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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相关滤

波跟踪方法。提出了一种结合显著性检测与图像

分割的相关滤波改进方法，通过对图像中的背景

进行破坏，突出目标特征，弱化背景特征，提高跟

踪准确率。通过获取视频流；对目标进行检测；首

先应用显著性检测技术区分图像中的前景与背

景；进行图像对比度增强对图像进行分割；将得

到的分割图与原图进行与操作，得到仅含有目标

信息的矩形框；通过显著性检测，对比度增强，图

像分割技术的引入，破坏了原本矩形框中的背景

信息，保留了目标信息，使目标信息特征的表达

始终强于背景信息，解决了复杂背景下相关滤波

跟踪失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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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相关滤波跟踪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从摄像头获取视频流；

步骤二：进行目标检测，目标跟踪的初始矩形框需要由目标检测方法给定；目标检测可

使用运动目标检测，行人检测，车辆检测方法，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通过目标检测，给定

跟踪初始矩形框；

矩形框中除了需要跟踪的目标之外，还包含着丰富且复杂的背景信息，这些背景信息

在相关滤波初始化提取特征的过程中，其特征的表达会强于目标信息特征的表达，导致将

背景错误地认为目标，将真正的目标当做背景，导致跟踪失败；

步骤三：针对复杂背景导致的跟踪失败，首先将显著性检测技术引入相关滤波跟踪技

术的初始化过程当中，运用显著性检测技术区分初始化图像中的前景和背景，对初始化图

像进行显著性特征提取，得到显著性特征图，根据灰度值的强弱来判断图片中的显著性信

息；

步骤四：根据得到的显著性特征图，再进一步进行图像对比度增强，提高前景信息特征

与降低背景信息特征，扩大它们之间的差值；通过设置最大特征值0.5倍的值为阈值，对特

征图进行图像分割，大于阈值为前景，小于阈值为背景，得到分割图；通过显著性检测，对比

度增强，图像分割技术的引入，破坏原本跟踪初始矩形框中的背景信息特征，保留前景信息

特征；使前景信息特征值的表达始终强于背景信息特征值；

步骤五：将得到的分割图与原图进行与操作，得到仅含有前景信息特征的矩形框图；

步骤六：将只含有前景信息的矩形框图作为跟踪目标信息的初始信息，进行跟踪目标

初始化；

步骤七：读取下一帧图像，利用相关滤波技术进行目标跟踪，并显示结果；

步骤八：判断是否结束跟踪，是则结束跟踪任务；否则重复步骤七读取下一帧图像，进

行跟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相关滤波跟踪方法，其特

征在于目标检测方法使用运动目标检测方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相关滤波跟踪方法，其特

征在于目标检测方法使用行人检测方法。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相关滤波跟踪方法，其特

征在于目标检测方法使用车辆检测方法。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相关滤波跟踪方法，其特

征在于目标检测方法使用固定目标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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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相关滤波跟踪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视频监控领域。特别涉及图像处理与分析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显著

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滤波跟踪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安防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视频监控则是安防

的基石。近年来，视频处理越来越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视频跟踪技术的应用也愈加广泛，

无论是大型广场，学校园区，还是无人值守变电站等场所，都需要对视频中的重点关注目标

进行跟踪。传统的目标跟踪需要人工进行观察，跟踪效率低，无法同时兼顾多路视频。通过

目标跟踪技术的引入，可以极大提高监控效率，做到一个人同时监控多路监控视频。但是在

实际场景中，复杂的背景往往会给目标跟踪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003] 目前在目标跟踪技术上，主要有两种方法：生成式方法和判别式方法。生成式方法

主要是对当前帧的目标区域进行建模，下一帧寻找与模型最相似的区域就是预测位置，例

如：kalman  filter，mean  shift。判别式方法主要以当前帧的目标区域为正样本，背景区域

为负样本，通过机器学习训练分类器，下一帧用训练好的分类器寻找最优区域，例如：

struck。近年来，相关滤波与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跟踪方法逐渐成为了主流的跟踪方法。其

中，由于相关滤波将岭回归的封闭解变换到傅立叶域，并结合了循环矩阵的特性将样本集

进行化简，在保持了较高跟踪速度的同时有着良好的跟踪准确度，以其优越的综合表现成

为目标跟踪方法中的重要分支。针对复杂背景下引起的相关滤波跟踪性能降低的问题，目

前人们主要从特征方面入手解决。人们试图将多种特征进行融合，设计出高维度的特征，以

求更精确的表达前景信息，提高跟踪性能。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人们将深度特征引入相关

滤波领域，使得跟踪性能有着明显的提升。虽然此类方法能够提高一定的性能，但是往往带

来的计算开销也是巨大的，难以满足视频监控的实时性要求。

[0004] 相关滤波是一种基于模板匹配的跟踪方法，因此模板的选定与生成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目前相关滤波方面主流的模板采用的是方向梯度直方图特征来表达。在进行跟踪

的时候，需要通过检测方法给定一个初始矩形框，矩形框中包含目标本身与目标周围的背

景信息。在背景较为简单的情况下，矩形框中目标的特征表达会强于背景的特征表达，相关

滤波跟踪效果良好。但是，实际场景中的背景往往是比较复杂的，矩形框中目标的特征表达

可能会弱于背景特征，导致跟踪失败。因此，即使提取的特征维度更高，更能表达矩形框中

的信息，但是如果无法区分矩形框中的目标与背景，得到的特征也是错误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在相关滤波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结合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相

关滤波改进方法，通过对矩形框中的目标进行显著性检测，根据显著性检测的结果进行图

像分割，对背景进行破坏，突出目标特征，弱化背景特征，提高相关滤波在复杂背景情况下

的跟踪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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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针对在实际场景中的背景比较复杂，矩形框中目标的特征表达弱于背景特征，导

致跟踪失败这一现象，本发明结合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方法，通过区分矩形框中的前景

和背景，保留前景信息，破坏背景信息，降低背景特征表达，进而解决复杂背景下跟踪失败

的问题。

[0007] 本发明具体实现如下：

[0008] 步骤一：从摄像头获取视频流；

[0009] 步骤二：进行目标检测，目标跟踪的初始矩形框需要由目标检测方法给定。目标检

测可使用运动目标检测，行人检测，车辆检测等方法，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通过目标检

测，给定跟踪初始矩形框；

[0010] 矩形框中除了需要跟踪的目标之外，还包含着丰富且复杂的背景信息，这些背景

信息在相关滤波初始化提取特征的过程中，其特征的表达会强于目标信息特征的表达，导

致将背景错误地认为目标，将真正的目标当做背景，导致跟踪失败；

[0011] 步骤三：针对复杂背景导致的跟踪失败问题，首先将显著性检测技术引入相关滤

波跟踪技术的初始化过程当中，运用显著性检测技术可以区分初始化图像中的前景和背

景，对初始化图像进行显著性特征提取，得到显著性特征图，可以根据灰度值的强弱来判断

图片中的显著性信息；

[0012] 步骤四：根据得到的显著性特征图，再进一步进行图像对比度增强，提高前景信息

特征与降低背景信息特征，扩大它们之间的差值；通过设置最大特征值0.5倍的值为阈值，

对特征图进行图像分割，大于阈值为前景，小于阈值为背景，得到分割图；通过显著性检测，

对比度增强，图像分割技术的引入，破坏了原本跟踪初始矩形框中的背景信息特征，保留了

前景信息特征；使前景信息特征值的表达始终强于背景信息特征值；

[0013] 步骤五：将得到的分割图与原图进行与操作，可以得到仅含有前景信息特征的矩

形框图；

[0014] 步骤六：将只含有前景信息的矩形框图作为跟踪目标信息的初始信息，进行跟踪

目标初始化；

[0015] 步骤七：读取下一帧图像，利用相关滤波技术进行目标跟踪，并显示结果；

[0016] 步骤八：判断是否结束跟踪，是则结束跟踪任务；否则重复步骤七读取下一帧图

像，进行跟踪；直到得到结束跟踪命令，程序退出。

[0017] 本发明在相关滤波跟踪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显著性检测，对比度增强，图像分割技

术的引入，破坏跟踪初始化矩形框中的背景信息，保留前景信息，使得到的前景信息特征的

表达始终强于背景信息，解决了复杂背景下相关滤波跟踪易失效的问题，较好地实现了在

复杂背景情况下的前景信息特征提取，使对目标的跟踪趋于稳定和可靠。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视频流图像显著性检测与图像分割的相关滤波流程框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摄像机取初始影像并给定目标初始框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初始影像的背景信息特征强于前景信息特征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根据灰度值的强弱来判断图片中的显著性强弱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进行图像对比度增强后的图像分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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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6是本发明破坏背景信息保留前景信息情况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行人)

[0025] 步骤一：从摄像头获取视频流；

[0026] 步骤二：进行目标检测，选用行人检测方法，得到包含行人的待跟踪的目标矩形

框，如图2所示；矩形框中除了需要跟踪的目标之外，还包含着丰富且复杂的背景信息，这些

背景信息在相关滤波初始化提取特征的过程中，其特征的表达会强于行人信息特征的表

达，如图3所示，导致将背景错误地认为目标，将真正的目标当做背景，导致跟踪失败；

[0027] 步骤三：针对复杂背景导致的跟踪失败，首先将显著性检测技术引入相关滤波跟

踪技术的初始化过程当中，运用显著性检测技术可以区分初始化图像中的前景和背景，对

初始化图像进行显著性特征提取，得到显著性特征图，可以根据灰度值的强弱来判断图片

中的显著性信息，如图4所示；

[0028] 步骤四：根据得到的显著性特征图，再进一步进行图像对比度增强，提高前景信息

特征，降低背景信息特征，扩大它们之间的差值；通过设置最大特征值0.5倍的值为阈值，对

特征图进行图像分割，大于阈值为前景，小于阈值为背景，得到分割图，如图5所示；通过显

著性检测，对比度增强，图像分割技术的引入，破坏了原本跟踪初始矩形框中的背景信息特

征，保留了前景信息特征；使前景信息特征值的表达始终强于背景信息特征值，解决了复杂

背景下由于无法区分前景和背景导致的相关滤波跟踪失效的问题；

[0029] 步骤五：将得到的分割图与原图进行与操作，可以得到仅含有前景信息特征的矩

形框图，如图6所示；

[0030] 步骤六：将只含有前景信息的矩形框图作为跟踪目标信息的初始信息，进行跟踪

目标初始化；

[0031] 步骤七：读取下一帧图像，利用相关滤波技术进行目标跟踪，并显示结果；

[0032] 步骤八：判断是否结束跟踪，是则结束跟踪任务；否则重复步骤七读取下一帧图

像，进行跟踪；直到得到结束跟踪命令，程序退出。

[0033] 实施例2：(车辆)

[0034] 步骤一：从摄像头获取视频流；

[0035] 步骤二：进行目标检测，选用车辆检测方法，得到包含行车辆的待跟踪的目标矩形

框；矩形框中除了需要跟踪的目标之外，还包含着丰富且复杂的背景信息，这些背景信息在

相关滤波初始化提取特征的过程中，其特征的表达会强于行人信息特征的表达，导致将背

景错误地认为目标，将真正的目标当做背景，导致跟踪失败；

[0036] 步骤三：针对复杂背景导致的跟踪失败，首先将显著性检测技术引入相关滤波跟

踪技术的初始化过程当中，运用显著性检测技术可以区分初始化图像中的前景和背景，对

初始化图像进行显著性特征提取，得到显著性特征图，可以根据灰度值的强弱来判断图片

中的显著性信息；

[0037] 步骤四：根据得到的显著性特征图，再进一步进行图像对比度增强，提高前景信息

特征，降低背景信息特征，扩大它们之间的差值；通过设置最大特征值0.5倍的值为阈值，对

特征图进行图像分割，大于阈值为前景，小于阈值为背景，得到分割图；通过显著性检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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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度增强，图像分割技术的引入，破坏了原本跟踪初始矩形框中的背景信息特征，保留了前

景信息特征；使前景信息特征值的表达始终强于背景信息特征值，解决了复杂背景下由于

无法区分前景和背景导致的相关滤波跟踪失效的问题；

[0038] 步骤五：将得到的分割图与原图进行与操作，可以得到仅含有前景信息特征的矩

形框图；

[0039] 步骤六：将只含有前景信息的矩形框图作为跟踪目标信息的初始信息，进行跟踪

目标初始化；

[0040] 步骤七：读取下一帧图像，利用相关滤波技术进行目标跟踪，并显示结果；

[0041] 步骤八：判断是否结束跟踪，是则结束跟踪任务；否则重复步骤七读取下一帧图

像，进行跟踪；直到得到结束跟踪命令，程序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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