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３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９年７月

激　　光　　技　　术
ＬＡＳ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３，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１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３８０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５６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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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传统目标跟踪算法在天空背景下面临高能激光反射时图像像素灰度分布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导致

目标遮挡或丢失的问题，采用一种基于局部特征分块思想的相关跟踪算法，根据局部特征对跟踪模板进行了分块处理，

计算并选取其中特征稳定度高的块模板，在跟踪区域内对每个块做模板匹配，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试验验证。结果表

明，该算法在强光干扰下能够有效地对目标实时稳定跟踪，且图像处理延迟时间在２ｍｓ以内。该研究对基于高能激光发
射下的超高精度跟踪系统工作性能的保证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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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精度稳定跟踪技术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一个富有

挑战性的研究内容。国内外很多科研人员针对目标跟

踪算法做了大量的研究［１３］。ＢＡＫＥＲ［４５］首先提出了
基于灰度相关的模板匹配算法，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

也做了进一步研究，如归一化互相关方法［６９］（ｎｏｒｍａ
ｌｉｚｅｄ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ＣＣ）、绝对差均值方法［１０］（ｍｅａｎ
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ＡＤ）、差方和方法［５，１１］（ｓｕｍ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ＳＤ）、序贯相似性检测法［９，１２１３］（ｓｅ
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ＳＤＡ）等。由于复
杂度不高、不适用复杂场景，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新型

方法被提出并应用，例如基于均值偏移的跟踪算法［１４１７］

是基于梯度上升的局部寻优的模板匹配算法，对目标的

非刚性变化、旋转等挑战具有鲁棒性，但不能较好地解

决遮挡、尺度变化等问题。适用于不同场景的目标跟踪

算法，直接关系着跟踪效果的优劣，包括目标跟踪系统

场景适应性、稳定性、实时性等性能指标［１８２０］。

基于高能激光发射下的超高精度跟踪系统，由于

高能激光照射到目标表面产生强光，导致跟踪图像的

像素灰度分布发生急剧变化，出现目标被遮挡，难以跟

踪，甚至目标在一段时间内丢失等情况，导致跟踪算法

的性能大打折扣。此时，传统的模板匹配跟踪算法很

难满足图像跟踪要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中提出

了一种基于局部特征分块的跟踪算法，高效稳定地实

现目标的实时跟踪。

１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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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传统的模板匹配跟踪算法
由于周围环境变化，每一时刻所拍摄的图像都不

相同，目标图像跟踪是在一个“匹配修正预测”的过
程中实现的。传统的帧相关跟踪原理是利用在前一帧

图像建立的图像模板与下一帧或后面连续几帧的图像

进行模板匹配，不断查询搜索与目标模板最相似的图

像，即为最佳匹配图像，并将其作为新的跟踪点继续进

行跟踪［２１］。图１为模板匹配流程。

Ｆｉｇ１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如图２所示，本文中假设待搜索图像 Ｓ的大小为
（ｘＳ，ｙＳ），模板Ｍ的大小为（ｘＭ，ｙＭ），模板Ｍ在图像Ｓ
上平移，搜索窗口所覆盖的子图记为 Ｍ′，其中（ｘｉ，ｙｉ）
为子图Ｍ′的左上角顶点在图像Ｓ中的坐标，最终通过
比较Ｍ和Ｍ′的相似性，完成模板匹配过程。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传统的模板匹配算法准确度高、计算量大，且在面

临目标突然遭遇激光照射等强光干扰情况下被遮挡或

消失时算法不稳定，不能有效地对目标继续跟踪，如图

３所示。为此，作者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局部特征
分块的跟踪算法。

Ｆｉｇ３　Ｄｕｒ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ｓ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ｅｎ
ｅｒｇｙ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ｃｃｕｒｓ

１．２　改进的分块算法
针对采用传统跟踪算法在面临高能激光干扰时目

标受到遮挡或丢失等现象，本文中采用一种基于局部

特征分块的图像跟踪算法。主要思想是基于局部特征

对跟踪模板进行分块处理，计算分块模板的特征稳定

度信息，选取其中有效的块模板，然后对每个块在当前

帧的跟踪区域内进行模板匹配，最后将分块匹配结果

合并。图４是本文中的相关跟踪整体算法流程。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算法具体步骤见下：

（１）对读入的每一帧图像进行预处理（中值滤波、
灰度直方图等）。

（２）确定目标，首次确认需要用波门锁定目标以
便选择模板。判断当前帧是否为初始帧，若是，则建立

跟踪模板并保存；若不是，则判断是否已存在模板，有

模板时则对当前帧计算ｓｏｂｅｌ特征，无模板则继续下一
帧处理。

模板一般以被跟踪目标的中心坐标（ｘ０，ｙ０）为中
心，即所谓跟踪波门的中心。模板的大小即波门大小，

是根据目标的特征和跟踪系统的实时性综合而定。模

板位置和大小确定后即把图像数据存入模板 Ｍ（ｘＭ，
ｙＭ），如图５所示。

（３）根据历史缓存信息预测下一帧目标的可能位
置及跟踪范围，并在预测的范围内进行模板匹配。若

匹配有效，锁定目标位置，保存当前帧图像、波门内图

像、当前帧时间戳信息和当前波门坐标位置信息，并更

新模板，继续跟踪；若匹配无效，则算法进入第（４）步
开始分块跟踪过程。其中，关于预测和匹配过程说明

如下。

预测：预测算法是取连续几帧缓存数据的历史坐

　　

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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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５　Ｔｈ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标信息和每帧时间戳信息，计算出 ｘ和 ｙ方向上目标
运动的平均速度，从而预测出当前帧中目标的中心位

置，区域大小一般选定为模板（ｘＭ，ｙＭ）的整数倍。
匹配：判断模板匹配有效性时，建立匹配图保存跟

踪范围内各个位置与跟踪模板的匹配度，匹配公式由

下式计算：

Ｒ＝∑
ｘＭ

０
∑
ｙＭ

０
［Ｍ（ｘＭ，ｙＭ）－

Ｍ′（ｘ＋ｘＭ，ｙ＋ｙＭ）］
２ （１）

式中，Ｍ代表模板图像，大小为（ｘＭ，ｙＭ），Ｍ′为模板图
像搜索时所覆盖的Ｓ区域的子图，其中（ｘｉ，ｙｉ）为子图
Ｍ′的左上角顶点在图Ｓ中的坐标。Ｒ是 Ｍ′在 Ｓ中每
个位置的匹配度，该匹配度越小表示相关性越大。经

过匹配运算后，依次求得Ｒ值（Ｒ１，Ｒ２，…，ＲｘＳ×ｙＳ）。求
取Ｒ中最小值，并验证匹配是否有效：

Ｒｍｉｎ ＜Ｒｌ
Ｒｍｉｎ ＞Ｒｈ
Ｒｌ＜Ｒｍｉｎ ＜Ｒ

{
ｈ

（２ａ）
（２ｂ）
（２ｃ）

式中，Ｒｍｉｎ表示匹配运算后所求得的匹配度 Ｒ的最小
值，Ｒｈ和Ｒｌ表示为了验证匹配是否有效所设定的最
高阈值和最低阈值。（２ａ）式为匹配有效且更新模板，
（２ｂ）式为匹配无效，（２ｃ）式为匹配有效且无需更新模
板。

（４）局部特征分块算法。当有强光干扰匹配无效
时，进入局部特征分块处理。图６为局部特征分块算
法流程图。

（ａ）对当前帧图像和模板进行ｓｏｂｅｌ特征处理。
（ｂ）为了达到高帧频低延时的图像跟踪要求，此

处分为粗跟踪和精跟踪两种情况。精跟踪时采用最临

近插值法对模板和当前帧图像进行缩放调整以提高运

算速度降低运算时间；粗跟踪时则使用原始的模板和

当前帧图像，不做缩放变换。后将精跟踪缩放变换的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模板或粗跟踪的原始模板进入下面的步骤（ｃ）中进行
分块处理；最临近插值法不改变图像内容的前提下改

变图像尺寸，分别由水平缩放系数 Ｕ和垂直缩放系数
Ｖ决定，这里一般取工程经验值：

ｘ′＝Ｕ（ｘ，ｙ）
ｙ′＝Ｖ（ｘ，ｙ{

）
（３）

式中，（ｘ′，ｙ′）为变换后图像像素点的位置坐标，（ｘ，ｙ）
为源图像中的位置坐标。

（ｃ）将当前跟踪模板分成 ｎ块，块的大小根据波
门决定，即块的高与宽分别和模板的高与宽成比例，模

板大小为 ｘＭ ×ｙＭ，块的大小为 ｐ×ｇ，整个模板包括
ｎ＝ｃ×ｄ个分块，则有ｘＭ＝ｐ×ｃ，ｙＭ＝ｇ×ｄ。对分块进
行优选是基于目标的角点检测特征和纹理频谱特征

的，根据目标角点特征的分布和频域中易于识别的纹

理模式进行分块选择。

（ｄ）计算每个块的 ｓｏｂｅｌ特征积分图 Ｉ，根据预先
设置好的阈值将被强光干扰和遮挡的块模板舍弃掉，

在余下的块中选择目标块。

选取时把每个块的局部特征积分图Ｉｉ（ｉ＝１，２，３，
…，ｎ），（ｎ为分块的总块数）按照值的大小进行降序
排列，将分块模板中稳定性最高即局部特征值最为突

出的前Ｔ块作为新的跟踪模板，选取时需满足：

∑
Ｔ

ｉ＝１
Ｉｉ

∑
ｎ

ｉ＝１
Ｉｉ
≥Ｒｅ （４）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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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ｅ为解释度，表示应选取的前 Ｔ块模板的特征
值之和占据所有特征值的比例不小于 Ｒｅ，一般该值的
设置都在８０％以上，这样只用其中几个块模板就能够
表示出目标模板的主要特征。

（ｅ）对跟踪模板块分别进行模板匹配，对每个跟
踪模板块的匹配过程中利用（１）式计算匹配图，并根
据匹配图确定分块的匹配度和与之对应的坐标，得到

匹配结果。

（ｆ）将 Ｔ个跟踪模板块的匹配结果进行合并

Ｈ＝∑
Ｔ

ｉ＝１
ｈ（ｉ），最终得到目标位置。

（ｇ）根据合并后的匹配度利用（２）式验证匹配是
否有效，若匹配有效，则目标输出、更新模板；匹配无效

进入第（５）步。
（５）进入记忆跟踪。利用保存的最近６帧历史模

板信息采用帧差法对当前帧进行运动检测，检测到运

动物体后，将历史模板与预处理后的图像进行模板匹

配，验证匹配有效性。匹配有效退出记忆跟踪，进入正

常跟踪状态；若无效，则取出下一个缓存的历史模板重

新进行匹配；若所有历史模板均匹配无效，则读入下一

帧视频，对当前帧重复上述过程。记忆跟踪流程如图

７所示。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ｍｏｒ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中试验将从跟踪稳定性、跟踪效率以及跟踪

效果来进行试验验证。

试验中所用数据为高能激光照射无人机视频，视

频图像为每秒５００帧。试验过程中，无人机受到高能
激光照射，图像瞬间出现强光干扰导致目标被遮挡，采

用本文中分块算法对无人机实时跟踪，试验结果如图

８所示。图像分辨率大小为１２８０×１０２４，波门及目标
模板大小为 ６４×６４，图中模板分成了 ６×６共 ３６个
块，即黑格栅所示，白框明亮区域所代表的是激光照射

　　

Ｆｉｇ８　Ｓｉｘ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ｆｒａｍｅｓｏｆ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无人机后出现强光干扰对目标的遮挡。

图８是选取了视频中目标被遮挡的连续６帧跟踪
结果图，明亮区域即强光干扰。从图中可以看出，明亮

区域灰度骤变目标特征丢失，实际试验过程中采用传

统模板匹配算法跟踪时目标丢失跟踪失败，无法稳定

有效地持续跟踪，如图９所示。但本文中提出的局部
特征分块算法自动提取目标模板局部特征并进行分

块，选取稳定度高的块模板进行匹配，可以继续实时有

效地跟踪被强光遮挡并渐渐坠落的无人机。同时，该

算法图像处理延迟时间在２ｍｓ以内，有较高的跟踪效
率。

Ｆｉｇ９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试验表明，在目标被遮挡或丢失时，与采用传统模

板匹配算法目标丢失跟踪失败相比，本文中算法能有

效地对目标实时稳定跟踪，具有较强的鲁棒性，算法效

率高，可以应用于高精度稳定的目标跟踪。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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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作者提出了高能激光照射下目标跟踪的一种新方

法，基于局部特征对跟踪模板进行分块处理，选取稳定

性最高的块模板对目标进行匹配跟踪，该算法能有效

地解决由于高能激光反射引起强光干扰导致目标遮挡

或丢失的问题，同时算法的延迟在２ｍｓ以内，高效保
证了目标实时跟踪的稳定性和基于高能激光发射的超

高精度跟踪系统的工作性能，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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