剧烈变化块中

（ＴＡＧ１所在列的像素数大于ｄｅｌｔａ犃），ＴＡＧ２便

跟随着急剧变化块往左推进。

３）不再往前推进的结束条件是：前一帧的图

片按列投影中，ＴＡＧ１仍在剧烈变化块内部，而后

一帧ＴＡＧ１不在。

４）在满足上述条件时，ＴＡＧ１和ＴＡＧ２所标

志的长度就是车长。

５）在步骤４）处理解决后，对提取的车长ｗｉｄ

作处理，即如果ｗｉｄ满足一定的规定要求，可以作

出检测到某一类型车的判定，否则，当作无用噪点

的影响，直接丢弃。

６）使ＴＡＧ１和ＴＡＧ２归位，跳到步骤２）。

求得满足条件的车长后，即可根据一定的标

准对车型进行分类。

图３显示了部分抓取的过程与结果（每６０帧

选取一帧）。

实验表明，上述算法具有很好的灵敏性、有效

性，准确率较高，并且只要适当地设置长度阈值，

就可以针对不同的物体进行识别，如人体、机动车

辆等。

此外，由于本算法是对于视频流的整个过程

进行处理和统计，所以算法具有累计特性，并且通

过本算法提取出的车辆长度的那一帧正是特征提

取的关键帧。此关键帧较其他帧提供更为丰富的

图像特征。

３　对弹性松弛袋算法的改进———追

尾算法

　　虽然上述算法可以有效地求得车型的显著特

征———车长，但是它还不是很精确。因为在判定

６５１１



　第３４卷第１０期 戴光明等：一种车型特征提取的新算法

图３　试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的结束条件———“前一帧 ＴＡＧ１仍处在车体块

中，而后一帧不在”中，假设选取的帧中车辆运动

是连续的。

但是，由于摄像机拍摄和视频处理都是对实

际连续过程的一个采样过程，真正的连续是不可

能的（也就是摄像机本身拍摄在时间上的跳跃

性），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局部调整。

局部调整算法主要应用在上述算法的步骤

４）。即当如下条件满足时，在上一帧图片内

ＴＡＧ１处在车型块中，而在当前帧中ＴＡＧ１没有

处在车型块中时，可以从投影图片图４的右侧开

始往左侧寻找真正的车右边界位置ＣａｒＴａｉｌ，然后

继续往左寻找车左侧位置ＣａｒＨｅａｄ，则ＣａｒＴａｉｌ

与ＣａｒＨｅａｄ之差即为消除误差的车长。

图４　投影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ｒａｗｉｎｇ

流程图如图５所示。其中ｐｒｅｖＷｉｄｔｈ为在前

一帧上侦测到的车长，ｃｕｒＷｉｄｔｈ为在当前帧上侦

测到的车长，ｍｉｎＷｉｄｔｈ为系统设定的认为是车的

最小车长，ｂＴａｇ为标志变量，ｃａｒＮｕｍ 为记录车

辆个数的变元。一般情况下，ｍｉｎＷｉｄｔｈ为７０，可

以根据实际位置调整。

４　实验结果

为了测试算法的效果，在学校附近７０９终点

站旁、丰怡苑门口、仪表厂门口采集了多段视频。

系统运行的主要环境为：ＣＰＵ主频为 ＡＭＤ３２００

图５　车辆计数与分类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２．０１ＧＨｚ、内存大小为１Ｇ的ＰＣ机，同时配以

“天敏视讯 ＳＤＫ２０００”图像采集卡和一个松下

ＣｏｌｏｒＣＣＴＶ牌的ＣＣＤ 摄像头用于采集视频图

像。图像的分辨率为３５２像素×２８８像素。

首先，从视频中采集一些样本，分析这些样本

的分布情况，通过统计学习设定分类标准。本文

通过弹性松弛袋算法提取了２４６辆车的长度值，

其中面包车有４３辆、公交车２１辆、的士１５６辆、

小型货车２６辆。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不同类型

车之间有着较明显的长度差异。本文总结出如

表１的分类标准。

然后利用弹性松驰袋算法对两段视频录像进

７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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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车辆计数和车型识别，将其结果与人工处理 结果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如表２、表３所示。

表１　部分车型的分类标准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Ｓｏｍ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公交车 小型货车 面包车 的士

长度特征狓范围 ４００≤狓＜１０００ ２７０≤狓＜４００ １８０≤狓＜２７０ １１０≤狓＜１８０

表２　车辆计数统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

测试实例
人工记录的

车辆数

系统统计的

车辆数
误差率

实例１视频１ ４８ ５２ ８．３３％

实例２视频２ ３７ ４０ ８．１１％

表３　车型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Ｋｉｎｄｓ

车型类别
公交车 小型货车 面包车 的士

人工 实验 人工 实验 人工 实验 人工 实验

实例１ １４ １４ ８ ９ １０ １２ １６ １７

实例２ ７ ７ ５ ５ １３ １５ １２ １３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统计的结果达到了实

际应用的要求。误差主要是由１）建立的背景不

理想，含有噪点；２）车辆不是在一个单向的车道

上，由于相向车辆的相互影响等两个方面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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