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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求解光流方程的新型数值方法。针对变分光流法无法有效检测由于间断、遮挡等造成的

错误光流分量的缺陷，引入了光流有效性检测技术，同时提出了邻域修正法来修正错误分量。并采用结构纹

理分解、加权中值滤波、金字塔等高效的光流技术，进一步增强了光流算法的精确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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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光流场（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是指图像灰度模

式的表面运动，携带了大量的三维运动信息和几

何结构信息［１］。自 Ｈｏｒｎ和Ｓｃｈｕｎｃｋ
［２］提出光流

算法以来，已成为对序列图像、视屏进行运动估计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并被广泛应用于目标检测、跟

踪、识别［３，４］、超分辨率重建、图像分割等诸多领

域。本文在Ｓｕｎ算法的基础上，介绍了一种更高

效求解光流方程的数值算法［５］；通过引入一种光

流有效性检测技术［６］，能较好地检测到由于间断、

遮挡等问题产生的错误光流。同时，本文提出邻

域修正法来修正检测到的错误光流。将一些高效

的光流技术（结构纹理分解、加权中值滤波等）整

合到光流模型［４］中，能更好地处理噪声、光照变

化、大位移、实时计算等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变分

光流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１　犜犞犔
１光流模型

文献［２］创造性地将二维速度场与亮度相结

合，根据灰度一致性假设得到数据项：

犐１ 狓，狔，（ ）狋 ＝犐２ 狓＋ｄ狓，狔＋ｄ狔，狋＋ｄ（ ）狋 （１）

对式（１）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犐狓狌＋犐狔狏＋犐狋＝０ （２）

　　根据平滑性假设 ——— 每个像素点的运动与

其邻域点的运动服从平滑性分布，加入平滑项约

束建立光流模型：

犈犎犛 ＝∫
Ω

犐狓狌＋犐狔狏＋犐（ ）狋
２
＋λ "狌 ２

＋ "狏（ ）２

（３）

　　１９９２年，Ｒｕｄｉｎ等人将ＴＶＬ
１ 模型成功应用

于图像去噪。由于犔１ 范数比犔２ 范数更有利于间

断保持，分段平滑，从此犔１ 范数光流算法开始逐

渐取代犔２ 范数光流算法。

Ｓｕｎ采用ＴＶＬ１ 光流模型，同时引入非局部

项（ｎｏｎｌｏｃａｌｔｅｒｍ）
［７］对光流进行中值滤波去噪，

建立”Ｃｌａｓｓｉｃ＋ＮＬ”光流估计算法：

犈 狌，（ ）狏 ＝∑
犻，犼

｛ρ犇 犐１犻，（ ）犼 －犐２（犻＋狌，犼＋狏（ ））＋

λρ犛 "狌 ＋ "（ ）狏 ｝＋λ２ ‖狌－^狌‖
２
＋‖狏－狏^‖（ ）２

＋∑
犻，犼
∑

犻′犼′∈犖犻，犼

λ３ 狌^犻，犼 －^狌犻′犼′ ＋ 狏^犻，犼 －^狏犻′犼（ ）′

（４）

式（４）中，第一部分是基于犔１ 范数的基本光流约

束项，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对偶项，并约束狌^、^狏

与狌、狏使其在数值上近似，第三部分实现非局部

项中值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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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结构纹理分解处理光照变化问题

光照变化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算法性能。

文献［７］提出了结构纹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ｅｘｔｕｒｅ）方

式，将输入图像分解成结构犐犛 与纹理犐犜 两部分

通过预处理来应对光照变化。图像的纹理部分几

乎没有受到诸如阴影、遮挡、光强改变等光照变化

的影响，影响主要集中在结构部分。按照一定的

比例，以线性组合的方式，用组合图像犐犜（）狓 作为

新的输入图像：

犐犜 α，（ ）狓 ＝ （）犐狓 －α犐犛（）狓 ，α＝０．９５

１．２　求解光流方程的数值方法

本文采用 Ｗｅｄｅｌ
［７］所提出的数值算法来计算

光流，相比传统的ＧａｕβＳｅｉｄｅｌ、ＳＯＲ数值方法，其

性能更优越。

首先将式（４）分解成式（５）、式（６）两部分，然

后分别对式（５）、式（６）交替求全局最优解：

犈狌，（ ）狏 ＝∑
犻，犼
ρ犇 犐１犻，（ ）犼－犐２（犻＋狌，犼＋狏（ ））＋λρ犛

"狌 ＋ "（ ）狏 ＋λ２ ‖狌－^狌‖
２
＋‖狏－^狏‖（ ）２

（５）

犈 狌，（ ）狏 ＝λ２ ‖狌－^狌‖
２
＋‖狏－^狏‖（ ）２ ＋

∑
犻，犼
∑

犻′，犼′∈犖犻，犼

λ３ 狌^犻，犼 －^狌犻′，犼′ ＋ 狏^犻，犼 －^狏犻′，犼（ ）′ （６）

先采用文献［４］所介绍的两步数值法求解式（５），

再采用文献［５］所提出方法求解式（６）。

非局部项的滤波效果非常好，但会过平滑图

像的边角、细微结构。在本算法中，引入权重对非

局部项进行修改，达到既可以滤波又可以避免过

平滑的效果：

犈 狌，^（ ）狌 ＝λ２ ‖狌－^狌‖
２
＋

∑
犻，犼
∑

犻′，犼′∈犖犻，犼

狑犻，犼，犻′，犼′ 狌^犻，犼 －^狌犻′，犼′ （７）

权重值狑犻，犼，犻′，犼′通过像素点与邻域点之间的空间

距离、彩色信息、遮挡状况等进行近似计算：

狑犻，犼，犻′，犼′ ∝ｅｘｐ

－
犻－犻′

２
＋ 犼－犼′

２

２σ
２
１

－
犐犻，（ ）犼－犐犻′，犼（ ）′ ２

２σ｛ ｝２
１

·

狅犻′，犼（ ）′
０犻，（ ）犼

（８）

式中，０犻，（ ）犼 ＝


狓
狌犻，（ ）犼 ＋



狓
狏犻，（ ）犼 ；犐犻，（ ）犼 是

彩色空间向量；σ１＝σ２＝７。

２　光流有效性检测技术

Ｃｈｏｉ
［６］提出了一种光流有效性检测技术来处

理交错图像。本文引入该技术来处理非交错图像

序列，可以较好地检测到由于遮挡、间断等造成的

错误光流成分。该技术主要基于运动的以下两点

特性：① 运动的线性；② 运动的唯一性。

２．１　运动的线性

运动的线性指图像中的运动物体或像素点在

时域上是线性的。但是由于间断、遮挡等干扰，往

往会造成运动沿时间域是非线性、不连贯的。通

过检测光流场向量的线性性，可以较准确地找到

估计的错误光流：

犞犳（ ）犡 ＋犞犫（ ）犡 ＜ε１ （９）

式中，犞犳（ ）犡 ＝ 狌犳，狏［ ］犳 狋 为计算犐１ 到犐２ 的前向

光流场；犞犫（ ）犡 ＝ 狌犫，狏［ ］犫 狋＋１为计算犐２ 到犐１ 的后

向光流场；ε１ 是判断线性性的阈值。

２．２　运动的唯一性

运动的唯一性是指对应的像素点之间的运动

是唯一的，即从起始点到目标点与从目标点到起

始点之间的运动向量应该是大小相等且方向相反

的。但是由于间断、遮挡等干扰，往往会造成很大

的偏差。因此，通过检测光流场的运动唯一性来

寻找错误光流：

犞犳（ ）犡 ＋犞犫 狓＋狌犳，狔＋狏犳，（ ）狋 ＝

犞犫（ ）犡 ＋犞犳 狓＋狌犫，狔＋狏犫，狋＋（ ）１ ＜ε２

（１０）

式中，ε２ 是判断唯一性的阈值。

２．３　ε１、ε２的选取

理论上讲，如果估计的光流场中每一个像素

的运动向量都是正确的，则ε１＝０，ε２＝０。但由于

诸多原因的干扰导致ε１、ε２ 均大于零。

１）由于光流模型自身的缺陷以及数值计算

仅仅是近似值，即便是正确光流分量的ε１、ε２ 也只

是接近０。

２）在一些边界区域，由于前向光流与后向光

流的方向性问题，会出现角度偏差，ε１、ε２ 变大。

３）如果有像素点发生了旋转，也会造成ε１，

ε２出现误差，但是如果计算的光流成分本身是错

误的，则ε１、ε２ 一般会较大。因此，选取ε１∈

０．１，０．［ ］５ ，ε２∈ ０．１，０．［ ］５ 。ε１、ε２ 取值过大，会

减少检测到的错误分量，过小又会对由于上述干

扰而导致结果较大的正确分量产生误判。因此，

ε１、ε２ 的取值应尽量减少上述情况的干扰，同时又

能检测到尽量多的错误光流成分。由于图像情况

不一，ε１、ε２ 应在实验中不断修正。

３　邻域光流修正

如果检测到像素点的运动矢量不满足式（９）

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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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式（１０）任意一个，则可以判断其对应的光流分

量是错误的。如何对这些检测到的错误成分进行

修正，是提高运动估计精度的有效手段。在大量

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根据光流模型最基本的平

滑性假设，以及间断、遮挡处像素点的光流分布特

性，提出了邻域修正法（图１）。通过对错误目标

点邻域内正确光流分量的加权组合，近似取代错

误值，可以极大地消除错误光流分量，提高了光流

精度。因此，本文建立如下邻域修正方程（邻域中

错误点要剔除）：

狌犻，犼＝犠ｗｈｉｔｅ·
狌犻－１，犼＋狌犻＋１，犼＋狌犻，犼－１＋狌犻，犼＋１（ ）４

＋

犠ｒｅｄ·
狌犻－１，犼－１＋狌犻－１，犼＋１＋狌犻＋１，犼－１＋狌犻＋１，犼＋１（ ）４

＋

犠ｂｌｕｅ·（
狌犻－２，犼－１＋狌犻－２，犼＋１＋狌犻－１，犼－２＋狌犻－１，犼＋２

８
＋

狌犻＋１，犼－２＋狌犻＋１，犼＋２＋狌犻＋２，犼－１＋狌犻＋２，犼＋１
８

） （１１）

　　由于不同位置的邻域点与目标点的相似程度

不一，因此所占权重不同。显然，正确的ｗｈｉｔｅ邻

域点所占权重最大，正确的ｒｅｄ邻域点所占权重

次之，而正确的ｂｌｕｅ邻域点所占权重一般选取较

小。设犠ｗｈｉｔｅ＝μ，犠ｒｅｄ＝ １－（ ）μ／２，由于ｗｈｉｔｅ邻

域点占优，故μ＞ １－（ ）μ／２μ＞１／３；ｂｌｕｅ邻域

点贡献很小，一般取犠ｂｌｕｅ＝μ／γ，γ≥８。

图１　不同邻域点的权重

Ｆｉｇ．１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在求解光流场过程中采用一些小策略，可以

进一步提高光流精度，如采用 ＧＮＣ（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方式既可以提高计算精度又可以

降低泛函能量；三次样条插值比其他插值方式效

果更优；轻度非凸的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罚函数的“鲁棒

性”最强；采用经典的基于ｃｏａｒｓｅｔｏｆｉｎｅ的金字

塔法［７］处理大位移问题；使用ＧＵＰｓ技术实现实

时计算。

４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选取了合成场

景图标准光流数据库 Ｍｉｄｄｌｅｂｕｒｙ（ｈｔｔｐ：／／ｖｉｓ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ｂｕｒｙ．ｅｄｕ／ｆｌｏｗ／ｄａｔａ／）和真实场景图经典

光流数据库ｈｔｔｐ：／／ｉ２１ｗｗｗ．ｉｒａ．ｕｋａ．ｄｅ／ｉｍａｇ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作为实验数据。通过３组实验分别

对代表当前光流水平的两种算法Ｌｉｕ
［８］、Ｃｌａｓｓｉｃ

＋ＮＬ与本文算法“Ｃｌａｓｓｉｃ＋ＮＬ＋光流有效性检

测技术＋邻域修正法”进行比较来加以说明（实验

中选取ε１＝０．５，ε２＝０．５）。

１）实验１（图２）。我们比较了３种方法所得

到的ＲｕｂｂｅｒＷｈａｌｅ序列帧的彩色光流图及其真

实彩色光流。通过目视可以看出，遮挡（如图２中

半圆积木中心的空心半圆）、间断对光流精度产生

了严重的干扰。本文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遮挡、

间断的影响，说明了“光流有效性检测技术”及邻

域修正法的正确性。

２）实验２（表１）。计算了 Ｍｉｄｄｌｅｂｕｒｙ标准

数据库中８种序列图光流场的ＥＰ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ｎｄ

ｐｏｉｎｔｅｒｒｏｒ）：ＥＰＥ＝ｍｅａｎ（ｓｑｒｔ［（狌犜－狌犲）
２＋（狏犜

－狏犲）
２］），［狌犜，狏犜］是光流数据库所提供的真实

光流场，［狌犲，狏犲］是计算的光流场。可以看出，本

方法所计算的光流场与真实光流场之间的误差最

小，相似度最高，验证了该方法的精确性。

３）选取数据库（ｈｔｔｐ：／／ｉ２１ｗｗｗ．ｉｒａ．ｕｋａ．

ｄｅ／ｉｍａｇ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所提供的真实场景图来检

验本文方法处理实际问题的性能。该序列图包括

了多目标物体、大位移、运动间断、遮挡、光照变

化、噪声等各种复杂状况。通过对比图３（ｃ）与

３（ｄ）、图４（ｃ）与４（ｄ），发现光流场几乎反映了实

际物体的运动状况，较好地避免了上述恶劣状况

的影响；通过对比原图与匹配（ｗａｒｐ）图的差异值

（图３（ｃ）与４（ｆ），图４（ｃ）与４（ｆ））可以看出，

“Ｃｌａｓｓｉｃ＋ＮＬ”法得到的匹配（ｗａｒｐ）图在遮挡、间

断处存在明显的误差，而本文方法明显减少了误

差，进一步表明本文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多种恶

劣情况，是对“Ｃｌａｓｓｉｃ＋ＮＬ”方法的进一步改善，

增强了实用性与有效性。

表１　不同方法所得光流场的犈犘犈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ＥＰ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ｌｏｗ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ｕｂｂｅｒＷｈａｌｅ Ｇｒｏｖｅ２ Ｇｒｏｖｅ３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Ｕｒｂａｎ２ Ｕｒｂａｎ３ Ｄｉｍｅｔｒｏｄｏｎ Ｖｅｎｕｓ

Ｌｉｕ［８］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０ ０．７７５ ０．１８５ ０．４４３ １．０６６ ０．１９９ ０．４５４

ＴＶＬ１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０．０９２ ０．１５４ ０．６６５ ０．１４７ ０．３１９ ０．６３０ ０．１９０ ０．２６０

Ｃｌａｓｓｉｃ＋ＮＬ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７ ０．４６４ ０．１５２ ０．２１１ ０．３９８ ０．１１４ ０．２３４

Ｏｕ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９ ０．３３８ ０．１３７ ０．２０２ ０．３０４ ０．１０２ ０．２１２

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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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种方

法的光流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Ｆｉｌｅｄ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３　ＥｔｔｌｉｎｇｅｒＴｏｒ序列

图的光流场及差异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ｆｉｌｅｄｏｆＥｔｔｌｉｎｇｅｒＴｏｒ

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图４　Ｔａｘｉ序列图的

光流场及差异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ｆｉｌｅｄｏｆＴａｘｉ

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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