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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主成分背景抑制的红外目标检测算法。首先分析了红外成像的时空相关性，采用主

成分分析技术分解时域关联信息抑制背景杂波；接着采用空间关联模糊自适应共振神经网络建立时空背景

模型检测目标。实验结果显示，该算法能有效地抑制背景突显目标和检测出复杂场景下的红外目标，其犉１

指标值高达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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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红外探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

成本的降低，采用或结合红外成像机制的智能视

频监控系统逐渐成为智能视频监控领域的发展趋

势，然而红外视频监控本身也存在一些具有挑战

性的难题，如低信噪比、低分辨率、光环效应和极

性反转等［１］。目前，红外目标检测算法大致可分

为两大类：基于形状的检测［２４］和基于运动的检

测［１，５］。本文基于统计信息分类思想，依据红外

成像的时空特性，采用主成分分析技术和空间关

联自适应共振神经网络方法来建立背景模型，不

依赖任何的形状或运动先验知识，采用三种客观

评价指标和主观视觉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来评价目

标检测算法的性能。

１　主成分背景抑制

由于红外成像系统是被动接收红外热辐射，

且受昼夜温差、大气热辐射的不均匀性和不同气

象条件下的大气衰减等复杂场景的干扰以及探测

器内部噪声干扰因素的影响，红外图像一般为非

平稳随机过程，但对于某一时刻的局部区域，其背

景辐射是相对稳定的［６］，即红外背景具有局部平

稳性。另外，高帧速的探测系统意味着相邻帧的

背景运动量会很小，相对于目标的运动量来说可

以忽略不计，即红外局部背景在一定的时域内具

有强的时间与空间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滑窗

式中值滤波器来获取近似的红外背景。提取的户

外场景背景如图１（ａ）所示，其中背景帧与当前帧

的相关度高达９５．６％，而剩余的４．４％即为待检

测的目标信息。依据背景时域信息，采用主成分

分析技术来分解红外时域关联信息，抑制背景杂

波，突显目标，并命名此方法为主成分背景抑制算

法（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ＰＢＳＡ）。

针对获得的背景帧犅犵 和当前帧犉狋，将其各

自转换为行向量组成联合矩阵犢，即分别从第一

行开始按行扫描各自的图像，将得到的两个行向量

按列方向排列组成联合矩阵犢。针对联合矩阵犢，

借助ＫＬ变换可以获得两个不相关的子图（如式

（２）所示），其中，本征值最小的子图即为背景杂波

抑制结果图，如图１（ｃ）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大

量的背景杂波被有效地抑制，而目标被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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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犖∑
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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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

狀＝１

（犢（犿，狀）－珚犢）（犢（犿，狀）－珚犢）
Ｔ

（１）

犌犻＝狏
Ｔ
犻犢，犻＝１，２ （２）

式中，犢＝［犅犵，犉狋］为联合矩阵；珚犢表示联合矩阵

犢的均值矩阵；犆表示协方差矩阵；狏犻表示协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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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犆的特征向量；犌犻（犻＝１，２）表示采用ＫＬ变

换运算得到的两个子图；犕、犖 表示图片的长宽尺

寸大小。

图１　背景杂波抑制结果

Ｆｉｇ．１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ｌｕｔｔｅｒｓ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２　红外目标检测

经过主成分背景抑制处理后，大部分背景杂

波被有效抑制，目标与周围背景间呈现出较高的

对比度，且目标和背景内部也各自呈现出较高的

空间一致性，即背景抑制结果具有较强的空间相

关性，如图１（ｃ）所示。

通过分析背景抑制结果图像的时空特性，本

文基于经典的模糊自适应共振神经网络［７］，引进

局部加权投票策略，提出一种空间关联模糊自适

应共振神经网络来建立时空背景模型，将背景模

型与抑制图像的时空特性关联起来，提高复杂场

景下的红外目标检测率。该算法分为两个阶段：

背景建模阶段和目标检测阶段。

１）背景建模阶段

本文分配若干背景抑制帧犌狋（狋＝１，…，犜）作

为时空背景建模数据，针对每个像素点的位置，分

配一个空间关联模糊自适应共振神经网络，采用

基于区域的标准差纹理特征来训练该神经网络，

即采用｛犛１（犿，狀），犛２（犿，狀），…，犛犜（犿，狀）｝作为

训练样本来训练当前位置的神经网络，如图２所

示，其中，当前像素点的区域标准差纹理特征为以

其为中心的局部邻域标准差纹理特征（如式（３）所

示）；依据模型类别特征，滤除前景干扰类（图２中

的犆２、犆４），得到真实的时空背景模型（图２中的

犆１、犆３）。

２）目标检测阶段

依据时空背景模型信息，可以获得当前帧每

个像素点位置的最大背景模型匹配度 ＭＶ （犿，

狀）和当前点的局部加权背景模型匹配度犙（犿，狀）

（如式（５）所示），其中当前点邻域像素的权值与其

到当前点的距离成反比；根据实际场景的复杂度

设置警戒值，依据局部加权背景模型匹配度检测

红外目标（如式（７）所示）。

空间关联模糊自适应共振神经网络模型采用

帧序列中同一位置上不同时刻的区域纹理特征来

建立背景模型，融合了时空信息；采用基于邻域空

间距离的局部加权投票策略来检测目标，再次结

合了空间信息，使检测结果更稳定。

图２　空间关联模糊自适应共振神经网络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ｕｚｚｙＡＲＴ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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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公式中，犛狋（犿，狀）表示第狋帧当前像素点

的区域标准差纹理特征；犌狋表示第狋帧经过主成

分背景抑制后的背景抑制结果图的像素灰度矩

阵；μ表示当前像素点的局部邻域均值；犚１为人工

设置的标准差纹理特征的邻域窗口尺寸；ＭＶ（犻＋

犿，犼＋狀）表示最大背景模型匹配度。本文假设红

外图像的局部权值分布服从高斯分布，狑（犻，犼）表

示邻域像素给当前中心点的局部加权背景模型匹

配度贡献的权值；σ为权值分布标准差，一般设σ

＝３；犱为邻域像素点与当前像素点间的距离；犚２

为人工设置的权值分布的局部邻域尺寸；ρ为人

工设置的警戒值。

３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采用在不同天

气、不同时刻的复杂户外场景下实际拍摄的８段

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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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视频序列进行实验，并与其他算法进行对比。

８段红外视频序列的一些样本图片如图３中的第

一行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红外图像的分辨率较低，

目标的温度并不一定比环境高（如序列３），且目

标周围存在明显的光环效应（如序列２、４）。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鲁棒性和通用性，采用

单一的参数集设置来进行所有的验证实验。其

中，空间关联模糊自适应共振神经网络的选择参

数α＝０，学习参数β＝１，ρ＝０．８５，犚１＝５，权值分

布的犚２＝３。本文算法针对各序列样本图片的检

测结果如图３第二行所示。可以看出，本文算法

能有效地检测出不同复杂红外场景下的目标；即

使在目标难以用肉眼分辨的情况下（如序列３），

也能有效地检测出目标；当目标的温度低于环境

温度，且目标被红外特性相似的阴影环绕时（如序

列３），该算法也能有效地提取目标；即使目标与

环境的温差较小（如序列２），也能有效地检测出

目标。

图３　复杂户外红外场景下的目标检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ｃｒｏ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ｕｔｄｏｏｒＳｃｅｎｅｓ

为了客观评价本文算法的检测性能，采用码

本算法（ＣＢ）
［８］、加权单高斯算法（ＳＷＧ）

［１］、独立

分量算法（ＩＣＡ）
［９］和自适应共振神经网络算法

（ＦＡＲＴ）
［７］４种算法进行对比实验。各算法的参

数设置如下：① ＣＢ，光线控制参数α＝０．７，β＝

１．３；②ＳＷＧ，标准方差σ^＝５，检测门限犜＝５；

③ＩＣＡ，转换参数犮＝０．５，控制参数犾＝１．５；

④ＦＡＲＴ，选择参数α＝０，学习参数β＝１，警戒参

数ρ＝０．８５。为了更好地去除噪声干扰，所有检

测算法皆采用５×５的形态学闭运算来处理检测

结果，并去除面积小于１０的区域。

从客观角度出发，本文采用ｒｅｃａｌｌ（表示检测

率，为检测到的真实目标数与真实目标总数之

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表示准确率，为检测到的真实目标

数与检测到的目标总数之比）和犉１ 指标
［１０］来评

价目标的检测结果。一个好的检测算法应具有较

高的ｒｅｃａｌｌ值，同时保持较高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值；较高

的犉１ 值也意味着好的检测性能：

犉１ ＝
２ｒｅｃａｌ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ｃａｌ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８）

　　５种检测算法的３种指标评价结果如图４和

表１所示。从图４中可以看出，ＣＢ和ＳＷＧ具有

相对稳定的检测性能，但其总体犉１ 指标较低；

ＩＣＡ具有较差的检测稳定性，其总体表现一般；

ＦＡＲＴ具有相对稳定的检测性能，其总体犉１ 指

标较高；而本文算法同时具有较好的检测稳定性

和较高的犉１ 指标。从表１中也可以看出，ＣＢ和

ＳＷＧ具有较高的检测率，但其准确率较低，其总

体检测性能一般；ＩＣＡ具有较一致的检测率和准

确率，但其检测稳定性较差；ＦＡＲＴ具有较高的

检测率和相对较低的准确率，其检测性能相对稳

定；而本文算法同时具有较高的检测率和准确率，

且具有较好的检测稳定性。

图４　５种检测算法的犉１ 指标比较图

Ｆｉｇ．４　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犉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Ｆ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表１　５种检测算法的平均检测指标

Ｔａｂ．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方法 检测率 准确率 犉１

ＣＢ ０．９１３７ ０．５０９９ ０．６３６３

ＳＷＧ ０．９９４８ ０．５８２７ ０．７２０９

ＩＣＡ ０．８０６５ ０．６１０７ ０．６９０８

ＦＡＲＴ ０．９７３９ ０．７１７２ ０．８２２５

本文算法 ０．９８７９ ０．９０１２ ０．９４１９

　　由上述对比实验可得，本文算法能有效地抑

制背景杂波和检测出复杂红外场景下的目标，具

有较强的检测鲁棒性。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主成分背景抑制的红外

目标检测算法。该算法采用主成分背景抑制算法

能有效抑制背景，突显目标，采用空间关联模糊自

适应共振神经网络能有效融合时空信息，降低虚

警率。对比实验验证了本文算法具有较高的检测

率和准确率，其犉１ 指标高达９４．２％。该算法具

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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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好的检测稳定性，能有效检测出复杂红外场

景下的目标。

本文现阶段未考虑特定目标的形状信息，下

一阶段将整合形状信息，研究针对特定目标的红

外目标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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