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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54) 发明名称 ：物体运动轨迹 的拍摄方法及拍摄终端

(57) Abstract: A method and photograph
ing terminal for photographing an object
motion trajectory. The method comprises: a

一 photographing terminal photographs one
picture at every preset exposure time;
whenever a picture i s photographed, the
photographing terminal first removes inter
ference information from the picture before

， compositing, then composites the picture re
moved of the interference information to
produce a new object motion trajectory im
age, and makes the new object motion tra
jectory picture a to-be-composited picture;
when the new object motion trajectory pic
ture satisfies a first preset criterion, the new
object motion trajectory picture satisfying
the first preset criterion i s stored.

(57) 摘要：一种 物体 运动 轨 迹 的拍摄
方法及拍摄终端 ，所述方法包括 ：拍
摄终端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拍摄一张
图像 ；在每拍摄到一张 图像 时，拍摄
终端先将合成之前 的图像进行干扰信
息的去除 ，然后再将去除干扰信 息的
图像进行合成 以生成新 的物体运动轨

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在所述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设条
件 时，存储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的所述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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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及拍摄终端

技术领域

本文涉及摄像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及拍摄终端。

背景技术

摄像设备 （如手机 、照相机等 ）拍摄物体 的运行轨迹 （如星星的运动轨

迹 ）时，最终只能得到一张显示物体 的运行轨迹的图像 ，即物体运动轨迹 图

像 。由于拍摄 物体 的运行轨迹需要较 长的时间，若在拍摄 过程 中出现干扰

物 ，则会使最终获得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出现干扰物 ，而影响拍摄效果。

发明内容

本文提供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及拍摄终端 ，以解决相 关技术中

物体运动轨迹 的拍摄 时，出现干扰 而对最终获得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造成影

响的技术问题 。

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包括：

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所述第一张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

像 ；

拍摄终端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拍摄一张图像 ；

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

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拍摄终端将所获取 的干扰信 息去除；

拍摄终端将去除干扰信 息后 的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合成以生成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作为 当

前待合成 图像 ；

在所述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时，存储满足第一预设



条件 的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可选地 ，所述拍摄 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 的图像 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

较 ，获取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包括：

拍摄终端将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

邻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

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

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

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可选地 ，所述拍摄 终端将 当前拍摄 到 的图像 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

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包括：

拍摄终端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

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

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

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可选地 ，所述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为星轨 图像 。

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包括：

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所述第一张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

像 ；

拍摄终端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拍摄一张图像 ；

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

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标记



干扰信 息的位置；

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合成以生成新的物

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

在所述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时，将新的物体运动轨

迹 图像 中与干扰信 息的位置处的干扰信 息去除；

存储 满足 第一预设 条件 ，且去 除干扰信 息的所述新 的物体运 动轨迹 图

像 。

可选地 ，所述拍摄 终端将 当前拍摄 到 的图像 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

较 ，获取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包括：

拍摄终端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

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

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

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

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可选地 ，所述拍摄 终端将 当前拍摄 到 的图像 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

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包括：

拍摄终端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

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

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

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

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 ，包括：



第一初始化模块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将所述第一张图像

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

第一拍摄模块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后 ，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

拍摄一张图像 ；

第一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设置为：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

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第一干扰信 息去除模块 ，设置为：将所获取 的干扰信 息去除；

第一合成模块 ，设 置为：将去除干扰信 息的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

合成 图像进行合成以生成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

迹 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

第一存储模块 ，设 置为：在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设条

件 时，存储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的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可选地 ，所述第一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包括：

第一亮区域获取单元 ，设置为：将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

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第一亮区域 比较单元 ，设置为：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

素；

第一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设置为：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可选地 ，

所述第一亮区域获取单元 ，还设置为：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

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所述第一亮区域 比较单元 ，还设置为：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

值 的像素；



所述第一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还设置为：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 ，包括：

第二初始化模块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将所述第一张图像

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上传至合成终端；

第二拍摄模块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后 ，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

拍摄一张图像 ；

第二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设置为：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

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标记干扰信 息的位置；

第二合成模块 ，设 置为：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

像进行合成以生成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

第二干扰信 息去除模块 ，设置为：在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

一预设条件 时，将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中与干扰信 息的位置处的干扰信 息

去除；

第二存储模块 ，设 置为：存储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且去除干扰信 息的所

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可选地 ，所述第二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包括：

第二 亮区域获取单元 ，设置为：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于

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第二 亮区域 比较单元 ，设置为：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

素；

第二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设置为：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干扰信 息标记单元 ，设置为：标记干扰信 息的位置。

可选地 ，

所述第二 亮区域获取单元 ，还设置为：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

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所述第二 亮区域 比较单元 ，设置为：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

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所述第二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还设置为：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

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所述计算机可执

行指令用于执行上述任一项的方法。

本发 明实施例利用拍摄终端拍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 时，对所拍摄到的

图像及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进行干扰物检查，若发现干扰物时，则将 图像 中的

干扰信 息去除，以获得准确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附图概述

图 1 为本发 明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第一 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第二 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 明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第三 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第四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 明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第一 实施例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图 6 为图 5 中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的细化功能模块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 明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第二 实施例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图 8 为图 7 中干扰信 息标记模块的细化功能模块示意图。

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

以下结合说 明书附图说 明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

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 以理解的，本文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的下述 实施

例 中，实施本发 明实施例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的实施主体可以为手机 、

平板 电脑 、照相机 、摄影机等终端 ，也可以是任何可 实现本发 明实施例物体

运动轨迹 的拍摄 方法的终端或装置，本文并不对此进行限定，在本文物体运

动轨迹 的拍摄 方法的下述 实施例 中，可选手机作为本发 明实施例物体运动轨

迹 的拍摄 方法的实施主题 。此外 ，下述 实施例 中，物体运动的类型 包括：物

体运动 、拍摄者静止 ；或者物体静止 、拍摄者运动；或者物体和拍摄者之 间

相对运动 。该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可以为星轨 图像 ，也可以为其他 的运动物体

的轨迹 图像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如 图 1 所示，该物体

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

步骤 S110、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所述第一张图像作为 当

前待合成 图像 ；

在步骤 S110 之前 ，拍摄终端预先设定 了曝光时间、ISO 、分辨率 、曝光

补偿 、降噪等拍照参数 ，该拍照参数可 由拍摄 终端或者用户预先设 定或调

整 ，拍摄 终端还 可 以根据 不 同地 区上 空不 同的物体运 动场景预设 不 同的参

数 ，供用户拍摄 时选择合适的物体运动场景进行拍摄 ，或者拍摄终端根据 当

前环境 自动选择合适的物体运动场景进行拍摄 。

用户触发物体运动轨迹 的拍摄指令 ，可以为：按动拍摄按钮 、触发虚拟

拍摄按钮 、语音及手势等 。拍摄终端响应用户的拍摄指令 ，开始拍摄 图像 ，

拍摄终端可以在接 收到用户的拍摄指令时，立即开始拍摄 图像 ，也可以延迟

预设 时长开始拍摄 图像 ，其 中，延迟预设 时长开始拍摄 图像有利于避免在用

户 因按动拍摄按钮或触发虚拟拍摄按钮 而对手机造成抖动时，拍摄 图像 。

可以理解 的是 ，用户触发该拍摄指令 时，还可以设置拍摄 时间，以控制



拍摄终端在拍摄 时间到达后 ， 自动停止拍摄 。

步骤 S120 、拍摄终端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拍摄一张图像；

预设 的曝光时间可 由手机预先设置，也可以由用户根据需求预先设置，

曝光时间由于受到硬件的限制不可过短。

步骤 S130 、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时，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

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合成图像 中的干扰

信息；

干扰信 息是指除待拍物体以为的其他干扰物。若物体运动的轨迹 图像为

星轨 图像 时，则其主要 的干扰信息为光源干扰 ，例如飞机 、空中探照灯等物

体发 出的光源对待拍物体 的影响。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时，拍摄终端将 当前

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进行比较 ，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存在干

扰信 息时，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当待合成的图像 中存在干

扰信息时，获取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

步骤 S140 、拍摄终端将所获取的干扰信息去除；

获得干扰信 息之后 ，则将干扰信息从该干扰信息所在的图像 中去除。可

包括：将干扰信 息对应 的像素的亮度值设置为未发生干扰信息的图像 中与干

扰信 息对应位 置的像素的亮度值 。例如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存在一干扰信

息，且该干扰信息位于图像 中的 A 位置。在需要去除该干扰信息时，将先获

取待合成的图像 中 A 位置的像素的亮度值 S，然后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 A

位置的像素的亮度值设置为 S。当然，也可以将干扰信息对应的像素的亮度

值设置为预设 的亮度值 。

步骤 S150 、拍摄终端将去除干扰信息的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合成以生成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

像作为当前待合成图像；

去除干扰信 息后 ，拍摄终端将去除干扰信息的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

待合成 图像进行合成以生成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合成方法可以是：将拍摄到

的图像 的像素和 当前待合成图像的像素进行叠加 ，生成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或者根据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的亮度值信息及 当前待合成图像 中像素的亮度



值信 息，生成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可 包括：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的像素的亮

度值与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的像素的亮度值对应 比较 ，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的

像素的亮度值 大于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的像素的亮度值时，将 当前待合成的图

像的像素的亮度值设置为当前拍摄到的图像的像素的亮度值 。

同理 ，去除干扰信 息后 ，拍摄终端将去除干扰信息的待合成图像与 当前

拍摄到的图像进行合成以生成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步骤 S160 、在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设条件时，存储满

足第一预设条件的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第一预设条件可以是拍摄终端或者用户预先设置的。第一预设条件可以

是：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对应的图像的拍摄 时间点与第一预设 时间点 匹配 ；或

者 ，拍摄 图像 的拍摄环境参数 （如亮度 、能见度等 ）满足预设 的环境参数 。

当满足该第一预设条件时，则将其进行存储 。

本发 明实施例利用拍摄终端拍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 时，对所拍摄到的

图像及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进行干扰物检查，若发现干扰物时，则将 图像 中的

干扰信息去除，以获得准确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如 图 2 所示，上述步骤 S130 中获取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可 包

括以下步骤：

步骤 S13 1、拍摄终端将获取 当前待合成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

值的所有相邻的像素，形成第一亮区域；

在拍摄到一张图像后 ，拍摄终端将对待合成图像 中的像素亮度值与预设

阔值进行 比较 ，形成第一亮区域。该预设 阔值可由拍摄终端默认设置，也可

以由用户设定。例如拍摄星轨 图像时，将根据拍摄 背景图像的像素值进行设

定。而拍摄其他 的物体 ，例如动物时，则根据该动物的拍摄 背景图像的像素

值进行设定。

步骤 S132 、判断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

对应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的像素；

若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获得的第一亮度 区域 包括 区域 1、区域 2、区域 3，



且 区域 1、区域 2 及 区域 3 在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位置对应为 Sl 、 S2 及

S3。在获得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亮区域后 ，则根据所述亮区域的位置，判

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对应亮区域的位置处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预设 阔

值 的像素。若存在 ，则表示 当前待合成图像 中的亮区域不是干扰物，若不存

在 ，则表示 当前待合成图形中的亮区域存在干扰物。

步骤 S133、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图像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

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

作为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

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的亮区域对应的位置不存在

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的像素时，将该亮区域作为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

如 图 3 所示，上述步骤 S130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可 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 S134 、拍摄终端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

设 阔值的所有相邻像素，形成第二亮区域；

步骤 S135、判断当前待合成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的第二亮度 区域

对应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的像素；

步骤 S136、当当前待合成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的第二亮度 区域对

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

作为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

同上述获取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的方式一致 ，获取 当前拍摄

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也是通过先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亮区域 ，然后

判断 当前待合成的该亮区域对应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预设 阔值的

像素 ，若存在则判断该亮区域为干扰信息，并将该干扰信息作为当前拍摄到

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

如 图 4 所示，为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第二 实施例。该实施例的



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 S210 、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时，拍摄终端将所述第一张图像作为当

前待合成图像；

步骤 S220 、拍摄终端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拍摄一张图像；

步骤 S230 、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时，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

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合成图像 中的干扰

信息，标记干 尤信息的位置；

步骤 S240 、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图像进行合成以

生成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作为当前待合

成图像；

步骤 S250 、在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设条件时，将新的

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中与干扰信息的位置处的干扰信息去除；

步骤 S260 、存储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且去除干扰信息的所述新的物体运

动轨迹 图像 。

与上述 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本实施例中在获得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

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时，并不是立即将干扰信息进行去除，而是标记干

扰信 息在 图像 中的位置。待最终合成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时，再根据标记的位

置，将干扰信 息从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中去除。因此，本发 明实施例将每次合

成处理 时的干扰信 息去除集中在一起处理 ，从 而加快 了干扰信 息的去除速

度 。

上述步骤 S230 中获取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以及获取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息均可参照前面实施例中所述，在此就不再赘述。

对应地 ，如 图 5 所示，为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第一实施例。该

拍摄终端 包括：

第一初始化模块 110，设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时，将所述第一张

图像作为当前待合成图像；

第一拍摄模块 120 ，设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后 ，每 隔预设 的曝光



时间拍摄一张图像 ；

第一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130，设置为：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

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第一干扰信 息去除模块 140，设置为：将所获取 的干扰信 息去除；

第一合成模块 150，设 置为：将去除干扰信 息的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

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合成以生成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

动轨迹 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

第一存储模块 160，设 置为：在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

设条件 时，存储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的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用户触发物体运动轨迹 的拍摄指令时，拍摄终端响应用户的拍摄指令 。

第一拍摄模块 120 将拍摄第一张图像 ，然后第一初始化模块 110 将拍摄 的第

一张图像作为待合成 图像 。然后第一拍摄模块 120 按预设 的曝光时间拍摄 图

像 。预设 的曝光时间可 由手机预先设置，也可以由用户根据需求预先设置，

曝光时间由于受到硬件 的限制不可过短 。

在每拍摄一张图像后 ，第一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130 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

干扰信 息。干扰信 息是指除待拍物体以为的其他干扰物。若物体运动的轨迹

图像 为星轨 图像 时，则其主要 的干扰信 息为光源干扰 ，例如飞机 、空中探照

灯等物体发 出的光源对待拍物体 的影响。

获得干扰信 息之后 ，第一干扰信 息去除模块 140 则将干扰信 息从该干扰

信 息所在 的图像 中去除。包括：将干扰信 息对应 的像素的亮度值设置为未发

生干扰信 息的 图像 中与干扰信 息对应位 置的像素 的亮度值 。去 除干扰信 息

后 ，拍摄终端将去除干扰信 息的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合

成以生成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然后判断新的物体运动轨迹是否满足第一预设

条件 ，第一预设条件可以是拍摄终端或者用户预先设置的。第一预设条件可

以是 ：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对应 的图像的拍摄 时间点与第一预设 时间点 匹配；

或者 ，拍摄 图像 的拍摄环境参数（如亮度 、能见度等 ）满足预设 的环境参数 。



当满足该第一预设条件 时，则将其进行存储 。

本发 明实施例利用拍摄终端拍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 时，对所拍摄到的

图像及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进行干扰物检查，若发现干扰物时，则将 图像 中的

干扰信 息去除，以获得准确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如 图 6 所示，所述第一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130 包括：

第一亮区域获取单元 131 ，设置为：将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

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第一亮区域 比较单元 132，设置为：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

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第一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133，设置为：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

合成 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

像素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在拍摄到一张图像后 ，第一亮区域获取单元 131 将对待合成 图像 中的像

素亮度值与预设 阔值进行 比较 ，形成第一亮区域 。该预设 阔值可 由拍摄终端

默认设 置 ，也可以由用户设定。例如拍摄星轨 图像 时，将根据拍摄 背景 图像

的像素值进行设 定。而拍摄其他 的物体 ，例如动物时，则根据该动物的拍摄

背景 图像 的像素值进行设 定。若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获得 的第一亮度 区域 包括

区域 1、区域 2、区域 3，且 区域 1、区域 2 及 区域 3 在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

的位置对应为 Sl 、 S2 及 S3。在获得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亮区域后 ，亮区

域 比较单元 132 则根据所述亮区域的位置，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对应 亮

区域 的位置处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预设 阔值 的像素。若存在 ，则表示 当

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亮区域不是干扰物 ，若不存在 ，则表示 当前待合成 图形 中

的亮区域存在干扰物 。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的亮区域

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第一干扰信 息确

定单元 133 则将该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上述第一亮区域获取单元 131 ，还设置为：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

像素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第一亮区域 比较单元 132 ，还设置为：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

值 的像素；

第一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133 ，还设置为：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同上述获取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的方式一致 ，获取 当前拍摄

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也是通过第一亮区域 比较单元 132 先获取 当前拍摄到

的图像 中的亮区域 ，然后第一亮区域比较单元 132 判断 当前待合成的该亮区

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预设 阔值 的像素 ，若存在则第一干扰

信 息确定单元 133 判断该亮区域为干扰信 息，并将该干扰信 息作为 当前拍摄

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如 图 7 所示，为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第二 实施例。该 实施例的

拍摄终端 包括：

第二初始化模块 210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将所述第一张

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上传至合成终端；

第二拍摄模块 220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后 ，每 隔预设 的曝光

时间拍摄一张图像 ；

第二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230 ，设置为：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将 当前

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

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标记干扰信 息的位置；

第二合成模块 240 ，设 置为：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

行合成以生成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

第二干扰信 息去除模块 250 ，设置为：在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



足第一预设条件 时，将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中与干扰信 息的位置处的干扰

信 息去除；

第二存储模块 260 ，设 置为：存储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且去除干扰信 息

的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与上述 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本 实施例 中在获得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

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时，并不是立即将干扰信 息进行去除，而是通过第

二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230 标记干扰信 息在 图像 中的位置。待最终合成物体运

动轨迹 图像 时，第二干扰信 息去除模块 250 再根据标记的位置，将干扰信 息

从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中去除。因此 ，本发 明实施例将每次合成处理时的干扰

信 息去除集中在一起处理 ，从 而加 快 了干扰信 息的去除速度 。

如 图 8 所示，所述第二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230 包括：

第二 亮区域获取单元 231 ，设置为：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第二 亮区域 比较单元 232 ，设置为：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

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第二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233 ，设置为：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

合成 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

像素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第二干扰信 息标记单元 234 ，设置为：标记干扰信 息的位置。

上述第二 亮区域获取单元 231 ，还设置为：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

像素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第二 亮区域 比较单元 232 ，还设置为：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

值 的像素；

第二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233 ，还设置为：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



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上述第二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230 中各功能模块所实现的干扰信 息获取功

能可参照前面实施例 中拍摄终端的第一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130 对干扰信 息的

获取过程 ，在此就不再赘述。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可以使用计

算机程序流程来实现 ，所述计算机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中，

所述计算机程序在相应 的硬件平 台上 （如 系统 、设备 、装置、器件等 ）执行 ，

在执行时，包括方法实施例的步骤之一或其组合 。

可选地 ，上述 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也可以使用集成 电路来实现 ，这

些步骤可以被分别制作成一个个集成 电路模块 ，或者将它们 中的多个模块或

步骤制作成单个集成 电路模块来实现。

上述 实施例 中的装置/功能模块/功能单元可以釆用通用的计算装置来 实

现 ，它们 可 以集中在单个的计算装置上，也 可 以分布在多个计算装置所组成

的网络上。

上述 实施例 中的装置/功能模块/功能单元 以软件功能模块的形式实现并

作 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用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

上述提到的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可以是只读存储器，磁盘或光盘等。

工业实用性

本发 明实施例利用拍摄终端拍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 时，对所拍摄到的

图像及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进行干扰物检查，若发现干扰物时，则将 图像 中的

干扰信 息去除，可以获得准确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包括：

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所述第一张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

像 ；

拍摄终端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拍摄一张图像 ；

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

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拍摄终端将所获取 的干扰信 息去除；

拍摄终端将去除干扰信 息后 的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合成以生成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作为 当

前待合成 图像 ；

在所述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时，存储满足第一预设

条件 的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2、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其 中，所述拍摄终

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包括：

拍摄终端将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

邻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

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

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

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3、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其 中，所述拍摄终

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包括：

拍摄终端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



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

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的像素；

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

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4、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其 中，所述物体运

动轨迹 图像为星轨 图像 。

5、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包括：

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所述第一张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

像 ；

拍摄终端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拍摄一张图像 ；

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

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标记

干扰信 息的位置；

拍摄终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合成以生成新的物

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

在所述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时，将新的物体运动轨

迹 图像 中与干扰信 息的位置处的干扰信 息去除；

存储 满足 第一预设 条件 ，且去 除干扰信 息的所述新 的物体运 动轨迹 图

像 。

6、如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其 中，所述拍摄终

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包括：

拍摄终端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

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



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的像素；

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

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

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7、如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方法，其 中，所述拍摄终

端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包括：

拍摄终端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

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

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

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

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8、一种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 ，包括：

第一初始化模块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将所述第一张图像

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

第一拍摄模块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后 ，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

拍摄一张图像 ；

第一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设置为：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将 当前拍摄

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第一干扰信 息去除模块 ，设置为：将所获取 的干扰信 息去除；

第一合成模块 ，设 置为：将去除干扰信 息的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

合成 图像进行合成以生成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

迹 图像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 ；

第一存储模块 ，设 置为：在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一预设条

件 时，存储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的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9、如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 ，其 中，所述第一干

扰信 息获取模块 包括：

第一亮区域获取单元 ，设置为：将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

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第一亮区域 比较单元 ，设置为：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

素；

第一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设置为：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 ，其 中：

所述第一亮区域获取单元 ，还设置为：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

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所述第一亮区域 比较单元 ，还设置为：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

值 的像素；

所述第一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还设置为：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11、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 ，其 中，所述物体运

动轨迹 图像为星轨 图像 。

12、一种物体运动轨迹 的拍摄终端 ，其 中，所述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

端 包括：

第二初始化模块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 时，将所述第一张图像

作为 当前待合成 图像上传至合成终端；

第二拍摄模块 ，设 置为：在拍摄到第一张图像后 ，每 隔预设 的曝光时间

拍摄一张图像 ；

第二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设置为：在每拍摄到一张图像 时，将 当前拍摄



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 比较 ，获取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标记干扰信 息的位置；

第二合成模块 ，设 置为：将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进行合

成以生成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并将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作为 当前

待合成 图像 ；

第二干扰信 息去除模块 ，设置为：在所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满足第

一预设条件 时，将新 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中与干扰信 息的位置处的干扰信 息

去除；

第二存储模块 ，设 置为：存储满足第一预设条件 ，且去除干扰信 息的所

述新的物体运动轨迹 图像 。

13、如权利要 求 12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 ，其 中，所述第二

干扰信 息获取模块 包括：

第二 亮区域获取单元 ，设置为：获取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像素亮度值 大于

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的像素 ，形成第一亮区域；

第二 亮区域 比较单元 ，设置为：判断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

素；

第二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设置为：当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与 当前待合成

图像 的第一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值 的像素

时，将所述第一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干扰信 息标记单元 ，设置为：标记干扰信 息的位置。

14、如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物体运动轨迹的拍摄终端 ，其 中：

所述第二 亮区域获取单元 ，还设置为：获取与 当前拍摄到的图像 中像素

的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所有相邻像素 ，形成第二亮区域；

所述第二 亮区域 比较单元 ，还设置为：判断 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是否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所述预设 阔

值 的像素；

所述第二干扰信 息确定单元 ，还设置为：当当前待合成 图像 中与 当前拍



摄到的图像 的第二 亮度 区域对应 的位置不存在像素亮度值 大于一预设 阔值 的

像素时，将所述第二亮区域作为 当前待合成的图像 中的干扰信 息。

15、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所述计算机

可执行指令用于执行权利要求 1-7 任一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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