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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流法的定点监控虚拟预置位图像提取方法

丁　 丁，张小国
（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６）

摘要：大范围定点监控存在摄像头预置位不足以覆盖全部监控区域的问题，而依靠摄像头本身的三维定
位功能抓取监控点图像速度太慢，且可能存在定位误差。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用于土地违法与违
章建筑大范围定点监控的虚拟预置位图像提取及配准方法。对前后两帧图像进行灰度转化和中值滤波
去除噪声点，使用基于金字塔的ＬｕｃａｓＫａｎａｄｅ光流算法计算前一帧图像强角点的光流，通过计算仿射
变换得到帧间运动矢量；对相邻帧间运动矢量进行积分，得到每一帧图像总的运动矢量；通过提取出运
动矢量与虚拟预置位运动矢量最接近的那一帧，得到所需的新时相虚拟预置位图像。实验结果表明，本
文算法可以更快速地提取出同一监控点不同时相的监控对比图像，图像重叠率优于９５％，不论是重叠
率还是图像质量都可以很好地满足日常监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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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地违法、违章建筑加盖的定点监控中，监控摄
像头主要安装在信号塔或山顶等高处，可以覆盖半径
为３ ｋｍ的监控区域。主流的定点监控解决方案是通
过监控摄像头内置的预置位功能获取监控区域内所有
监控点的图像数据。每一个预置位对应一个监控点，
摄像头通过云台转动的方式，到达每一个预置位，并采
集图像数据。但是在半径３ ｋｍ的大面积监控区域中
通常存在数百甚至上千个监控点。现实情况是，主流
的摄像头一般支持不超过１２８个预置位，难以无死角、
全方位地实现自动化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定点监控；
与此同时，摄像头通过云台轮询大量的预置位会耗费
大量时间，实时性差。

目前，上述问题的相关研究还未见报道。通常认
为，相机的运动位移矢量可以认为就是视频帧间的运
动矢量的叠加。基于该思想，可以从摄像头视频数据
中提取出监控点图像信息，即虚拟预置位图像。要从
监控摄像头视频中精确分割出虚拟预置位图像，关键
是求取视频帧间运动矢量，这就需要对视频图像序列
运动估计进行研究。

在序列图像运动估计算法中，块匹配法简单有效，
目前最为流行［１］，该算法假设块内各像素做相同运
动，在前一帧某一给定的搜索范围内找出与当前帧中
某一块最相似的块，由匹配块与当前块的相对位置计
算出运动位移，所得运动位移即为当前块的运动矢量。
块匹配法的缺点在于固定的块尺寸限制了运动估计的
精度，且不适合处理运动场中的不连续值。

为了克服块匹配法的缺点，引入了在计算机视觉
领域运用较多的光流法。光流法最早由Ｇｉｂｓｏｎ［２］提
出，Ｈｏｒｎ［３］提出了一种基于全局约束的求解方法（简
称ＨＳ方法）。Ｌｕｃａｓ和Ｋａｎａｄｅ［４］提出了一种局部的
约束求解方法（简称ＬＫ方法）。基于光流的基本约
束方程，还产生了很多其他光流方法。这些光流法主
要基于两帧图像对应像素点之间的３个假设：①亮度
恒定，即同一点随着时间的变化，其亮度不会发生改
变；②小运动，即对应像素点位置不会发生剧烈变化；
③空间一致，前一帧图像上邻近的点在后一帧图像上
也是邻近点，且邻近点速度一致。这些都是较强的假
设，并不易于满足。如果相邻帧间存在大位移，假设不
成立，最终求出的光流值会有较大的误差。

基于能量函数最小化的变分光流法［５ － ６］可以非常
精确地计算出光流场，但是无法应用于大位移场景；描
述符匹配算法［７］可以计算大位移光流，但是由于光流
场稀疏，所以精度有限。针对大位移光流的求解，一种
主流的方法是结合匹配算法与变分光流法［８ － １２］，以求

解精确的大位移光流。大位移光流求解的另一种思路
就是多尺度的方法。Ｍｅｉｎｈａｒｄｔ等［１３］提出了一种多尺
度的ＨｏｒｎＳｃｈｕｎｃｋ方法，创建了一个降采样图像的金
字塔结构，并用非线性公式改变了光流约束方程。
Ｚｈｕ等［１４］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斯图像金字塔的改进光
流法，通过计算底层转角点的光流，并将其传递到上
层，从而得到原始图像序列的光流矢量估计值。Ｒａｎ
ｊａｎ等［１５］结合经典的金字塔方法和深度学习，提出了
一种空间金字塔网络，在每个金字塔层级，训练一个深
层网络来计算并更新光流。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并实现了一种用于土地
违法与违章建筑大范围定点监控的虚拟预置位图像提
取方法。首先，给出了本文算法的整体技术流程框图。
然后，针对视频位移矢量提取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金
字塔ＬＫ光流法的运动估计方法，通过金字塔分层细
化策略，实现了大位移视频位移矢量的稳健求取；接
着，本文设计了基于二分的视频帧快速查找算法，实现
了基于模糊查询的视频中虚拟预置位图像的高精度检
索；最后，通过对比摄像头预置位抓取的图像验证了本
算法。实验表明，本文算法可以更快速地提取出同一
监控点不同时相的监控对比图像，新旧时相图片重叠
率优于９５％，不论是重叠率还是图像质量都可以很好
地满足日常监控的需求。
１　 总体技术流程

笔者致力于虚拟预置位图像的提取，其总体技术
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总体技术流程图
首先对输入的视频图像序列进行灰度转化，然后

使用中值滤波去除噪声点，避免对后续特征点选取和
光流计算的干扰；使用ＳｈｉＴｏｍａｓｉ角点检测法求取前
一帧图像的强角点作为特征点，避免影响计算速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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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设置为１００个，通过金字塔ＬＫ光流法求取特征点
在后一帧图像中的位置，求取特征点的仿射变换得到
前后两帧图像间的运动矢量；积分运算求取前ｎ帧图
像总的运动矢量并存储数据；通过二分法在视频序列
中查找某一帧，使得实际监控点在相机运动曲线中的
运动矢量和该帧的总运动矢量的差的绝对值最小，该
帧是最接近实际监控点的图像，也就是要求的虚拟预
置位图像，并将该帧提取出来。
２　 基于金字塔ＬＫ光流法的运动估计
模型
２． １　 ＬＫ光流计算

视频灰度图像序列中的前后两帧Ｉ和Ｊ在［ｘ，ｙ］Ｔ
处的灰度值分别为Ｉ（ｘ，ｙ）和Ｊ（ｘ，ｙ）。如图２所示，假
设前一帧Ｉ上的点ｕ ＝［ｕｘ，ｕｙ］Ｔ 处的像素点，在下一
帧Ｊ位置变动到了ｖ处，运动矢量ｄ ＝［ｄｘ，ｄｙ］Ｔ，也即
是像素点的光流，ｖ ＝ ｕ ＋ ｄ ＝［ｕｘ ＋ ｄｘ，ｕｙ ＋ ｄｙ］Ｔ。

图２　 光流示意图
ＬＫ算法假设在像素邻域内，光流是恒定的，也即

ｕ处像素点的集成窗口内具有相同的光流，如图３所
示。

图３　 集成窗口示意图
集成窗口大小为（２ｗｘ ＋ １）·（２ｗｙ ＋ １），集成窗口

越小，被平滑掉的图像细节信息就越少，计算出的光流
就越精确，但是考虑到所用视频序列图像大小为１９２０
像素× １０８０像素，且帧间位移较大，所以取ｗｘ ＝ ｗｙ ＝
５。根据光流约束定义误差函数为
ε（ｄ）＝ ε（ｄｘ，ｄｙ）＝ ∑

ｕｘ＋ｗｘ

ｘ ＝ ｕｘ－ｗｘ
∑
ｕｙ＋ｗｙ

ｙ ＝ ｕｙ－ｗｙ

（Ｉ（ｘ，ｙ）－ Ｊ（ｘ ＋ ｄｘ，ｙ ＋ ｄｙ））２

（１）
光流ｄ的求解过程就是最小化误差函数，显然该

函数取极值时最小，此时有

ε（ｄ）
ｄ ｄ ＝ ｄｏｐｔ ＝［０，０］ （２）

由式（１）对ｄ求导有
ε（ｄ）
ｄ

＝ － ２ ∑
ｕｘ＋ｗｘ

ｘ ＝ ｕｘ－ｗｘ
∑
ｕｙ＋ｗｙ

ｙ ＝ ｕｙ－ｗｙ

（Ｉ（ｘ，ｙ）－ Ｊ（ｘ ＋ ｄｘ，ｙ ＋ ｄｙ））·

［Ｊ
ｘ
，Ｊ
ｙ
］ （３）

将式（３）中的Ｊ（ｘ ＋ ｄｘ，ｙ ＋ ｄｙ）在ｄ ＝［０，０］处以
一阶泰勒公式展开得到：

ε（ｄ）
ｄ

＝ － ２ ∑
ｕｘ＋ｗｘ

ｘ ＝ ｕｘ－ｗｘ
∑
ｕｙ＋ｗｙ

ｙ ＝ ｕｙ－ｗｙ

（Ｉ（ｘ，ｙ）－ Ｊ（ｘ，ｙ）－

［Ｊ
ｘ
，Ｊ
ｙ
］·ｄ）·［Ｊ

ｘ
，Ｊ
ｙ
］ （４）

令δＰ（ｘ，ｙ）＝ Ｉ（ｘ，ｙ）－ Ｊ（ｘ，ｙ），Ｐｘ ＝ Ｊｘ，Ｐｙ ＝
Ｊ
ｙ
，

解得：
ｄｏｐｔ ＝ ∑

ｕｘ＋ｗｘ

ｘ ＝ ｕｘ－ｗｘ
∑
ｕｙ＋ｗｙ

ｙ ＝ ｕｙ－ｗｙ

Ｐ２ｘ ＰｘＰｙ
ＰｘＰｙ Ｐ２[ ]

ｙ

δＰＰｘ
δＰＰ[ ]

ｙ

（５）

２． ２　 金字塔ＬＫ光流计算
由于小运动假设，对于ＬＫ算法来说，光流ｄ不应

超过集成窗口的范围，即ｄｘ≤ｗｘ，ｄｙ≤ｗｙ。但在本文定
点监控视频中帧间运动速度一般大于５ ｐｘ ／ ｆ，ＬＫ算
法无法计算得到精确的光流，因此需要引入多尺度的
金字塔计算。

金字塔分层的主要思想是采用给定的下采样比例
因子η（η∈（０，１））将原始图像分为Ｌｍ 层，经采样后
的一系列图像按分辨率由低到高向下排列组成金字塔
结构。在图像金字塔结构中，顶层图像是经过下采样
后分辨率最低的图层，随着金字塔层数的减少，图像分
辨率越来越高，直到第０层原始图像为止。

分别建立相邻两帧图像的Ｌｍ 层金字塔，ＩＬ 与ＪＬ
为当前帧Ｉ与下一帧Ｊ的第Ｌ层图像，为计算底层图
像Ｉ０中某个像素点的光流ｄ，在每层图像中均引入了
猜测光流向量ｇＬ和剩余光流向量ｄＬ，则该像素点在第
Ｌ层图像ＩＬ的光流为ｇＬ ＋ ｄＬ，而猜测光流向量ｇＬ表示
上一层（Ｌ ＋ １层）的光流传递至Ｌ层的猜测，有

ｇＬ ＝ １
η
（ｇＬ ＋ １ ＋ ｄＬ ＋ １） （６）

在金字塔最顶层Ｌｍ 时，猜测光流向量初始化为
０，即

ｇＬｍ ＝［０，０］Ｔ （７）
此时只存在剩余光流向量。只需通过式（５）求解

每一层的剩余光流向量，则可不断从顶层计算得到底
层的猜测光流向量ｇ０与剩余光流向量ｄ０，最终光流为

ｄ ＝ ｇ０ ＋ ｄ０ （８）
在对图像进行分层时，采样因子的取值过小会导

致猜测光流计算时误差被放大；如果采样因子取值过

·８７· 《测控技术》２０２０年第３９卷第８期



小，为了能够计算足够大的光流，图像分层会极大增
加，从而导致计算时间消耗过长。取采样因子η ＝
０ ７，金字塔层数Ｌｍ ＝ ３，结构如图４所示，这样既保证
了猜测光流的精确，也可避免计算时间消耗过长。

图４　 金字塔结构图
２． ３　 基于仿射变换的运动矢量计算

在定点监控视频帧间，主要的运动就是平移、旋
转、缩放等。

平移变换矩阵为
ｔ ＝

ｔｘ
ｔ[ ]
ｙ

（９）

旋转变换矩阵为
Ｒ ＝

ｃｏｓ（θ） －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 （１０）

缩放变换矩阵为
Ｓ ＝

ｓ ０
０[ ]ｓ （１１）

构造仿射变换矩阵为
Ｔ ＝［ＲＳ ｜ ｔ］ （１２）

Ｔ ＝
ｃｏｓ（θ）ｓ － ｓｉｎ（θ）ｓ ｔｘ
ｓｉｎ（θ）ｓ ｃｏｓ（θ）ｓ ｔ[ ]

ｙ

（１３）

令ａ ＝ ｃｏｓ（θ）ｓ，ｂ ＝ ｓｉｎ（θ）ｓ，ｃ ＝ ｔｘ，ｄ ＝ ｔｙ，则
Ｔ ＝

ａ － ｂ ｃ[ ]ｂ ａ ｄ
（１４）

采用ＳｈｉＴｏｍａｓｉ角点检测法求取前一帧Ｉ上的强
角点。筛选角点，使得角点的集成窗口互不相交，同时
控制角点的上限为１００个，作为最终的特征点。使用
金字塔ＬＫ算法计算特征点光流，得到特征点在后一
帧Ｊ上的位置，从而得到１００个特征点对（Ｘ，Ｙ），其中Ｘ
＝（ｘ，ｙ，１），Ｙ ＝（ｘ′，ｙ′，１），仿射变换方程为

ＴＸ ＝ Ｙ （１５）
即

ａ － ｂ ｃ[ ]ｂ ａ ｄ

ｘ
ｙ







１
＝
ｘ′
ｙ′







１

（１６）

展开得到：
ａｘ － ｂｙ ＋ ｃ ＝ ｘ′
ｂｘ ＋ ａｙ ＋ ｄ ＝{ ｙ′

（１７）
将式（１７）改写成标准形式ＡＸ ＝ ｂ：

ｘ１ － ｙ１ １ ０

ｙ１ ｘ１ ０ １

ｘ２ － ｙ２ １ ０

ｙ２ ｘ２











０ １

ａ
ｂ
ｃ









ｄ

＝

ｘ′１
ｙ′１
ｘ′２
ｙ′











２

（１８）

显然式（１８）只需要两个特征点对就可以求解，当
存在１００个特征点对时，使用最小二乘法求解。
３　 运动矢量积分及虚拟预置位图像分割

假设求得的运动矢量为ｄｉ（ｉ ＝ １，２，３，…），积分计
算每一帧图像的总运动矢量：

Ｓｉ ＝ ∑
ｉ

ｎ ＝ １
ｄｎ （１９）

假设虚拟预置位在相机总位移的１ｍ处，则虚拟预

置位对应的运动矢量Ｓｖ ＝
Ｓｘ２
ｍ。ｘ１，ｘ２为视频的第一帧

和最后一帧。
采用二分法查找运动矢量最接近Ｓｖ的一帧，若存

在某一帧ｘ使得Ｓｘ ＝ Ｓｖ，则将该帧分割出来，查找完
毕；若二分循环结束，不存在Ｓｘ ＝ Ｓｖ，则在最后一个循
环剩下的两帧中选取运动矢量更接近Ｓｖ的那一帧，将
该帧分割出来。虚拟预置位图像分割流程如图５所
示。

图５　 虚拟预置位图像分割流程图

４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算法基于Ｃ ＋ ＋和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实现。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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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本文提出的算法的有效性，现用大华ＳＤＨＮＩ网
络摄像机在安徽刘郢进行实验。从摄像机内置坐标Ｘ
＝ ０，Ｙ ＝ ９，倍率为２倍处开始设置巡迹使摄像头水平
旋转３６０°。在摄像机沿巡迹转动的同时录像，采集实
验视频数据，视频帧大小统一为１９２０像素× １０８０像
素，在不同天气不同时间共采集８组数据，实验的主要
操作流程如下。

①输入视频图像序列。
②对前后两帧图像进行灰度化与中值滤波处理。
③使用ＳｈｉＴｏｍａｓｉ角点检测求取前一帧图像的

强角点作为特征点，上限设置为１００个，特征点之间的
间距不小于３０像素，如图６所示。

图６　 前一帧图像的强角点
④在前后两帧图像中通过基于金字塔的ＬＫ算

法求步骤③中得到的特征点的光流，得到特征点在后
一帧图像中的坐标，如图７所示。剔除误匹配的特征
点对，计算剩余特征点对的仿射变换求出相邻两帧图
像运动矢量，在实验场景下，运动矢量主要为水平方向
的平移，旋转、缩放等变换都可以忽略不计。

图７　 光流法计算出的特征点在下一帧中的坐标
⑤利用第３节所述方法，求前ｎ帧图像的总运动

矢量，根据虚拟预置位在相机运动位移曲线中的位置
计算虚拟预置位对应的运动矢量，搜索得到虚拟预置
位对应的图像，提取该帧。

现分别提取总位移１３和
１
２处的虚拟预置位对应的

图像，即相机运动位移曲线１２０°和１８０°处对应的帧，
如图８所示。

图８　 相机运动位移曲线图
利用相机自带的预置位功能，手动在运动位移曲

线１２０°和１８０°处设定两个预置位，作为基准预置位，
如图９所示。

图９　 基准预置位图像
在晴天上午１０点和下午１６点录制实验视频数

据，提取的虚拟预置位图像如图１０和图１１所示。

图１０　 晴天不同时间点１２０°虚拟预置位图像

图１１　 晴天不同时间点１８０°虚拟预置位图像
利用上文所述基于金字塔ＬＫ光流法的运动估

计模型计算不同时间、不同天气状况下提取的虚拟预
置位图像的强角点在基准预置位图像上的坐标，计算
特征点对的仿射变换得到虚拟预置位图像和基准预置
位图像的相对偏移量的绝对值ｄｈ，虚拟预置位图像的
宽度为ｗ，则不同情况下提取的虚拟预置位图像与基
准预置位图像之间的重叠率Ｏ的计算公式为

Ｏ ＝
ｗ － ｄｈ
ｗ （２０）

分别在连续５天同一时间点的视频数据中提取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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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预置位图像，计算与基准预置位的重叠率，结果如表
１所示。

表１　 连续５天相同时间点虚拟预置位图像与
基准预置位图像重叠率

天数 １２０°虚拟预置位图像重叠率 １８０°虚拟预置位图像重叠率
１ ０． ９８０ ０． ９７６

２ ０． ９９３ ０． ９７４

３ ０． ９９６ ０． ９９１

４ ０． ９７７ ０． ９６９

５ ０． ９８３ ０． ９７６

均值 ０． ９８６ ０． ９７７

　 　 分别在连续５天不同时间点的视频数据中提取虚
拟预置位图像，计算与基准预置位图像的重叠率，结果
如表２所示。

表２　 连续５天不同时间点虚拟预置位图像与
基准预置位图像重叠率

天数 １２０°虚拟预置位图像重叠率１８０°虚拟预置位图像重叠率
１ ０． ９６８ ０． ９８１

２ ０． ９７０ ０． ９５５

３ ０． ９６５ ０． ９５０

４ ０． ９８０ ０． ９６９

５ ０． ９７１ ０． ９７４

均值 ０． ９７１ ０． ９６６

从同一时间点视频数据中提取５个不同的虚拟预
置位图像，分别计算虚拟预置位图像和对应的基准预
置位图像的清晰度。目前图像清晰度评价函数主要分
为４类［１６］：①空域类灰度变化评价函数；②图像灰度
熵函数；③频域类函数；④统计学评价函数。其中，
空域类灰度变化评价函数由于其较好的无偏性，即评
价函数值与人眼所观察的图像清晰度具有一致性，也
即评价函数值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图像清晰度，而被广
为使用。本文采用空域类灰度变化评价函数中的Ｔｅ
ｎｅｎｇｒａｄ函数作为图像清晰度评价指标，这里是指经过
Ｓｏｂｅｌ算子处理后的图像的平均灰度值，值越大，代表
图像越清晰。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虚拟预置位图像与基准预置位图像清晰度
点位 虚拟预置位图像清晰度 基准预置位图像清晰度
１ ２． ３９０３ ５． ９５１７

２ １． ９８９５ ５． ５１６９

３ ３． ５４０７ ７． １３６４

４ ２． １２９０ ４． ６５０８

５ ６． ３１２１ ８． ９１４２

均值 ３． ２７２３ ６． ４３４０

通过表１和表２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虚拟预
置位与摄像机保存的实际预置位的重叠率达９５％以

上。通过表３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在运动中摄像头无
法精确对焦，虚拟预置位图像的清晰度均要比基准预
置位图像的清晰度低５０％，但是虚拟预置位图像的清
晰度比较稳定，且实验所用虚拟预置位图像都满足实
际应用所需，所以虚拟预置位图像的质量可以满足日
常监控的需求。

采用传统的预置位轮询方法，抓取１００个监控点
的图像，所用时间为５８９ ｓ。采用本文虚拟预置位图像
提取算法，拍摄好视频后，从中提取出１００个虚拟预置
位图像，所用时间为２２３ ｓ。由此可知，虚拟预置位图
像提取算法可以更快速地提取出监控点图像。

综上，虚拟预置位完全可以在实际预置位不足的
情况下代替实际预置位，且对光照条件和天气状况的
变化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５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金字塔ＬＫ光流法的定点
监控虚拟预置位图像提取方法，通过求取视频帧间运
动矢量，比对虚拟预置位与对应帧的运动矢量，从监控
点视频数据中提取监控区域图像。相较于传统的定点
监控预置位方案，本方法有两大优点：

①实现了虚拟预置位的自动对准，突破了预置位
个数的限制，与实际预置位结合，可以达到全方位、无
死角监控的效果。

②避免了相机逐个预置位抓取图像，可以更快速
地得到监控区域图像。

本文算法已经在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物违
章加盖监测系统中得到应用，已经成为当地城管执法
监察局的日常工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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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基于光流法的定点监控虚拟预置位图像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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