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８期

２００９年８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５３１。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７２１００１）；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项目（ＮＣＥＴ０５０６２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９）０８０９０６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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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了一种适用于复杂交通场景的多层次背景模型，采用随机差影法来获取背景的候选像素，利用空

间统计与时间统计的方法确定背景及其可信度。结合目标跟踪结果以区域为单位进行背景更新并排除浅阴

影干扰，能在目标出现运动状态变化时快速地恢复背景，并且能够检测出场景中的部分静止目标。实验表明，

本算法能及时恢复真实背景，提高了目标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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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目标检测常用帧差法
［１］、背景差法［２］和

光流法［３］。帧差法难以提取完整的目标，而光流

法计算复杂度大，难以实时处理。背景生成最简

单的有图像时间平均，按照图像序列中出现频率

判别（中值滤波法）［４］，在道路繁忙时不能生成准

确的背景图像。为解决时间统计的多峰问题，文

献［５］用混合高斯模型及其改进生成和更新背景。

文献［６］从当前图像中剔除双差分运算得出运动

目标，统计余下图像而获得背景图像。文献［７］提

出自适应混合高斯模型来生成和更新背景。文献

［８］利用多帧图像均值及协方差矩阵构造特征矩

阵，并用主成份分析求初始背景。

１　背景的生成

１．１　目标背景模型的建立

由ＣＣＤ采集一段繁忙路段的视频，以犉（狋）

来表示时间狋的图像帧，犅（狋）来表示对应的图像

背景，犉（狓，狔，狋）和犅（狓，狔，狋）分别表示图像中的

某一点。

对图像中的每个像素，除其三个颜色分量外，

设置如下属性。

１）ｓｔａｔｕｓ∈｛０，１，２，３｝，表示当前像素是否目

标（０表示未知，１表示背景，２表示疑似背景，３表

示目标，默认值为０）。

２）ｃｒｅｄｉｔｓ∈［０，１，２，…，１００］，表示当前像素

背景值的可信程度，当ｓｔａｔｕｓ值非０时才有意义，

否则，需对其重新判断。

３）ｌａｙｅｒｓ∈［０，１，２，…］，表示当前像素的层

数，用于处理遮挡。

４）ｉｎｃｏｕｎｔ、ｄｅｃｏｕｎｔ、ｏｌｄｖａｌｕｅ三个变量分

别为增长计数器、减少计数器和像素变化前值，用

于判断是否进行背景更新。

对图像设置属性 ｍｅａｎｃ，表示本图像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像素颜色，它也有狉、犵、犫三个分量。

１．２　候选背景图像的生成

对于图像序列中在狋１与狋２时的两帧图像犉

（狋１）与犉（狋２），按式（１）来得到一个候选背景犅犖：

犅犖（狓，狔）＝

０， ｍａｘ（犉（狓，狔，狋１）犮－犉（狓，狔，狋２）犮 ）≥τ１

犉（狓，狔，狋１）＋犉（狓，狔，狋２）

２
， ｍａｘ（犉（狓，狔，狋１）犮－犉（狓，狔，狋２）犮 ）＜τ

烅

烄

烆 １

（１）

其中，犉（狓，狔，狋）犮表示犉（狓，狔，狋）的任一个颜色分 量。τ１表示一个阈值，当１０≤τ１≤２０时，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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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含有较少目标像素的背景，在本文中取１５。

对图像犅犖，去除两帧图像中不同的部分，保

留相同部分。如图１所示，为一段视频图像中第

３２帧与第３２０帧及其差分结果。

图像的ｍｅａｎｃ值由颜色直方图统计得出，被

判断为背景的像素，有较高的ｃｒｅｄｉｔｓ值，更新较

慢；而被判断为疑似背景的像素，ｃｒｅｄｉｔｓ值更小，

可以更快地得到更新。为此，可以统计犅犖ｍｅａｎｃ，

并按式（２）计算犅犖（狓，狔）ｓｔａｔｕｓ：

图１　图像差分获得候选背景

Ｆｉｇ．１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

Ｉｍａｇｅ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犅犖（狓，狔）ｓｔａｔｕｓ＝
２， ｍａｘ（犅犖（狓，狔）犮－犅犖ｍｅａｎｃ犮

）≥τ２

１， ｍａｘ（犅犖（狓，狔）犮－犅犖ｍｅａｎｃ犮
）＜τ

烅
烄

烆 ２

（２）

其中，τ２为一个阈值，当１０≤τ２≤３０时可以较好

地区分出路面背景与其他颜色背景，本文确定为

２０。对于ｓｔａｔｕｓ为１的像素，其ｃｒｅｄｉｔｓ值可用下

式计算：

犅犖（狓，狔）ｃｒｅｄｉｔｓ＝
１００－

狉－珔狉 ＋ 犵－珚犵 ＋ 犫－珔犫
３

×
１００

τ２
， 犅犖（狓，狔）ｓｔａｔｕｓ＝１

０， 犅犖（狓，狔）ｓｔａｔｕｓ≠

烅

烄

烆 １

（３）

其中，狉、犵、犫分别代表犅犖（狓，狔）狉，犅犖（狓，狔）犵，

犅犖（狓，狔）犫，珋狉、珔犵、珋犫分别表示犅犖ｍｅａｎｃ狉
，犅犖ｍｅａｎｃ

犵
，

犅犖ｍｅａｎｃ犫
。

１．３　背景图像的生成

１）任选２０帧图像，随机生成１０帧候选背景

图像，记为犅犖犽，犽∈［０，１，２，…，１０］。假设对于

这１０帧候选背景图像中某一像素犘（狓，狔），有犕

帧图像满足犘（狓，狔）ｓｔａｔｕｓ＝ １，记这 犕 帧图像为

犅犖′犿，犿∈ ［０，１，２，…，犕］。对这犕 个像素求均

值，生成初始背景图像犅：

犅（狓，狔）＝

０，犕 ＝０

∑
犕

犿＝１

犅犖′犿（狓，狔）

犕
，犕 ≠

烅

烄

烆
０

（４）

犅（狓，狔）ｃｒｅｄｉｔｓ＝

　

０，犕 ＝０

∑
犕

犿＝１

犅犖′犿（狓，狔）ｃｒｅｄｉｔｓ

犕
，犕 ≠

烅

烄

烆
０

（５）

　　令图像犅 中余下ｓｔａｔｕｓ为２的像素组成的

区域为犅′，将１０帧候选图像中相应区域表示为

犅犖″犽，犽∈ ［０，１，２，…，１０］。对于犅犖″犽中的某一像

素犘（狓，狔），假设有犖 帧图像满足：

ｍａｘ（犅犖″犽（狓，狔）犮－犅犖″犽（狓，狔）珋犮））＜τ３ （６）

犅犖″犽（狓，狔）珋犮 ＝

犅犖″犽（狓，狔）狉＋犅犖″犽（狓，狔）犵＋犅犖″犽（狓，狔）犫
３

　（７）

其中，τ３∈｛４，５，６｝，在本文中取５。

当有犖≥τ犖 时，令这犖 帧图像的相应区域

为犅犖″狀，狀∈［０，１，２，…，犖］。将其均值作为背景

像素加入到犅′中，并更新其ｓｔａｔｕｓ值，表示如下：

犅′（狓，狔）＝

∑
犖

犽＝１

犅犖″狀（狓，狔）

犖
，犖 ≥τ犖

０，犖 ＜τ

烅

烄

烆 犖

（８）

犅′（狓，狔）ｃｒｅｄｉｔｓ＝ 　　　　　　　　　　

　
（犖－５）×１２＋４０，犅′（狓，狔）ｓｔａｔｕｓ＝２

０，犅′（狓，狔）ｓｔａｔｕｓ≠
｛ ２

（９）

式中，τ犖∈｛４，５，６｝，在本文中取５。计算完成后，

将区域犅′补充到图像犅 中。

２）从图像序列中任选２帧图像，利用生成候

选背景图像中ｓｔａｔｕｓ为１的像素对图像犅中ｓｔａ

ｔｕｓ为０的像素进行补充，重复进行此步直到连续

生成的５帧图像中均无可补充的像素。

３）进行上述操作后，道路繁忙时，仍可能会

有少部分像素的值无法确定，这时对其赋予其４

邻域内已确定像素的均值，并保持ｓｔａｔｕｓ值为０。

此时，生成的图像即为背景图像。

２　背景实时更新

２．１　基于目标跟踪的背景实时更新

根据差影法得到运动目标掩码犕（狓，狔，狋）：

犕（狓，狔，狋）＝

１，ｍａｘ（犉（狓，狔，狋）犮－犅（狓，狔，狋）犮 ）≥τ４

０，ｍａｘ（犉（狓，狔，狋）犮－犅（狓，狔，狋）犮 ）＜τ
｛

４

（１０）

式中，当２０≤τ４≤４０时可以正确得到大部分的目

标，本文取为３０。

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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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掩码为１的区域，在狋时刻，结合匹配的

结果考查狋－１时刻的目标状态。若连续两帧图

像中某一区域中心坐标之差超过一定阈值，则不

更新目标区域内的背景，设置对应像素ｓｔａｔｕｓ为

３，ｃｒｅｄｉｔｓ减１。当ｃｒｅｄｉｔｓ值减为０时，将其ｓｔａ

ｔｕｓ设置为０。

对于在狋时刻掩码为０的像素，若其在狋－１

时刻属于掩码为１的区域，检查其ｓｔａｔｕｓ，若ｓｔａ

ｔｕｓ值为０，则按前述的方法重新生成背景，否则

直接恢复该像素以前的背景值；而若其在狋－１时

刻也掩码为０，判断其是否为阴影。

２．２　去除阴影对于背景更新的影响

浅阴影指使路面亮度降低较小的阴影。这部

分像素受车辆的影响，亮度有所降低，但由于其变

化低于背景阈值τ３，仍被判断为背景。

对于经前面计算得到的狋及狋－１时刻掩码

为０区域中的像素，如果其三颜色分量的和与背

景的差值增长（减少），则增长计数器ｉｎｃｏｕｎｔ加１

（ｄｅｃｏｕｎｔ加１），同时用ｏｌｄｖａｌｕｅ记录开始增长

（减少）时的初值。当｜ｉｎｃｏｕｎｔｄｅｃｏｕｎｔ｜达到一定

阈值时，检查当前值与ｏｌｄｖａｌｕｅ的差值，当此差值

也在一定范围内时才对该像素背景用当前值更

新，同时将两计数器清零，并ｃｒｅｄｉｔｓ值加１；否则

不对背景作任何操作，同时将ｃｒｅｄｉｔｓ减１。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所述算法采用ＣＰＵ为奔腾ＩＶ３．０Ｇ，内

存为１Ｇ的计算机进行了实验，程序采用ＶＣ６．０

编制。实验视频由架设在天桥上的ＣＣＤ摄像机

拍摄，时间长达１２ｍｉｎ。帧率为１５ｆｐｓ，视频分辨

率为６４０×４８０。测试路段为交通十分繁忙的路

段，初始背景必须由多帧图像生成。背景生成的

对比实验分别用时间平均、混合高斯和本文方法

进行，选取了前３０ｓ的视频（图２）。３种算法在

该视频长度下生成背景所耗费的时间为：本文算

法为１．７ｓ，时间平均法为３．６ｓ，混合高斯法为

５．３ｓ。

图２　初始背景生成

Ｆｉｇ．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没有受到暂停

目标的影响，较好地恢复了背景。从计算背景所

耗费的时间来看，本文算法也优于前两种算法。

图３是第４７３帧的原图像，图４分别为利用

卡尔曼滤波、混合高斯和本文算法更新第４７３帧

的背景检测到的目标结果。其中的静态更新因子

α取值为０．９，其动态更新因子β取值为０．０１。在

视频中，从３１０帧到４５６帧，出现了一辆暂停的车

辆，使得其后一段时间内的背景都受其影响，直到

图３　第４７３帧场景图像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ｏｆＦｒａｍｅＮｏ．４７３

４７３帧都未得到更新，对检测结果造成了影响。

图４（ｃ）是由混合高斯法更新的第４７３帧的背景，

图４（ｄ）是其相应的目标检测结果。

图４（ｅ）是本文算法在４７３帧时更新的背景，

图４（ｆ）是相应的目标结果。检测到更新算法既有

效地消除了阴影的影响，又能使变化大的背景部分

根据ｃｒｅｄｉｔｓ的值进行更新，可用于复杂交通场景

中。

使用背景差法获取目标时还存在着遮挡造成

的漏检和由于车辆颜色与背景部分相似造成的多

检，需要通过其后的匹配过程，以及通过对目标的

跟踪从某种程度上减少这些误检。下一步的工作

将在于如何快速进行匹配跟踪，自动地调整目标

分割的阈值和精确地去除目标块中的阴影，并研

究如何从匹配结果中分析车辆的精确形状，以利

于其后的车辆分类工作。

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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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利用三种背景更新方法对第４７３帧进行

目标检测得到的结果

Ｆｉｇ．４　Ｏｂｊｅｃ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ＦｒａｍｅＮｏ．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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