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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尺度的增强ＶｉＢｅ背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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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一种基于多尺度的增强ＶｉＢｅ背景建模方法ｍＶｉＢｅ．通过多尺度模型，将像素点的颜色
信息与其空间位置信息相结合并通过多尺度判别，有效地降低对背景像素的误判．利用基于多重先
验概率对多尺度模型进行层次化更新，提高了在多模态背景、摄像头抖动及光照变化等复杂场景条
件下背景模型的鲁棒性．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ｍＶｉＢｅ算法相比ＶｉＢｅ算法及其他代表性算法具有
更优的检测性能，同时保持很好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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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嵌入

目前，主要形成了３类背景建模方法：帧差法、

式技术的发展，智能视觉监控系统已经在我们的生

基于特征重构的方法和基于统计模型的方法．对于

活中随处可见．在数以亿计的摄像头组成的巨大视

一个视频序列ｔ＝１，…，咒，帧差法［３－４ Ｊ通过计算当

觉监控系统中，对运动目标进行高效和自动的检测

前帧ｔ与背景帧间像素的差分并经阈值化后得到前

分析，必将极大的提高监控效率．而运动目标检测的

景目标，其中，背景帧可以是固定的某帧图像，也可

实现主要是通过比较当前帧与背景模型之间的差别

以是相邻２帧中的前一帧图像．此类建模方法的优

来完成的，其性能依赖于所使用的背景建模ｕ－２ｊ技

点是计算复杂度低，但其对噪声较为敏感，且前景目

术．因此如何设计一种高效鲁棒的背景建模算法，成

标会形成严重的“空洞”现象．基于特征重构的方

为目标检测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法ｂｊ主要利用在线学习获得一定数量的基向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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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些基向量对当前帧进行重构，重构误差即可视

素的误判；在此基础上，基于一定的多重先验概率对

作前景目标．该方法不足在于在线学习需要足够多

多尺度模型进行层次化更新，提高模型对复杂背景

的样本（视频帧）用于学习基向量，导致其适应性较

的自适应性．

差．基于统计模型的方法主要包括参数估计模型

（如单高斯【６ｊ６、混合高斯ＧＭＭ［７ Ｊ与增强混合高
斯［８］８）和非参数估计模型ＫＤＥ［９］．该类方法主要是

根据每个像素在时间域上的分布信息构造其背景模
型，因此需要一定长度的视频序列进行学习．ＧＭＭ
将背景像素在时间域上的分布假设为混合高斯模

型，通过对多个高斯模型的选择及模型参数的更新
加强模型的鲁棒性．不同于ＧＭＭ，ＫＤＥ利用非参估
计对背景进行建模，更好的适应复杂背景的变化．类
似于基于重构的方法，基于统计模型的方法在模型

１

ＶｉＢｅ算法
ＶｉＢｅ算法由背景建模、像素点分类和模型更新

３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的简单描述如下．

１）背景建模．如图２所示，对于输入视频序列第
ｔ帧中的像素点∥（ｚ），其背景模型为

膨（ｚ）＝｛口ｌ’．”，ｑ，…，轴｝

（１）

式中ｕｉ∈Ｎｕｘｕ（可‘（．／７））表示可‘（ｚ）的Ｕ×Ｕ邻域
内的某个像素点，ｉ＝１，…，Ｎ，Ｎ为背景模型中选
取像素点的个数．

初始化阶段需要足够多的视频帧作为样本，且模型
更新速度较慢，导致检测效率不高．
为更好满足实时性要求，Ｂａｍｉｃｈ等人提出了视
觉背景提取（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ｒ，ＶｉＢｅ）算

法ｕ…．不同于统计背景建模方法，视觉背景提取在
本质上是一种联合时一空模型，通过随机选取邻域内

若干背景像素值作为背景模型，并结合无记忆性模
型更新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实时性能．但其对于光
图２

照变化、阴影和多模态背景等复杂背景变化的鲁棒
性不足．为此，文献［１１—１２］中作者提出了一些改进

措施来提高ＶｉＢｅ模型的鲁棒性，但也导致算法复杂
度不同程度的提高，大大降低了算法的实时性．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作者提出了基于多尺度的
增强ＶｉＢｅ背景建模方法（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ＶｉＢｅ ｆｏｒ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ＶｉＢｅ），算法流程如

Ｆｉｇ．２

ＶｉＢｅ背景模型不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ｉＢ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ｄｅｌ

２）像素点分类．对于第ｔ＋１帧图像中待分类的

像素点∥＋１（ｚ），其与对应背景模型Ｍ（ｚ）的匹配
程度为

ｄｉｓｔ（可川（０２＂），ｕｉ）≤Ｒ，耽∈Ｍ（ｚ）｝

ＳＲ＝＃｛可ｉ

（２）

图１所示．利用多尺度思想，有效的融合像素点在空

式中：＃｛

间上的位置信息，弥补原始ＶｉＢｅ模型只依赖于像素

某种距离度量；Ｒ为距离阈值．匹配程度ＳＲ由背景

值信息的缺点，并通过多尺度判别，有效降低背景像

模型中与∥十１（ｚ）距离满足条件的ｕｉ个数表示．

｝表示集合的势；ｄｉｓｔ（ｖｔ＋１（ｚ），让）表示

∥＋１（ｚ）的分类实现为

ｃ㈨１圳＝篙篡：

㈥

式中：Ｔ油为判定阈值；０表示分类为背景点；１表示
分类为前景点．
３）替换更新．将ｕＨｌ（ｚ）随机的替换背景模型

中的某个像素值让，并保持模型中的其他元素不

变，生成新的背景模型肝＋１（ｚ），图３列举了模型
进行替换更新的３种可能情况．其中：如果背景模型

Ｍ（ｚ）中的样本７．／８随机的被选中进行替换时，模
型将被更新为

Ｍ‘＋１（ｚ）＝｛可１，＂０２，７９３，口４，口５，口６，口７，口‘＋１（ｚ），Ｖ９｝．
图１
Ｆｉｇ．１

基于多尺度的增强ＶｉＢｅ背景建模流程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ｉＢｅ

在ＧＭＭ、ＫＤＥ等算法中，分类为背景的像素点

定会被用于对背景模型的更新，ＶｉＢｅ则以一定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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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背景模型更新示意图
Ｆｉｇ．３

图４多尺度背景模型示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决定分类为背景的点．Ｕｔ＋ｌ（ｚ）是否参与背景模型

Ｆｉｇ．４

３多尺度判别与模型更新

的替换更新．同时，除了从时间域上对∥（ｚ）的背景

模型进行更新，以相同概率≯选取可‘（ｚ）邻域内的
某个背景点∥（ｚ ７）的背景模型肝（ｚ ７）并对其进行
替换更新，这种邻域模型更新机制称为空间传播更
新．

需要指出的是，模型内的任意一个像素值不被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ｄｅｌ

对于一帧图像，既可以从像素级来判别其特性，
也可以通过像素团级进行判别．像素级判别的角度

对细节有很强的刻画能力，但由此将导致对噪声敏
感，产生虚警；像素团级判别可以很好的利用图像中
像素的局部相关性，将图像中的目标作为整体进行

替换更新的可能是呈指数衰减的，因而模型内的某

判别，避免误判．因此，本文作者提出的ｍＶｉＢｅ算法
通过像素级结合像素团级的联合判别方式，对像素

个像素被更新的优先级并不与其进入模型的先后顺

点是否为背景点进行判别．

序有关，这种更新机制称为无记忆性更新．

３．１像素点级判别

２多尺度背景建模
相比复杂的需要由多帧图像进行统计学习实现

对于一个像素点是否为背景，判断的依据是像
素点与背景模型的匹配程度．不同于ＶｉＢｅ算法，

ｍＶｉＢｅ对像素点可Ｈ１（ｚ）的判别以下几点．

１）基于式（４）中背景模型肝（ｚ），得到尺度Ｓ

背景建模的方法，ＶｉＢｅ最大的优势在于，仅需一帧
图像中随机选取的像素点即可实现背景模型的初始
化，极大程度降低了算法的复杂度［１０】．但是，由于选

下的匹配度
ＤＲｓ（＿／Ｗ（ｚ））＝＃｛讧Ｉ ｄｉｓｔ（∥＋１（ｚ），ｕ；）≤Ｒ５，

取的像素点仅反映了颜色空间的统计信息，缺乏考

钉；∈Ｍｔ（ｚ）｝

虑这些像素点在空间上的位置关系，导致模型对复

式中Ｒ５为尺度Ｓ下的距离阈值．
∥＋１（ｚ）在多尺度下的总匹配度为

杂背景动态变化的适应性较差．

为此，本文作者提出的ｍＶｉＢｅ通过引入多尺度
思想，不仅保留了像素在颜色空间上的统计信息，更
重要的是融入了像素在空间上的位置信息，使背景
模型对复杂背景动态变化的自适应能力得到有效提
高．

（５）

点

ＤＲ（Ｍ（ｚ））＝∑ｃｏＳＤＲｓ（／Ｗ（ｚ））

（６）

５＝ｌ

式中∞５表示尺度Ｓ下匹配度ＤＲ，对应的权值．
２）针对步骤１）分类结果可能存在如背景漂移、
光照变化等造成的背景点误判现象，ｍＶｉＢｅ利用
口‘（ｚ）邻域像素ｕ２（ｚ ７）的背景模型Ｍ（ｚ ７）对步骤

如图４所示，利用不同尺度邻域空间中像素所

１）中判别得到的前景点再次进行判别．如果该像素

具有的位置信息不同，将ｕ‘（ｚ）的邻域空间分为Ｋ

点匹配到其邻域内某个像素点的背景模型，那么该

个不同尺度的邻域空间驴，并通过在每个邻域空间
中随机选取像素点，构成多尺度背景模型为

点很可能是发生了背景漂移的背景点．得到最终的

像素点级判别结果为

Ｍ２（ｚ）＝｛训ｊ，啦，…，可；，…，ｕ沁｝，：１．…．Ｋ（４）
式中：ｓ表示某个空间尺度；可；∈Ｎ【，（∥（ｚ））表示

ｕ‘（ｚ）邻域空间驴内的某个像素点；Ⅳ表示不同
邻域空间内随机选取像素点的数量．

Ｃｌ（ｖｔ＋ｌ（ｚ））＝

ＤＲ（Ｍ７（，２７））＞ＴＭ或

ｆ
ｏ，

ＤＲ（Ｍ ７（ｚ））≤ＴＭ且
ＤＲ（Ｍ７（ｏＺ＂））＞（Ｍ７（ｚ，））＞ＴＭ

【１，ＤＲ（Ｍ７（ｚ））≤ＴＭ且ＤＲ（Ｍ ７（ｚ７））≤Ｔ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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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ＴＭ为判定阈值．

３）经式（８）中Ｃ２（∥＋１（ｚ））＝０判断得到的背景点∥＋１

３．２像素团级判别

（ｚ），以概率乒３决定其是否对于背景模型Ｍ（ｚ）进行

更新．输出：背景模型Ｍ＋１（ｚ）

基于像素点级判别，对噪声较敏感，易造成误
判．为克服上述问题，本文作者进一步利用像素间的

对于判别为背景的点∥＋１（．２７），模型的层次化

局部相关性，通过像素团级判别增强前景像素点判

更新针对的是其对应点的背景模型Ｍ（ｚ），也就是

别的可靠性．

基于像素团级的判别将判别为前景像素的连通

时间域上的模型更新．为了使背景模型更好的适应

区域中像素点数量小于Ｔｆｇ的一团像素分类为背景
点；将背景像素连通区域中像素点数量小于Ｔｂ。的
一团分类为前景点，判断过程为

前景目标的间歇性运动，使静止后的目标快速的更

Ｃ２（ｖｔ＋ｌ（ｘ））２

ｆ０，∥十１（ｚ）∈ｏｆｇ且＃｛ｏ詹｝＜Ｔｆｇ

１１∥（ｚ）∈ｏ三且＃｛矗｝＜Ｔｂｇ
（８）

式中：０补Ｏｂｇ分别表示前景像素连通区域内像素
点的集合和背景像素连通区域内像素点的集合；
Ｔｆｇ、Ｔｋ分别表示前景像素团判定阈值和背景像素
团判定阈值．
３．３层次化模型更新

据３．１节和３．２节的阐述，可以将式（７）、式（８）
中的判别过程分为３层，具体更新流程如算法１所
示．通过不同层次ｉ判别得到的背景点，给予不同的

更新概率≯；，以此来决定背景模型Ｍ２（ｚ）是否得到
更新．

新到背景模型中，在层次化更新后，接着对空间域中
的背景模型进行更新，即对邻域内其他点的背景模
型进行更新，即ＶｉＢｅ算法中采用的空间传播更新．
同时，为了避免空间传播更新对邻域内未进行

判别的背景模型Ｍ（ｚ ７）过早或错误的更新，在一
帧图像中所有点判别完成后，再对其中判别为背景
点的可Ｈ１（ｚ）统一进行更新．
３．４

ｍＶｉＢｅ算法概括

对多尺度模型、多尺度判别及层次化模型更新
的总体算法流程由算法２给出．
算法２：基于多尺度的增强ＶｉＢｅ背景建模

输入：待检测视频序列
１）Ｆｏｒ ｔ＝１：咒
２）ｉｆ ｔ＝＝１

３）通过式（４）对每个像素建立模型肝（ｚ）

层次化更新的原则是：背景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越大，５６，也越大，使模型更快的适应背景的变化．如

４）ｅｌｓｅ
５）Ｆｏｒｚ＝ｌ：ｐｉｘｅｌ－ｌｉｓｔ

果∥＋１（ｚ）匹配到其对应的背景模型，则给定发生

６）通过式（５）、式（６）得到∥＋１（２３ｒ）与对应背景模型肝

更新的概率｛５１；如果∥＋１（．２７）匹配到邻域背景模
型，说明背景点可能发生漂移或者突变，则需要给定

（ｚ）的匹配程度ＤＲ（Ｍ（ｚ））
７）通过式（７）得到最终像素点级判别Ｃｌ（∥＋１（ｚ））

较大概率９５２来对背景模型进行快速更新，加快模型

８）Ｅｎｄ

的适应速度；如果∥十１（，２７）通过式（７）被判别为前

９）通过式（８）对点级判别后的整帧图像进行像素团级

景，而通过式（８）被判别为背景，则说明背景很可能

判别，得到像素分类Ｃ２（∥¨（ｚ））

发生了改变，需要及时加快更新，此时给予更大的更

新概率≯３，其中允＝ＴＭ／∑Ⅳ，Ⅳ为背景模型中
不同尺度下的样本数量见式（４）．

算法１：层次化模型更新
输入：经Ｃ１（口Ｈ１（ｚ））＝０和Ｃ２（∥＋１（ｚ））＝０判别为

Ｆｏｒ

１０）通过算法１对判别为背景的像素点进行层次化模
型更新及空间传播更新
１１）Ｅｎｄ Ｆｏｒ

输出：前景目标

其中ｐｉｘｅｌ—ｌｉｓｔ为每帧图像中的像素索引．

４实验结果与分析

背景的点∥＋１（ｚ）（见式（７）、式（８））
１）经式（７）中ＤＲ（Ｍ２（ｘ））＞ＴＭ判别为背景点的∥＋１

（ｚ），以概率声，决定其是否对背景模型肝（ｚ）进行更

目前，如何更好的适应多模态背景、光照变化及

摄像头抖动等特殊复杂背景的变化，依然是背景建

新；

模研究中的难点问题．为了测试ｍＶｉＢｅ的有效性，

２）经式（７）中ＤＲ（彬（ｚ））≤丁Ｍ且ＤＲ（解（ｚ，））＞ＴＭ

在多个视频序列上进行了测试，并与ＶｉＢｅ、ＧＭＭ、

判别为背景点的∥＋１（ｚ），以概率≯２决定其是否对背

ＫＤＥ等代表性背景建模算法进行了比较．
实验分别在测试视频序列为树荫视频、红外视

景模型Ｍｔ（ｚ）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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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频及抖动视频下，进行了ｍＶｉＢｅ与ＶｉＢｅ算法对比，

图５中ＶｉＢｅ、ＧＭＭ算法对于树叶晃动等多模

如图５～７所示．其中：树荫视频中包含了大量不断

态背景非常敏感，形成了许多杂乱的虚警，而ｍＶｉＢｅ

变化的杂乱背景，即多模态背景，且视频中发生了光

能够很好的适应多模态背景．同时，从第２０８帧开始

照突变；红外视频中反映了运动目标由运动变为静

图像下部光照发生了突变，ｇｉＢｅ、ＧＭＭ算法处理效

止，之后又重新开始运动所引起的鬼影现象；抖动视

果非常不理想，产生了大量的虚警，而ｍＶｉＢｅ很好

频中所用的摄像头受外界干扰发生无规律的抖动，

的适应了光照的突变．

使拍摄出的视频晃动较为严重．

图５
Ｆｉｇ．５

ｍＶｉＢｅ、ＶｉＢｅ、ＧＭＭ在树荫视频中的效果图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ＶｉＢｅ，ｇｉｂｅ。ＧＭ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ｅ ｖｉｄｅｏ

图６中视频开始时人物由运动变为静止，从第

使得目标重新运动时，形成了鬼影（ｇｈｏｓｔ），被误检

２８０帧开始，人物由静止重新转为运动．此时，由于

成了两个不同目标，而ｍＶｉＢｅ及时快速准确的更新

ＶｉＢｅ、ＫＤＥ没有对背景模型进行及时快速的更新，

了背景模型，有效消除了鬼影残留的影响．
图７视频中的第１９８帧、２０８帧、２１８帧及２２８
帧，均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抖动现象．ＶｉＢｅ在处理严
重晃动的背景时，产生了大量的虚警，而ｍＶｉＢｅ在
同样情况下基本完整清晰的检测出前景目标，效果
明显优于ＶｉＢｅ算法．
此外，对４种算法的复杂度进行了分析，如表１

所示．由表１可知，本文算法在提升ＶｉＢｅ算法检测
效果的同时，保持了很好的实时性，检测效率优于
ＧＭＭ、ＫＤＥ算法．
表１各算法实时性对比
Ｔａｂ．１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帧数／Ｓ

图６

ｍＶｉＢｅ、ＶｉＢｅ、ＫＤＥ在红外视频中的效果图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ＶｉＢｅ。ｖｉＢｅ，Ｋ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ｖｉｄｅｏ

算法

树荫

红外

ＧＭＭ

１０．４２

９．５５

抖动
９．１ｌ

ＫＤＥ

１２．８９

１０．６４

１２．７２

ＶｉＢｅ

２７．８９

２８．２５

２１．４４

ｍＶｉＢｅ

２３．１４

２２．６８

１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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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ｍｌｄ
ｔｒｕｔｈ

ＶｉＢｅ

ｍＶｉＢｅ

（ｄ）第２ｌ砷Ｉ

图７
Ｆｉｇ．７

ｍＶｉＢｅ与ＶｉＢｅ在抖动视频中的效果图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ＶｉＢｅ ａｎｄ Ｖｉ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Ｖｉｄｅｏ

ｔｅｒｎｓ

５结论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９（８）：１１９０—１２０３

［５］Ｍｏｎｎｅｔ Ａ，Ｍｉｔｔａｌ

针对ＶｉＢｅ背景建模算法在多模态背景、摄像头
抖动及光照变化等复杂场景下的不足，本文作者提
出了基于多尺度的增强ｇｉｂｅ背景建模ｍＶｉＢｅ算

Ａ，Ｐａｒａｇｉｏｓ Ｎ，ｅｔ

［６］Ｗｒｅｎ

Ｃ

Ｒ，Ａｚａｒｂａｙｅｉａｎｉ

Ａ，Ｄａｒｒｅｌｌ Ｔ，ｅｔ ａ１．Ｐｆｉｎｄｅｒ：ｒｅ—

的空间位置信息．通过多尺度判别，分层细化筛选背

［７］Ｓｔａｕｆｆｅｒ

Ｃ，Ｅｒｉｃ

ｔｕｒｅ

更新与空间传播更新相结合的更新机制，有效避免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Ｇｒｉｍｓｏｎ

见，ｍＶｉＢｅ算法检测效果优于ＶｉＢｅ和其他几种代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２２４６—２２５２．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２８—３１．

Ａ，Ｄｕｒａｉｓｗａｍｉ

Ａ．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ｖｉｄｅｏ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２２（５）：４—２１．

［２］Ｂｍｔｚ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ｖｉｄｅｏ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１ １：１９３７—

１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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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Ｃ］／／Ｉｍ—

Ｚｅａｌａｎｄ，２０００，１（３）：１５５

—１６３．

［４］Ｍｅｉｅｒ Ｔ，Ｎｇ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ｋｅｒ—

ＩＥＥＥ，２００２，９０（７）：１１５１—１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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