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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跨摄像头的行人轨迹匹配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提取目标摄像头的一条

行人轨迹作为目标轨迹，然后将其余摄像头在该

时间段内出现的所有行人轨迹作为候选轨迹；

S2.使用中国连锁餐厅过程训练分层狄利克雷过

程，提取所有轨迹的全局运动模式特征，同时获

得目标轨迹和各条候选轨迹在全局运动模式特

征上的特征权重；S3.分别计算目标轨迹特征权

重与各条候选轨迹特征权重之间的余弦距离作

为相似性度量，然后将余弦距离最小的候选轨迹

作为目标轨迹的匹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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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跨摄像头的行人轨迹匹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提取目标摄像头的一条行人轨迹作为目标轨迹，然后将其余摄像头在该时间段内

出现的所有轨迹作为候选轨迹；

S2.使用中国连锁餐厅过程训练分层狄利克雷过程，提取所有轨迹的全局运动模式特

征，同时获得目标轨迹和各条候选轨迹在全局运动模式特征上的特征权重；

S3.分别计算目标轨迹特征权重与各条候选轨迹特征权重之间的余弦距离作为相似性

度量，然后将余弦距离最小的候选轨迹作为目标轨迹的匹配轨迹；

所述中国连锁餐厅过程训练分层狄利克雷过程，提取所有轨迹的全局运动模式特征，

同时获得目标轨迹和各条候选轨迹在全局运动模式特征上的特征权重的具体过程如下：

S11.定义tji为第j个轨迹中第i个观察值xji所属的集合，tji的取值有如下关系：

t、k、θ、x分别表示所有tji、kjt、θk、xji组成的集合，α0表示狄利克雷过程Gj的集中参数，t

表示tji的实际取值，f(·)表示多项式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表示去除第i个观察值后，

第j个轨迹中集合t的观察值数量，t-ji表示去除集合tji后，第j个轨迹的其余观察值集合；

S12.定义kjt为第j个轨迹中集合t的运动模式，定义St为集合t上的观察值，kjt的取值有

如下关系：

k-jt表示去除观察值集合t后，第j个轨迹的其余观察值集合所属的运动模式集合；γ为

狄利克雷过程G0的集中参数； 表示所有轨迹的观察值集合中去除集合t后，余下的集合

中属于运动模式k的数量；

S13.定义θk为第k种运动模式，定义Sk为所有轨迹中属于运动模式k的观察值，θk的取值

有如下关系：

h(θk)表示基分布H的概率密度函数，θ-k表示去除运动模式k后，其余运动模式的取值的

集合；

S14.统计第j个轨迹中所有观察值集合的运动模式种类情况，即为特征权重{π}：

T表示第j个轨迹中集合t的元素个数，其中 是狄拉克δ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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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跨摄像头的行人轨迹匹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

计算目标轨迹特征权重与各条候选轨迹特征权重之间的余弦距离，然后利用匈牙利算法将

余弦距离最小的候选轨迹作为目标轨迹的匹配轨迹。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6887014 B

3



一种跨摄像头的行人轨迹匹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图像处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跨摄像头的行人轨迹匹配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基于视频的智能监控系统得到广泛的应

用，其中行人追踪技术在商业客流分析、社会公共安全监控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

单个摄像机的视野有限，为了扩展视野，实现行人的长距离追踪，基于多摄像头的行人追踪

技术备受关注。实现多摄像头行人跟踪的一个关键技术难题是对不同摄像头视域内的行人

进行匹配关联。

[0003] 传统的行人追踪技术主要依靠视频中行人的表观特征进行追踪，如基于梯度直方

图(HOG)特征向量的追踪方法，基于加权颜色直方图模型的粒子滤波追踪方法等。但是在多

摄像头环境下，由于不同摄像机的视角差异问题，在交叠视域中观察到的行人表观特征具

有很大差别，很可能一个摄像头拍到某位行人的正面，但是另外一个摄像头拍摄到的却是

该行人的背面。这导致传统方法难以准确地在两个摄像头之间追踪行人。

[0004]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现有技术提供了以下几种跨摄像头的轨迹匹配方法：

[0005] 1)通过欧氏距离的最大最小值判断相似性。首先将候选轨迹分为n段，目标轨迹分

别计算其对应点与n段轨迹的最短距离，然后再将其与n段轨迹的最短距离中取最大距离当

做候选轨迹、目标轨迹间的距离；

[0006] 2)通过疑似移动对象匹配数判断相似性。获取目标轨迹的匹配基准轨迹点列表，

对列表中的每个轨迹点分别获取疑似移动对象列表，统计对象列表中的匹配数，将匹配数

最大的疑似移动对象当做匹配对象。

[0007] 上述方案中，一方面，传统的行人追踪技术依靠视频中行人的表观特征进行追踪，

但是在多摄像头环境下由于视角差异，追踪准确率有较大下降。另一方面，传统的轨迹匹配

方法通过计算不同轨迹间轨迹点的欧氏距离来判断相似性，由于不同轨迹的长度经常不同

(轨迹点数量不相同)，需要采取插值等手段增加虚拟轨迹点，这会引入度量误差。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为解决以上方法在进行跨摄像头追踪时由于存在视角差异导致的追踪准

确率低或引入度量误差的缺陷，提供了一种跨摄像头的行人轨迹匹配方法，该方法不使用

行人的视觉表观特征进行跨摄像头匹配，而是通过匹配不同摄像头的最相似轨迹来确定是

否属于同一行人，解决了跨摄像头的行人追踪问题；且由于全局运动模式特征是共享的，每

条轨迹在全局运动模式特征上的权重可以直接用于计算相似度，从而解决了轨迹点对齐问

题。

[0009] 为实现以上发明目的，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种跨摄像头的行人轨迹匹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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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1 .提取目标摄像头的一条行人轨迹作为目标轨迹，然后将其余摄像头在该时间

段内存在的所有轨迹作为候选轨迹；

[0012] S2.使用中国连锁餐厅过程训练分层狄利克雷过程，提取所有轨迹的全局运动模

式特征，同时获得目标轨迹和各条候选轨迹在全局运动模式特征上的特征权重；

[0013] S3.分别计算目标轨迹特征权重与各条候选轨迹特征权重之间的余弦距离作为相

似性度量，然后将余弦距离最小的候选轨迹作为目标轨迹的匹配轨迹。

[0014] 优选地，所述中国连锁餐厅过程训练分层狄利克雷过程，提取所有轨迹的全局运

动模式特征并获得特征权重的具体过程如下：

[0015] S11.定义tji为第j个轨迹中第i个观察值xji所属的集合，tji的取值有如下关系：

[0016]

[0017] t、k、θ、x分别表示所有tji、kjt、θk、xji组成的集合，α0表示狄利克雷过程Gj的集中参

数，t表示tji的实际取值，f(·)表示多项式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表示去除第i个观察

值后，第j个轨迹中集合t的观察值数量，t-ji表示去除集合tji后，第j个轨迹的其余观察值集

合；

[0018] S12.定义kjt为第j个轨迹中集合t的运动模式，定义St为集合t上的观察值，kjt的取

值有如下关系：

[0019]

[0020] k-jt表示去除观察值集合t后，第j个轨迹的其余观察值集合所属的运动模式集合；

γ为狄利克雷过程G0的集中参数； 表示所有轨迹的观察值集合中去除集合t后，余下的

集合中属于运动模式k的数量；

[0021] S13.定义θk为第k种运动模式，定义Sk为所有轨迹中属于运动模式k的观察值，θk的

取值有如下关系：

[0022]

[0023] h(θk)表示基分布H的概率密度函数，θ-k表示去除运动模式k后，其余运动模式的取

值的集合；

[0024] S14.统计第j个轨迹中所有观察值集合的运动模式种类情况，即为特征权重{π}：

[0025]

[0026] T表示第j个轨迹中集合t的元素个数，其中 是狄拉克δ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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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0028] 优选地，所述步骤S3中，计算目标轨迹特征权重与各条候选轨迹特征权重之间的

余弦距离，然后利用匈牙利算法将余弦距离最小的候选轨迹作为目标轨迹的匹配轨迹。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0] 1.相对于传统的行人追踪技术，本发明通过匹配不同摄像头的最相似轨迹来确定

同一行人，解决了不同摄像头中行人表观特征差异过大的问题；

[0031] 2.相对于传统的轨迹匹配技术，本发明通过HDP提取轨迹共享的全局运动模式特

征，每条轨迹在全局运动模式特征上的权重可以直接用于计算相似度，从而解决了轨迹点

对齐问题。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阐述。

[0035] 实施例1

[0036] 如图1所述，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7] 利用{x}＝(x1,x2,…,xL)来表示一条行人轨迹，其中xi表示观察值，L为轨迹长度，

每个观察值xi由当前点的位置信息和相邻点间的运动方向信息组成，其中位置信息的取值

范围是160×120，相邻点间运动方向信息分为上下左右4个方向，即每个观察值都是一个三

维向量，xi∈R3。

[0038] 在以上基础上，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S1 .提取目标摄像头的一条行人轨迹作为目标轨迹，然后将其余摄像头在该时间

段内出现的所有轨迹作为候选轨迹；

[0040] S2.使用中国连锁餐厅过程训练分层狄利克雷过程，提取所有轨迹的全局运动模

式特征，同时获得目标轨迹和各条候选轨迹在全局运动模式特征上的特征权重；

[0041] S3.分别计算目标轨迹特征权重与各条候选轨迹特征权重之间的余弦距离作为相

似性度量，然后将余弦距离最小的候选轨迹作为目标轨迹的匹配轨迹。

[0042] 直观上看，全局运动模式特征就是所有的轨迹中经常出现的一小段轨迹，如从画

面左上方移动到画面中央等。

[0043] 中国连锁餐厅过程假设有多间连锁餐厅，每间餐厅共用同一份有无穷多种菜品的

菜单，并且可容纳无穷多张餐桌；餐厅中的每张餐桌可以容纳无穷多位顾客，且每张餐桌只

提供一道菜。

[0044] 定义tji为第j个餐厅中第i位顾客选择的餐桌，顾客以正比于njt的概率选择第t张

已经有人的餐桌(即tji＝t)，其中njt为第j个餐厅中餐桌t上的顾客数；同时顾客也以正比

于α0的概率选择新餐桌(即tji＝tnew)，α0为狄利克雷过程Gj的集中参数。

[0045] 定义kjt为第j个餐厅中第t张餐桌提供的菜，餐桌以正比于mk的概率选择第k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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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kjt＝k)，其中mk为所有餐厅里提供第k道菜的餐桌数；同时餐桌也以正比于γ的概率选

择一道新菜(即kjt＝knew)，γ为狄利克雷过程G0的集中参数。

[0046] 定义θk为第k道菜，θk实际上是关于基分布H的独立同分布随机变量，即θk～H。基分

布H是一个L维狄利克雷分布，H＝Dir(γ/L,…,γ/L)，L为观察值的取值范围，观察值xji是

以θk为参数的多项式分布产生，即xji～f(θk)。

[0047] 上述CRF定义中，一间餐厅对应一条轨迹，一位顾客对应轨迹的一个观察值，一张

餐桌对应一个观察值集合，一道菜对应观察值的一种运动模式。

[0048] 因此，所述中国连锁餐厅过程训练分层狄利克雷过程，提取所有轨迹的全局运动

模式特征并获得特征权重的具体过程如下：

[0049] S11.定义tji为第j个轨迹中第i个观察值xji所属的集合，tji的取值有如下关系：

[0050]

[0051] t、k、θ、x分别表示所有tji、kjt、θk、xji组成的集合，α0表示狄利克雷过程Gj的集中参

数，t表示tji的实际取值，f(·)表示多项式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表示去除第i个观察

值后，第j个轨迹中集合t的观察值数量，t-ji表示去除集合tji后，第j个轨迹的其余观察值集

合；

[0052] S12.定义kjt为第j个轨迹中集合t的运动模式，定义St为集合t上的观察值，kjt的取

值有如下关系：

[0053]

[0054] k-jt表示去除观察值集合t后，第j个轨迹的其余观察值集合所属的运动模式集合；

γ为狄利克雷过程G0的集中参数； 表示所有轨迹的观察值集合中去除集合t后，余下的

集合中属于运动模式k的数量；

[0055] S13.定义θk为第k种运动模式，定义Sk为所有轨迹中属于运动模式k的观察值，θk的

取值有如下关系：

[0056]

[0057] h(θk)表示基分布H的概率密度函数，θ-k表示去除运动模式k后，其余运动模式的取

值的集合；

[0058] S14.统计第j个轨迹中所有观察值集合的运动模式种类情况，即为特征权重{π}：

[0059]

[0060] T表示第j个轨迹中集合t的元素个数，其中 是狄拉克δ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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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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