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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加权面积透视变换对地铁站台进行人群监控

胡学敏１　郑　宏１　张　清１

（１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首先，依据摄像机的高度和角度提出了一种加权面积的计算方法；然后，将加权面积作为主要特征，利

用人体头部和躯干部位梯度方向的不同，结合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分类器对人群密度进行智能分级；最后，依据密度分

级的结果对不同密度级别的人群分别进行人数统计。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能有效、实时、准确地对地

铁站场景的人群进行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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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研究者们针对监控录像进行人数统计

的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基于人体检测或人

头检测的计数方法［１６］。这类方法的优点是不仅

能统计人数，并且能逐个定位人的位置，缺点是在

人群密度较高、人体之间和人头之间存在相互遮

挡的情况下，检测效果会明显降低。所以，这类方

法不适用于高密度人群的地铁站台场景。另外一

类是基于图像局部或全局特征，如纹理、梯度、面

积、边缘等特征的统计计数方法［７１２］。这类方法

是通过图像局部或者全局特征，使用分类器或者

曲线拟合的方法来进行密度分级和人数统计。但

是，这类方法对于高密度的地铁站台场景的人数

统计效果并不理想。

针对地铁站台的人群监控问题，本文提出了

一种新的基于加权面积透视变换的人数统计方

法。该方法与其他方法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考虑了

场景的远近透视关系，并且能区分场景中人群的

不同密度级别，能对高密度地铁站台的人群进行

有效、准确的人数统计。而且，该方法速度快，具

有很好的实用性。

１　基于加权面积的人数统计算法

１．１　加权面积的数学模型

在建立计算加权面积的模型之前，提出３个

假设条件：① 所有人的高度都相近；② 所有人都

处在同一水平面上；③ 图像的中心即摄像机成像

靶面的中心。在这３个条件上，建立了一个摄像

机拍摄的三维模型，如图１（ａ）所示。其中，狓狔平

面为水平面，狕为竖直方向，犪为摄像机成像靶面

的中心点，犃为摄像机的物镜中心，犅为摄像机物

镜主光轴与水平面的交点，θ为主光轴与水平面

的夹角，即摄像机的拍摄角度。假设水平面兴趣

区域（ＲＯＩ）内靠近摄像机的边界与狔轴的交点为

犙０，其在成像靶面上的像点为狇０，犙狔为ＲＯＩ范围

内狔轴上的任意一点，其对应的像点为狇狔。犗、犆

分别为犪、犃 两点在水平面上的竖直投影。成像

靶面所在的平面与水平面相交得到的直线与狔

轴的交点为犇。将三维图简化为二维的平面图，

取犅犪犗所在的平面为二维模型，如图１（ｂ）所示，

参数犎 为成像靶面中心离水平面的垂直高度，犳

为焦距。图１（ｂ）左上角的矩形为摄像机获取的

图像，其与成像靶面的对应关系如图１（ｂ）中箭头

所示。图像中心点到图像ＲＯＩ上下边界的高度

分别为犺１和犺２（犺１和犺２的单位为像素），ε为图像

单个像素点在成像靶面上的长度，图像中任意一

点到ＲＯＩ下边界的高度为狔（狔的单位为像素，其

数值为０～犺１＋犺２）。通过几何关系，可以计算

出：

犙０犆＝ （犎－犳ｔａｎθ）ｔａｎ（θ－ａｒｃｔａｎ
犳
犺１ε
）（１）

当狔小于犺１时，由图１（ｂ）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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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狔犆 ＝ （犎－犳ｔａｎθ）ｔａｎ（θ－ａｒｃｔａｎ
犳

（犺１－狔）ε
）

（２）

同理可以计算出，当狔大于犺１时：

犙狔犆 ＝ （犎－犳ｔａｎθ）ｔａｎ（θ－ａｒｃｔａｎ
犳

（犺１＋狔）ε
）

（３）

图１　摄像机安装的二维和三维模型

Ｆｉｇ．１　２Ｄ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ｍｅｒａ

　　由于目标所在的位置离摄像机的透视距离是

透视结构影响面积计算的关键因素，故使用面积

信息时，用透视距离进行加权得到的结果就能反

映目标的真实大小。本文在计算ＲＯＩ内有效像

素的面积时，依据犙狔犆对图像内不同高度的像素

点赋予不同的权值。令狇０对应的图像高度位置

的像素点的权值狑０＝１，因为面积是长度的二次

关系，则图像中距离ＲＯＩ下边界高度为狔的点的

权值狑狔应为
犙狔犆

犙０犆

２

：

狑狔 ＝
犙狔犆

犙０犆

２

＝

ｔａｎ（θ－ａｒｃｔａｎ
犳

（犺１±狔）ε
）

ｔａｎ（θ－ａｒｃｔａｎ
犳
犺１ε

烄

烆

烌

烎
）

２

（４）

式中，“＋”表示狔小于犺１的情况；“－”表示狔大

于犺１的情况。

依据权值，可以推知图像ＲＯＩ内有效像素的

加权面积犛犪：

　犛犪 ＝∑

犺
１＋犺２

狔＝０

狊狔狑狔 （５）

式中，狊狔为距离图像ＲＯＩ下边界高度为狔的这一

行内前景像素点的个数。

１．２　前景分割

考虑到地铁站台上人体运动速度慢甚至静止

不动、光照变化小以及系统的实时性需求，本文选

择基于混合高斯背景建模的背景差分法进行前景

分割［１３］。本文对混合高斯背景建模的方法进行

了一些改进：背景建立在目标区域内没人或人很

少的时候进行；背景更新时，根据人数统计的反馈

结果来进行。统计出的人数小于人工预先设定的

阈值时，进行背景更新；否则，不更新背景。这种

半实时更新背景的方法既符合地铁站台光照变化

小的实际情况，又能满足系统的实时性要求。

在获取背景以后，将原始视频图像与背景图

像进行差分运算，再将差分后的图像进行二值分

割即得到前景目标图像。

１．３　特征提取

在得到二值的前景图像以后，对前景图像进

行特征提取。特征提取包括两部分：加权面积特

征提取和面积梯度比特征提取。

１）加权面积特征提取。使用前景目标的加

权面积作为特征之一，在计算加权面积之前，先人

工规定一个兴趣区域，用此区域与背景差分的二

值分割图像作与运算得到兴趣区域内的前景目标

图像。然后，再使用式（５），计算此区域内的前景

图像的加权面积。

２）面积梯度比特征提取。由于地铁站台上

人数很多，有时候同一场景的同一位置，在同一加

权面积下的实际人数差别很大。在一个固定大小

的区域内，人群稀疏时显示的人的数量比较少，人

群密集时显示的人的数量比较多。因此，还需要

找到一种能区分人群密度的特征。

如图２所示，箭头表示梯度方向信息。可以

图２　人体躯干和头部的梯度信息示例

（箭头代表梯度的方向）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ｒｏｗｄｓ（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ｓＭｅａｎ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看出，人群稀疏时图像的横向梯度信息远多于纵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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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梯度信息。为了寻找能区分人群密度的特征，

本文挑选了一段视频的２００幅图像（１００幅密集

人群与１００幅稀疏人数），对这２００幅图像进行全

局梯度方向的计算。梯度的方向分为４个方向区

间，分别对应角度区间［０，
π
４
］∪（

７π
４
，２π）、（

π
４
，

３π
４
］、（３π
４
，５π
４
］、（５π
４
，７π
４
］，并依次标记为第１、２、３、

４号区间。然后，针对每一个样本图像，分别计算

图像中梯度方向在４个区间出现的概率。对于人

群稀疏和人群密集的这两组图像，分别计算各个

方向的概率均值，其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珚犘１、

珚犘２、珚犘３、珚犘４ 分别为１、２、３、４四个方向区间的梯度

方向概率均值。分析表１中的数据，稀疏人群的

珚犘１＋珚犘３要远大于珚犘２＋ 珚犘４，而密集人群的珚犘１＋

珚犘３ 的值与珚犘２＋珚犘４ 相近。

表１　不同密度人群的梯度方向概率均值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ａｎｏｆ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ｗｄＤｅｎｓｉｔｙ

人群类别 珚犘１ 珚犘２ 珚犘３ 珚犘４

稀疏 ０．３６３ ０．１２８ ０．４１０ ０．０９９

密集 ０．２９２ ０．２２３ ０．２７８ ０．２０７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加权面积近似相等

的区域，可以用横向梯度的信息来区分密集和稀

疏人群。本文提出了一种面积梯度比的特征，具

体计算方法为：① 使用Ｓｏｂｅｌ横向梯度算子求梯

度图像；② 对梯度图像进行二值分割；③ 使用狀

（本文中狀＝１１）行１列的“条状”结构元素对二值

分割后的图像执行形态学的开操作；④ 统计第③

步结果图像中像素点的个数犛犵；⑤ 计算加权面

积与梯度图像的像素点个数之比η＝犛犪／犛犵作为

衡量人群密度的另外一个特征，即面积梯度比特

征。

加权面积与面积梯度比既可以描述人群的密

度，又能够描述人数的多少。因此，本文使用这两

个参数作为人数统计的特征输入。

１．４　人群密度分级

在计算人数之前先对人群进行密度分级。鉴

于特征数量少、样本图片多的特点，本文使用Ａｄ

ａＢｏｏｓｔ分类器
［２，１４］将人群密度分为３级：低密度、

中密度和高密度。对于一个场景的人群密度分级

实验，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样本图像作为训练样

本。为了使训练结果更加准确，使用的样本图像

数量越多越好，并且样本图像中必须包含人群稀

疏、中等和密集的时刻。计算每一幅样本图像中

ＲＯＩ内的加权面积和面积梯度比作为特征输入，

人工指定每一幅样本图像的密度级别作为训练的

标准输出。本文指定１为低密度，２为中密度，３

为高密度。测试时，计算待测视频每一帧图像

ＲＯＩ内的加权面积和面积梯度比作为输入，然

后，用训练的结果进行人群密度分级。

１．５　人数统计

在密度等级相同的情况下，同样的区域内，相

同的加权面积对应相同的人数。因此，根据密度

级别和加权面积就能计算出场景中人的数量。本

文对人群的每一种密度级别，使用线性回归的方

法来建立统计模型，分析加权面积特征统计量与

场景中人数统计量的相关关系。本文使用一元线

性回归的分析方法来实现人群的人数统计，其分

析模型为：

狔犻犼 ＝犫０犻＋犫１犻狓犻犼，犻＝１，２，３；犼＝１，２，…，犖犻

（６）

其中，狓犻犼为第犻个密度级别的第犼个样本图像的

加权面积值（自变量）；狔犻犼为第犻个密度级别的第犼

个样本图像的实际人数（因变量）；犫０犻和犫１犻为第犻

个密度级别的一元线性回归的系数；犖犻为第犻个

密度级别的样本个数。

计算出训练样本中每一幅图像的加权面积，

作为输入的自变量。人工数出各个密度级别中每

一幅样本图像中的人数，作为输入的因变量。因

此，根据线性回归的法则，对于每一个密度级别的

样本图像，分别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回归系数。即

可得到预测模型为：

狔犻＝犫０犻＋犫１犻狓犻，犻＝１，２，３ （７）

　　在计算待测图像的人数时，可以计算当前图

像的加权面积值和密度级别，根据式（７）把密度级

别代入参数犻，加权面积值代入参数狓犻，即可计算

出此密度级别下图像中包含的人数狔犻。

２　实验与分析

测试视频来自于上海市某地铁站台的监控录

像。训练时，挑选１５００帧图像作为训练样本。

两段测试视频，每段测试视频用均匀采样的方式

获得１５０个测试样本。为了尽可能减少地铁经过

时对提取前景图像的影响，在实验之前人为规定

每一个场景的ＲＯＩ。图３中黑色区域为ＲＯＩ以

外的区域。本文使用平均误差作为评判人数统计

好坏的标准，其计算公式为［１１］：

Ｅｒｒ犕 ＝
∑

犖
犳

犻＝１

Ｅｒｒ（犻）

犖犳
＝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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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犖
犳

犻＝１

狔（犻）－珔狔（犻）

狔（犻）

犖犳
×１００％ （８）

其中，Ｅｒｒ犕 和Ｅｒｒ（犻）分别为视频的平均误差和

第犻个样本图像的误差；狔（犻）和珔狔（犻）分别为第犻

个样本图像的实际人数和检测人数；犖犳为本视频

中所取样本的个数。将ＢＳＥＯＨ
［１１］和 ＧＬＣＭ

［１２］

方法与本文的基于 ＷＡ的人数统计方法进行对

比实验。两段测试视频所有样本的平均误差和平

均运行时间对比结果如表２所示。本文对于这两

段测试视频，每段随机选取６个样本，并将这１２

个样本的实际人数和三种方法检测出来的人数列

于表３中。

图３　地铁站台的不同密度人群密度分级以及

人数统计结果示意图（圆括号外面的数字

为人数，圆括号里面的数字为密度等级）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ｒｏｗｄ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ｒｏｗｄｓ

表２　３种人数统计方法平均误差和平均时间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Ｔｉｍｅｆｏｒ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Ｃｒｏｗｄ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视频编号

对比项目

测试视频１ 测试视频２

平均误差

／％

平均时间

／ｍｓ

平均误差

／％

平均时间

／ｍｓ

ＧＬＣＭ ２９．３９ １６６ ２１．０３ １６１

ＢＳＥＯＨ ９．１８ １０１ ２０．６１ １０３

本文方法 ５．１５ ３５ ２．７２ ３６

表３　测试样本图像的人数统计结果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ｒｏｗｄ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Ｓｏｍ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

视频编号

样本编号

测试视频１ 测试视频２

（１）（２）（３）（４）（５）（６）（１）（２）（３）（４）（５）（６）

实际人数１７ １７ ２３ ４ ６ ７ ３８ ２９ １４ ２０ ２１ ２９

ＧＬＣＭ ２０ １８ １７ ３ １０ １１ ２５ ２３ ２０ ２２ １９ ２５

ＢＳＥＯＨ １９ １８ ２２ ４ ８ ６ ２９ ２４ １４ ２３ ２０ ２６

ＷＡ １８ １７ ２２ ４ ６ ６ ３６ ２９ １４ １９ ２１ ３０

３　结　语

１）本文提出的加权面积这一特征，很好地利

用了摄像机拍摄角度和高度信息，解决了场景远

近透视带来的影响，使得本文方法即使在摄像机

拍摄角度比较倾斜的时候也能取得较好的人数统

计结果。本文方法的平均误差远小于ＢＳＥＯＨ方

法和ＧＬＣＭ方法
［１２］。

２）本文方法在高、中、低３种不同密度的人

群下都能有效地统计人数，而其他两种方法在高

密度人群下检测效果不理想。从表２和表３中可

以看出，在低密度人群实验中，ＢＳＥＯＨ方法和本

文方法表现较好，而在高密度人群实验中，只有本

文方法仍然表现较好。图３为３种方法分别在

高、中、低不同密度级别下的人数统计结果。可以

看出，本文方法对于各种不同密度级别的人群都

能取得比较好的人数统计结果。

３）ＧＬＣＭ方法和ＢＳＥＯＨ 方法只能进行人

数统计，而本文方法既能对人群进行有效的人数

统计，又能准确地对人群密度进行分级。

４）本文提出的用于人数统计的两个特征，计

算过程简单，实时性好。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本文

方法的实时性要优于其他两种方法。

５）未来的工作将集中在如何减少动态背景

（地铁经过时）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提高中高密

度等级临界状态的检测精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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