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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

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本发明分为两个阶

段：在训练阶段，提取训练数据的结构相似性

SSIM特征，并将SSIM特征作为稀疏自编码网络的

输入训练网络的权重参数，利用稀疏自编码网络

的隐藏层对SSIM特征进行降维并提取均值和方

差；在测试阶段，提取测试数据的SSIM特征，输入

到训练好的稀疏自编码网络中，得到隐藏层的输

出数据，结合训练阶段得到的均值和方差求马氏

距离，当马氏距离小于阈值时，判为正常事件；当

马氏距离大于等于阈值时，判为异常事件。本发

明通过提取SSIM特征来表征场景的变化程度，从

而能更好地鉴别是否发生异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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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包括训练阶段和测试阶

段，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训练阶段具体步骤是：

步骤(1) .对视频数据集中的训练数据进行预处理；

步骤(2) .提取训练数据的SSIM特征，所述的SSIM为结构相似性：

ar表示训练数据中第t帧上的某块网格区域，aro、ar1、ar2、ar3、ar4、ar5、ar6、ar7分别表示目

标区域ar左上、上、右上、左、右、左下、下、右下的8个邻域；计算得到目标区域ar的SSIM特征

序列{Sr0,Sr1 ,L,Sr17}；用相同的方式计算每一帧图像的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列；将一帧

图像中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列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向量，作为这一帧图像的SSIM特征，表

示为Xr；

步骤(3) .训练稀疏自编码网络：

将Xr作为稀疏自编码网络的输入数据训练此网络，在训练稀疏自编码网络的过程中，根

据最小化目标函数的原则对网络中的参数进行迭代更新，稀疏自编码网络的目标函数计算

公式如下： 其中m为输入的训练样本个

数，Xri为第i个输入数据，Yri为网络第i个输出数据，λ为权重因子的系数，D是输入层节点

数，与Xr的长度相同，H是隐藏层节点数，Wkj表示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参数，β为惩罚

因子的权重，ρ′k表示隐藏神经元k的平均激活度，ρ为稀疏参数，KL(ρ||ρ′k)表示KL散度；

当上一次迭代的目标函数与这一次目标函数的均方误差小于1时，迭代结束，得到训练

完成的稀疏自编码模型A；

步骤(4) .将所有训练数据的SSIM特征序列输入到模型A中，得到隐藏层的输出数据Hr；

计算Hr的均值μ和协方差Σ；

所述的测试阶段具体步骤是：

步骤(5) .对视频数据集中的测试数据进行预处理；

步骤(6) .提取测试数据的SSIM特征：

ae表示测试数据中第t帧上的某块网格区域，ae0、ae1、ae2、ae3、ae4、ae5、ae6、ae7分别表示目

标区域ae左上、上、右上、左、右、左下、下、右下的8个邻域；计算得到目标区域ae的SSIM特征

序列{Se0,Se1 ,L,Se17}，用相同的方式计算每一帧测试图像的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列；将

一帧图像中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列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向量，作为这一帧图像的SSIM特

征，表示为Xe；

步骤(7) .将测试数据的SSIM特征Xe输入到模型A中，得到隐藏层的输出数据He；根据训

练阶段得到的均值μ和协方差Σ，计算He与训练数据的马氏距离α；α＜th，判定为正常事件；

α≥th，判定为异常事件，th为设定阈值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1)对训练数据进行预处理是将训练数据中的每一帧尺寸规范为M×N，M和N

分别代表每帧图像的高和宽，将尺寸规范后的图像按照网格的方式分割成不重叠的空间区

域，形成n个尺寸大小都是p×p的网格区域。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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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于：步骤(5) .对测试数据进行预处理是将测试数据中的每一帧尺寸规范为M×N，M和

N分别代表每帧图像的高和宽，将尺寸规范后的图像按照网格的方式分割成不重叠的空间

区域，形成n个尺寸大小都是p×p的网格区域。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的稀疏自编码网络总共有三层，分别为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其

特征在于，训练阶段中，目标区域ar的SSIM特征序列{Sr0,Sr1,L,Sr17}的计算方法如下：

①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前n帧中，邻域ari′与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i′：

Rj(ar)表示在第j帧中的ar区域，Rj(ari′)表示在第j帧中的邻域ari′，SSIM(x,y)表示两个

图像块x和y的结构相似性；

②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r和前n帧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8：

③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后n帧中，邻域ar(i″-9)与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i″：

④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r和后n帧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17：

通过以上①～④的计算，得到目标区域ar的SSIM特征序列{Sr0,Sr1,L,Sr17}。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其

特征在于，训练阶段中，目标区域ae的SSIM特征序列{Se0,Se1,L,Se17}的计算方法如下：

⑤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前n帧中，邻域aei′与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i′：

Rj(ae)表示在第j帧中的ae区域，Rj(aei′)表示在第j帧中的邻域aei′；

⑥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e和前n帧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8：

⑦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后n帧中，邻域ar(i″-9)与与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i″：

⑧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e和后n帧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17：

通过以上⑤～⑧的计算，得到目标区域ae的SSIM特征序列{Se0,Se1,L,S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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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技术领域，特别是视频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对视频进行异

常事件检测的方法，具体是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异常事件检测是属于智能视频监控的范畴，是利用智能算法针对监控视频中的异

常事件进行检测，并发出报警信号以提高相关部门的响应速度。视频异常事件检测技术的

发展在维护公共场所安全、节约人力物力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0003] 在不同的视频场景中对异常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在同一个场景中异常事件的种类

也是比较多样化的。通常情况下，异常事件是不同于正常事件的、发生概率比较小的事件。

从目前的异常检测方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基于人为选择特征的方法和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自动选择特征的方法。大多数方法一般涉及两个部分，在训练阶段通过无监督学习训练数

据的外观和运动特征，建立与正常数据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模型。在测试阶段，根据视频数

据与模型是否匹配判定视频是否异常。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

以提高对异常行为的检测率。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提取了结构相似性(SSIM)特征进行

稀疏表示，并用马氏距离检测离群数据。

[0006] 本发明方法包括训练阶段和测试阶段，其具体细节说明如下：

[0007] 训练阶段：

[0008] 步骤(1) .对视频数据集中的训练数据进行预处理：

[0009] 将训练数据中的每一帧尺寸规范为M×N，M和N分别代表每帧图像的高和宽，将尺

寸规范后的图像按照网格的方式分割成不重叠的空间区域，形成n个尺寸大小都是p×p的

网格区域。

[0010] 步骤(2) .提取训练数据的SSIM特征，所述的SSIM为结构相似性：

[0011] ar表示训练数据中第t帧上的某块网格区域，aro、ar1、ar2、ar3、ar4、ar5、ar6、ar7分别表

示目标区域ar左上、上、右上、左、右、左下、下、右下的8个邻域；目标区域ar的SSIM特征组成

是{Sr0,Sr1,L,Sr17}；

[0012] ①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前n帧中，邻域ari′与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i′：

[0013]

[0014] Rj(ar)表示在第j帧中的ar区域，Rj(ari′)表示在第j帧中的邻域ari′，SSIM(x,y)表

示两个图像块x和y的结构相似性；

[0015] ②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r和前n帧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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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0017] ③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后n帧中，邻域ar(i″-9)与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i″：

[0018]

[0019] ④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r和后n帧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17：

[0020]

[0021] 通过以上①～④的计算，得到目标区域ar的SSIM特征序列{Sr0,Sr1,L,Sr17}，用相同

的方式计算每一帧图像的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列；将一帧图像中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

列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向量，作为这一帧图像的SSIM特征，表示为Xr。

[0022] 步骤(3) .训练稀疏自编码网络：

[0023] 所述的稀疏自编码网络总共有三层，分别为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

[0024] 将Xr作为稀疏自编码网络的输入数据训练此网络，在训练稀疏自编码网络的过程

中，根据最小化目标函数的原则对网络中的参数进行迭代更新，稀疏自编码网络的目标函

数计算公式如下： m为输入的训练样本

个数，Xri为第i个输入数据，Yri为网络第i个输出数据，λ为权重因子的系数，D是输入层节点

数，与Xr的长度相同，H是隐藏层节点数，Wkj表示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参数，β为惩罚

因子的权重，ρk′表示隐藏神经元k的平均激活度，ρ为稀疏参数，KL(ρ||ρk′)表示KL散度；

[0025] 当上一次迭代的目标函数与这一次目标函数的均方误差小于1时，迭代结束，得到

训练完成的稀疏自编码模型A；

[0026] 步骤(4) .将所有训练数据的SSIM特征序列输入到模型A中，得到隐藏层的输出数

据Hr。计算Hr的均值μ和协方差Σ。

[0027] 测试阶段：

[0028] 步骤(5) .对视频数据集中的测试数据进行预处理：

[0029] 将测试数据中的每一帧尺寸规范为M×N，M和N分别代表每帧图像的高和宽，将尺

寸规范后的图像按照网格的方式分割成不重叠的空间区域，形成n个尺寸大小都是p×p的

网格区域。

[0030] 步骤(6) .提取测试数据的SSIM特征：

[0031] ae表示测试数据中第t帧上的某块网格区域，ae0、ae1、ae2、ae3、ae4、ae5、ae6、ae7分别表

示目标区域ae左上、上、右上、左、右、左下、下、右下的8个邻域；目标区域ae的SSIM特征组成

是{Se0,Se1,L,Se17}；

[0032] ⑤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前n帧中，邻域aei′与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i′：

[0033]

[0034] Rj(ae)表示在第j帧中的ae区域，Rj(aei′)表示在第j帧中的邻域aei′；

[0035] ⑥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e和前n帧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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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⑦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后n帧中，邻域ar(i″-9)与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i″：

[0038]

[0039] ⑧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e和后n帧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17：

[0040]

[0041] 通过以上⑤～⑧的计算，得到目标区域ae的SSIM特征序列{Se0,Se1,L,Se17}，用相同

的方式计算每一帧测试图像的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列；将一帧图像中每个网格区域的特

征序列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向量，作为这一帧图像的SSIM特征，表示为Xe。

[0042] 步骤(7) .将测试数据的SSIM特征Xe输入到模型A中，得到隐藏层的输出数据He；根

据训练阶段得到的均值μ和协方差Σ，计算He与训练数据的马氏距离α；α＜th，判定为正常

事件；α≥th，判定为异常事件，th为设定阈值时。

[004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提取空间和时间维度的SSIM特征来捕捉场景的

变化程度，利用稀疏自编码网络对SSIM特征进行稀疏表示，从而去掉SSIM特征中的冗余信

息，压缩了数据量，利用马氏距离将异常事件检测出来。与传统方法采用的光流或光流直方

图特征相比，本发明采用SSIM特征具有更好的特征表征能力，且实现方法简单快速；与基于

深度学习网络自我学习特征的方法相比，本发明采用SSIM特征具有良好的解释性，便于抓

住事件特征，同时具有更高的检测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44] 图1为本发明方法训练阶段的流程图；

[0045] 图2为本发明方法测试阶段的流程图；

[0046] 图3为本发明中稀疏自编码网络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实例对本发明加以详细说明。

[0048] 一种基于结构相似性稀疏自编码网络的异常事件检测方法，包括训练阶段和测试

阶段。训练阶段由三个模块组成：1、预处理模块，该模块主要功能是获取训练数据集的网格

区域数据；2、SSIM特征提取模块，该模块主要功能是提取训练数据集中每帧图像的SSIM特

征序列；3、训练稀疏自编码网络，该模块主要功能是将的SSIM特征序列作为稀疏自编码网

络的输入，对网络进行训练，得到训练完成的模型。测试阶段也由三个模块组成：1、预处理

模块，该模块主要功能是获取测试数据集的网格区域数据；2、SSIM特征提取模块，该模块主

要功能是提取测试数据集中每帧图像的SSIM特征序列；3、检测模块，该模块主要功能是将

测试数据集的SSIM特征序列输入到训练好的模型中，得到隐藏层的输出数据，并用马氏距

离的衡量方式将离群的异常事件

[0049] 如图1所示，训练阶段具体步骤是：

[0050] 步骤(1) .对视频数据集中的训练数据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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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将训练数据中的每一帧尺寸规范为120×160，120代表每帧图像的高，160代表每

帧图像的宽，将尺寸规范后的图像按照网格的方式分割成不重叠的空间区域，形成12个尺

寸大小都是40×40的网格区域。

[0052] 步骤(2) .提取训练数据的SSIM(结构相似性)特征。

[0053] ar表示训练数据中第t帧上的某块网格区域，aro、ar1、ar2、ar3、ar4、ar5、ar6、ar7分别表

示目标区域ar左上、上、右上、左、右、左下、下、右下的8个邻域；目标区域ar的SSIM特征组成

是{Sr0,Sr1,L,Sr17}；

[0054] 步骤(2) .提取训练数据的SSIM特征。ar表示训练数据中第t帧上的某块网格区域，

ar0、ar1、ar2、ar3、ar4、ar5、ar6、ar7分别表示目标区域ar左上、上、右上、左、右、左下、下、右下的

8-邻域。目标区域ar的SSIM特征组成是{Sr0，Sr1……Sr17}。

[0055] ①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前5帧中，邻域ari′与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i′：

[0056]

[0057] Rj(ar)表示在第j帧中的ar区域，Rj(ari′)表示在第j帧中的邻域ari′，SSIM(x,y)表

示两个图像块x和y的结构相似性；

[0058] ②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r和前5帧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8：

[0059]

[0060] ③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后5帧中，邻域ar(i″-9)与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i″；

[0061]

[0062] ④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r和后5帧目标区域ar的SSIM值之和Sr17：

[0063]

[0064] 通过以上①～④的计算，得到目标区域ar的SSIM特征序列{Sr0,Sr1,L,Sr17}，用相同

的方式计算每一帧图像的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列；将一帧图像中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

列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向量，作为这一帧图像的SSIM特征，表示为Xr。

[0065] 步骤(3) .训练稀疏自编码网络：

[0066] 所述的稀疏自编码网络总共有三层，分别为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稀疏自编码

网络如图3所示，输入层节点为216，隐藏节点个数为100，输入层和隐藏层之间的权重参数

记为W1，W1∈R216×100，R表示实数集合，隐藏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重参数记为W2，W2∈R100×216。

[0067] 将Xr作为稀疏自编码网络的输入数据训练此网络，在训练稀疏自编码网络的过程

中，根据最小化目标函数的原则对网络中的参数进行迭代更新，稀疏自编码网络的目标函

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m为输入的训练样

本个数，Xri为第i个输入数据，Yri为网络第i个输出数据，λ为权重因子的系数，λ＝0.0001，D

是输入层节点数，与Xr的长度相同，D＝216，H是隐藏层节点数，H＝100，Wkj表示隐藏层到输

出层之间的权重参数，β为惩罚因子的权重，β＝3，ρk′表示隐藏神经元k的平均激活度，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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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疏参数，ρ＝0.05，KL(ρ||ρk′)表示KL散度。

[0068] 当上一次迭代的目标函数与这一次目标函数的均方误差小于1时，迭代结束，得到

训练完成的稀疏自编码模型A。

[0069] 步骤(4) .将所有训练数据的SSIM特征序列输入到模型A中，得到隐藏层的输出数

据Hr。计算Hr的均值μ和协方差Σ。

[0070] 如图2所示，测试阶段的具体步骤是：

[0071] 步骤(5) .对视频数据集中的测试数据进行预处理：

[0072] 将测试数据中的每一帧尺寸规范为120×160，120代表每帧图像的高，160代表每

帧图像的宽，将尺寸规范后的图像按照网格的方式分割成不重叠的空间区域，形成个12尺

寸大小都是40×40的网格区域。

[0073] 步骤(6) .提取测试数据的SSIM特征：

[0074] ae表示测试数据中第t帧上的某块网格区域，ae0、ae1、ae2、ae3、ae4、ae5、ae6、ae7分别表

示目标区域ae左上、上、右上、左、右、左下、下、右下的8个邻域；目标区域ae的SSIM特征组成

是{Se0,Se1,L,Se17}；

[0075] ⑤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前5帧中，邻域aei′与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i′：

[0076]

[0077] Rj(ae)表示在第j帧中的ae区域，Rj(aei′)表示在第j帧中的邻域aei′；

[0078] ⑥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e和前5帧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8：

[0079]

[0080] ⑦计算在第t帧和它的后5帧中，邻域ar(i″-9)与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i″：

[0081]

[0082] ⑧计算第t帧目标区域ae和后5帧目标区域ae的SSIM值之和Se17：

[0083]

[0084] 通过以上⑤～⑧的计算，得到目标区域ae的SSIM特征序列{Se0,Se1,L,Se17}，用相同

的方式计算每一帧测试图像的每个网格区域的特征序列；将一帧图像中每个网格区域的特

征序列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向量，作为这一帧图像的SSIM特征，表示为Xe。

[0085] 步骤(7) .将测试数据的SSIM特征Xe输入到模型A中，得到隐藏层的输出数据He。根

据训练阶段得到的均值μ和协方差Σ，利用现有的技术计算He与训练数据的马氏距离α。α＜

th，判定为正常事件；α≥th，判定为异常事件；设定阈值th＝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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