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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背景像素的移动，提出了ＳＵＲＦ特征稳像和光流法向量相结合的新方法来解决低空视频的道路

车辆检测。首先，检测两帧图像的 ＳＵＲＦ特征；再用最近邻匹配得到两幅图像的匹配点对；随后结合

ＲＡＮＳＡＣ和最小二乘法计算全局运动参数向量，获得稳定的帧；最后，根据稳定的帧计算光流法向量，并检测

出运动车辆。实验结果表明，基于ＳＵＲＦ算子的图像稳像算法在不损失稳像精度的前提下，能够提高图像稳

像算法的速度，所提方法能够有效地检测出运动车辆。

关键词：航拍视频；图像稳像；车辆检测；车辆速度估计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ＴＰ７５３

　　传统的运动目标检测算法如帧差法、混合高

斯模型法等，在固定摄像机拍摄的视频的运动目

标检测上都展现了很好的性能。而基于飞艇的低

空视频是在飞行平台上拍摄的图像序列，由于飞

行平台及镜头的运动，所得图像不可避免地存在

着不规则的背景运动，从而导致传统算法的优越

性能不能体现。文献［１］提出了图像稳像技术和

光流法向量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检测运动车辆。

文献［２］提出了采用ＫＬＴ特征进行特征检测，获

取特征控制点对，然后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图像

稳像，再利用帧差法检测出运动车辆。上述方法

的缺点在于特征点不具备尺度、旋转不变性，从而

图像匹配的精度不高。尺度、旋转不变的ＳＩＦＴ

算子［３］及 其 改 进 算 法 ＰＣＡＳＩＦＴ、ＧＬＯＨ 和

ＳＵＲＦ算子
［４，５］的提出，提供了解决上述算法不足

的理论基础。

本文提出了基于尺度、旋转不变的ＳＵＲＦ算子

的图像稳像技术和光流法向量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来检测低空视频中的运动车辆。本文采用了算法

复杂度低、效率高的ＳＵＲＦ特征检测算子。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够很好地检测出运动车辆。

１　运动车辆检测

本文提出的运动车辆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

成：基于特征稳像的视频图像稳像和基于光流法

向量的运动车辆检测。

１．１　视频图像稳像

假设视频的当前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表示函

数为犐犻（狓，狔），（狓，狔）代表像素点的空间位置，犻代

表当前帧，犐代表位于（狓，狔）的像素点在犻帧的亮

度。则这个函数应该满足：

犐犻＋１（狓，狔）＝犐犻（狓－ε，狔－η） （１）

即可以将犻＋１帧看成是犻帧的一个位移，犱＝（ε，

η）就称为偏移量。如果像素点的亮度由于目标折

射光线产生了非正常亮度变化，或者像素点的亮

度被噪声所干扰，则式（１）可以改写成：

犐犻＋１（狓，狔）＝犐犻（狓－ε，狔－η）＋狀犻（狓，狔）（２）

基于最小均方误差准则：

犈＝犇∑
犻

（犐犻＋１（狓，狔）－犐犻（狓－ε，狔－η））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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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犐犻＋１、犐犻两帧之间的一个几何变换Γ犻＋１，犻，使

Γ犻＋１，犻（狓，狔）＝（狓－ε，狔－η）。

１．２　运动目标检测

光流的约束方程为［６］：

犐

狓
狌＋

犐

狔
狏＋

犐

狋
＝０ （４）

将式（４）写成矩阵形式，进一步简化：

犐狓 犐［ ］狔 ［］狌
狏
＝－犐狋

犐狓

犐
［ ］
狔

犐狓 犐［ ］狔 ［］狌
狏
＝

－
犐狓

犐
［ ］
狔

犐狋

!犐（!犐）Ｔ狑＝－!犐犐狋，（狑＝ ［］狌
狏
，
!犐＝

犐狓

犐
［ ］
狔

）

（５）

第犻帧的法向分量为!犐犻 （!犐犻）
Ｔ狑＝－!犐犻

犐犻

狋
。

稳定后的第犻帧的法向分量为：

!犐犻（Γ犻犼）（!犐犻（Γ犻犼））
Ｔ狑＝－!犐犻（Γ犻犼）

犐犻（Γ犻犼）

狋

（６）

式中，Γ犻犼代表第犻帧和第犼帧的全局运动参数向

量。

根据复合函数求导数
!犐犻（Γ犻犼）＝!Γ犻犼!犐犻·

（Γ犻犼），则式（６）可以变为：

!Γ犻犼 !犐犻（Γ犻犼）（!犐犻（Γ犻犼））
Ｔ （

!Γ犻犼）
Ｔ狑＝

－!Γ犻犼 !犐犻（Γ犻犼）（犐犻＋１（Γ犻＋１，犼）－犐犻（Γ犻，犼））（７）

由式（７）可以得到法向量：

狑⊥＝－

犐犻

狋
!犐犻

‖ !犐犻‖‖ !犐犻‖
＝

－
（犐犻＋１－犐犻）!犐犻（Γ犻犼）

‖ !犐犻（Γ犻犼）‖‖ !Γ犻犼 !犐犻（Γ犻犼）‖
＝

－
（犐犻＋１（Γ犻＋１，犼）－犐犻（Γ犻，犼））!Γ犻犼 !犐犻（Γ犻犼）

‖ !Γ犻犼 !犐犻（Γ犻犼）‖‖ !Γ犻犼 !犐犻（Γ犻犼）‖
（８）

由式（８）可以知道，狑⊥的幅值 狑⊥ 大，说明有运

动目标，幅值小，说明没有运动。

１．３　犛犝犚犉算子

ＳＵＲＦ算子是ＳＩＦＴ 算子
［７，８］的一种改进。

ＳＵＲＦ方法的整体思想和ＳＩＦＴ类似，但在实现

过程中采用了与ＳＩＦＴ 不同的方法。ＳＵＲＦ与

ＳＩＦＴ的关键技术对比见表１。

表１　犛犝犚犉与犛犐犉犜关键技术对比

Ｔａｂ．１　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ＵＲＦａｎｄＳＩＦＴ

ＳＵＲＦ算子 ＳＩＦＴ算子

特征点检测

采用快速 Ｈｅｓｓｉａｎ检测算子，并用不同盒子滤波器和原始

图像进行卷积代替ＬＯＧ

采用积分图像来加速卷积计算

直接采样获取每一个ｏｃｔａｖｅ

采用盒子滤波器获得每一层图像

采用ＤＯＧ算子代替ＬＯＧ

采用线性插值的下采样获得每一个ｏｃｔａｖｅ

采用高斯平滑获得每一层图像

主方向分配

计算特征点领域内像素的 Ｈａｒｒ小波在狓和狔 上的响应

值，对每一个像素点的ａｒｃｔａｎ
ｄ狔
ｄ狓
进行统计，以 π

３
为窗口，

统计出来最多的那个角度值就是该特征点的主方向

统计特征点领域内像素的梯度方向，将方向最大值

作为该特征点的主方向

描述算子

将２０×２０区域分成４×４的子区间，每个子区间都包含５

×５的采样点，计算２５个像素点的 Ｈａｒｒ小波在狓和狔上

的响应值，形成４维向量Σｄ狓、Σ ｄ狓 、Σｄ狔、Σ ｄ狔 ，从而

形成４×４×４＝６４维描述算子

将１６×１６区域分成４×４的子区间，每个子区间包

含４×４个采样点，计算１６像素点的梯度方向直方

图值，并将其归类到８个主方向上，从而形成４×４

×８＝１２８维描述算子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采用一个加气的飞艇作为机载平台，平台上

安装了一个７２０×５７６分辨率的ＤＶ，大概在距离

地面１２０ｍ的地方进行拍摄，每秒拍摄２５帧。视

频拍摄于２００８年７月武汉市三环桥上，图２所示

就是拍摄的视频２．ａｖｉ的第１、２、３、４帧。该视频

的背景不存在高大建筑物，因此不存在视觉误差，

但是由于包含了风吹动的绿色植物，其运动的不

规则性给背景环境增加了一定的复杂性。

图１　测试视频序列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Ｖｉｄｅ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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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犛犝犚犉可行性分析

２．２．１　效率分析

首先，通过改变阈值和检测点的数量来看

ＳＵＲＦ和ＳＩＦＴ算子检测时间的变化。图２（ａ）表

示的是阈值和检测时间的变化。阈值的变化范围

为０．００１～０．００６，递增间隔为０．０００５，从图中可

以看出随着阈值的微小增大，ＳＵＲＦ算子检测时

间也大幅度下降，从４２００ｍｓ左右下降到９００

ｍｓ，而ＳＩＦＴ算子的检测时间平缓下降，基本上没

图２　ＳＵＲＦ和ＳＩＦＴ算子的检测时间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ＳＵＲＦａｎｄＳＩＦＴ

有太大的变化。图２（ｂ）表示的是检测点数和检

测时间的变化，特征点的个数变化范围为６０００～

５００，递减的间隔为５００个点。从图中可以看出，

检测相同数量的特征点，ＳＵＲＦ算子的检测时间

是ＳＩＦＴ算子检测时间的一半。同时检测１５００

个点，ＳＵＲＦ需要花费１０００ｍｓ，而ＳＩＦＴ则需要

花２０００ｍｓ。

因此，ＳＵＲＦ算子的检测效率要高于ＳＩＦＴ

算子。

２．２．２　基于特征提取的稳像精度分析

首先，提取视频中第１帧、第２帧、第６帧和

第１５帧，分别采用ＳＵＲＦ和ＳＩＦＴ算法提取特征

算子，并采用最近邻匹配得到匹配点对，采用

ＲＡＮＳＡＣ和最小二乘法来计算全局运动向量

Γ犻，犼＝

犪 犫 犮

犱 犲 犳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其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两种方法计算的全局运动参数对比

Ｔａｂ．２　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ｎｄＳＩＦＴ

ＳＵＲＦ ＳＩＦＴ

Γ２，１

０．９９９３ ０．００１４１３６ －０．２４３４２７６

－０．００１０１ ０．９９８６ ２．５６０５５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１．００１ ０．００４２ －１．１４９

０．００５２６ １．００１ ２．３６４３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Γ６，１

１．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４２７ －４．１０６７４０６

０．００１３９５ １．００４０３３ １４．３５４８８７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１．００４ ０．００２５ －４．５１６３

０．００１８９ １．００６６ １４．１２３５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Γ１５，１

１．０１６３ ０．００８１５ －８．７６２６５

０．０１０７８９６ １．０２ ２７．２７４３８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１．０１０２３ ０．００６８２３ －８．０８６４２６

０．０００９３８８ １．０１８８５ ２７．９１８８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基于ＳＵＲＦ和ＳＩＦＴ特

征稳像技术计算的全局运动参数Γ２，１、Γ６，１和Γ１５，１

的系数相差不大，因此，在稳定成像的精度上两者

可以认为基本一致。

其次，采用平均绝对误差（ｍｅ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Ｄ）作为评价ＳＵＲＦ和ＳＩＦＴ稳像

精度分析的标准［９］：

ＭＡＤ＝
１

狀∑
狀

犻＝１

犐′（犻）－犐（犻） （９）

式中，犐代表待配准图像；犐′代表配准后图像；犻代

表两帧图像中对应的像素；狀代表图像像素总数。

根据式（９）计算相邻帧的 ＭＡＤ值，结果如图

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ＳＵＲＦ方法相对ＳＩＦＴ方法的

图３　视频中相邻两帧之间 ＭＡＤ值比较

Ｆｉｇ．３　ＭＡ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Ｆｒａｍｅｓ

计算参数的误差很小，两种方法配准后的图像差

别很小，几乎无法区分，没有明显的误配准存在。

由表２和图３的结果可以知道，基于ＳＵＲＦ稳

像和基于ＳＩＦＴ稳像的精度差不多，从而表明了本文

方法选择ＳＵＲＦ特征检测算子是有效并且可行的。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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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ＳＵＲＦ算子的稳像算法在精度和基于

ＳＩＦＴ算子的稳像算法的精度差不多的情况下，其

速度快了一倍。因此，本文采用了效率更高的基

于ＳＵＲＦ算子的稳像算法。

２．３　车辆检测结果分析

图１所示视频的检测结果如图４所示。从左

到右依次是参考帧图像犐ｒｅｆ，待稳像帧图像

犐ｓｔａｂｉｚｅｄ，基于ＳＵＲＦ算子稳定成像的图像犐′ｓｔａｂｌｉｚｅｄ，

图４　检测的车辆

Ｆｉｇ．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Ｃａｒ

根据光流法向量得出的二值图像，最后实际检测

出来的车辆。

图５是采用传统的混合高斯模型检测出来的

运动车辆，从左到右分别是输入图像犐１、犐２、犐３，检

测出来的前景图像犐ｆｏｒｇｒｏｕｎｄ和最后检测出来的车

辆。可以看出，由于背景的运动，传统的静态背景

下的检测方法不能检测出运动车辆。因此，对于

背景存在运动的飞艇视频图像，本文提出的方法

能够有效地检测出运动车辆。每次检测相邻两帧

的特征点，将前一帧作为参考帧，后一帧作为待稳

像帧，即每帧检测。测试的电脑参数为：ＣＰＵ

（Ｔ８１００）２．１ＧＨｚ，２Ｇ内存；检测出运动车辆的

图５　采用混合高斯模型检测的车辆

Ｆｉｇ．５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ＣａｒｓＵｓｉｎｇＧＭＭ

时间为检测２５帧需要５０．０６８ｓ。

２．４　该系统在车速检测的应用

可以采用检测区域内像素运动的平均速度的

方法来获得当前帧的车辆运动瞬时速度。国家交

通标线的长度为６ｍ，当空中平台速度为３６ｋｍ／

ｈ时，每个像素代表的就是０．４ｍ／像素。取２视

频的全段视频，由于在每次检测的中间，随着时间

推移，有的车辆移出了视频，有的车辆移入了视

频，因此，本文只计算了一直在视频内的两辆车的

瞬时速度（如图４所示的右边的两辆车（一黑一

白））。根据光流计算出来的像素位移，可以得出

图６的车辆运动瞬时速度。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ＳＵＲＦ算子的稳像和光流

法向量相结合的技术来检测运动车辆。稳定后的

帧图像能够粗弥补背景的运动，而基于ＳＵＲＦ算

子的稳像在稳像精度不变的情况下，效率较基于

ＳＩＦＴ算子的稳像高了一倍。通过计算稳像图像

和参考图像的光流法向量，从而检测出运动车辆。

图６　车的瞬时速度

Ｆｉｇ．６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实验结果表明了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检测出运动车

辆。最后给出了通过飞艇视频获得车辆瞬时速度

的一个应用。在常规交通信息采集手段无法采用

９１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３月

时，本文方法和低空视频平台可以作为一种新的

交通信息采集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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