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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旋转摄像下目标检测的图像补偿
翟丁丁，王琦，杨燕，王凡，胡小鹏
（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 ：目的 摄像机旋转扫描条件下的动目标检测研究中，传统的线性模型无法解决摄像机旋转扫描运动带

来的图像间非线性变换问题，导致图像补偿不准确，在动目标检测时将引起较大误差，造成动目标虚假检测。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面阵摄像机旋转扫描条件下的图像补偿方法，其特点是能够同时实现背景运动补
偿和图像非线性变换补偿，从而实现动目标的快速可靠检测。方法 该方法首先进行图像匹配，然后建立摄像
机旋转扫描非线性模型，通过参数空间变换将其转化为线性求解问题，采用 Hough 变换实现该方程参数的快速
鲁棒估计。解决摄像机旋转扫描条件下获取的图像间非线性变换问题，从而实现图像准确补偿。在此基础上，
可以利用帧间差分等方法检测出运动目标。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在摄像机旋转扫描条件下，本文方法能够同
时实现图像间的背景运动补偿和非线性变换补偿，可以去除大部分由于立体视差效应（parallax effects）产生的
匹配错误。并且在实验中，本文的方法处理速度可以达到 50frames/s，满足实时性要求。结论 在面阵摄像机旋
转扫描的条件下，相比于传统的基于线性模型的图像补偿方法，本文的方法能够快速、准确地在背景补偿的基
础上同时解决图像间非线性变换问题，从而更好的提取出运动目标，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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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eld of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detecting on fixed cameras has been gradually matured.

In m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s, camera motion such as rotating-scan is required to increase the monitoring range and
achieve gaze monitoring. Compared wth the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under fixed camera conditions, camera’s motion
makes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more difficult. Because of image transfomation caused by camera’s motion, image
compensation is needed to eliminate their effect.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linear model can not solve the nonlinear
transform that is generated by the rotating-scan movement of camera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amera rotating-scan,
the key step of image compensation is to find an accurate motion model to describe image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image frames, including rotation, translation and scaling. The existing methods is not able to mee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calculation time and accuracy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robust image
compensation metho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amera rotating-scan is proposed, which can achieve background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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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and image nonlinear transform compensation simultaneously.

Method

Our method contains four

step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age compensation for camera rotating-scan. Firstly, corresponding point pairs are
obtained through image matching. Feature points in the current frame are extracted by FAST corner detection method,
and then matched with those in the previous frame. Next the global displacement of the background is computed
through the matching points. On this basis, Kalman filter updates its state and predict the global displacement of the
next frame and the positions of the current feature points appearing in the next image. As a consequence, the feature
points in the next frame matched with the current feature point will be searched in the estimated image area. As the
matched image area is reduced, feature matching accuracy can be improved. Secondly, a global transformation model
between adjacent frames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analyzation of the camera imaging mechanism for
rotating-scan, a nonlinear motion model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nonlinear motion model, a camera equation is
established, which is transformed into a linear problem further by the parameter space conversion. Thirdly, Hough
transform is utilized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the global motion model by the matched point pairs. The global
motion model is then mapped into the image to obtain the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djacent
images. Through the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the image is normalized to a unified coordinate system.
This step lead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ckground motion compensation and nonlinear transform compensation.
Finally, foreground objects are segmented from the image. The block based inter-frame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to
detect moving objects. In order to extract the foreground objects completely, the mathematical morphological opening
is operated to eliminate isolated pixel points and small line segments, and then perform a closing operation
to fill the holes in the object regions to keep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object.

Result

To prove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different experiment are tested on several videos, including grass, traffic section, indoor and other
real scenes. All the experiments are running on the windows platform and the algorithm is implemented in C++. The
adopted camera is Hikvision's DS-2DF230IW-A with the resolution 1280×720.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re of
this method, we compare our method against other global motion models, including affine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local linear mode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When the frame interval is small, the affine
transformation model has produced a large error, the local model and the method in this paper can achieve better
results. As the rotation angle of the camera increases,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will become more obvious. Because of
the occurring of edge effect for the local linear model method, its compensation result will generate isolated pixels and
small segments. However,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remove 90% of the isolated pixels and small
segments, which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for camera rotating-scan. In addition,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quickly solved by camera equations and Hough transform with the processing speed 50 frame/s which
can meets the real-time requirements. This method also has limitations that our method is only suitable for low pitch
angle of the camera. The influence of pitch angle on the results of our method still require 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Conclusion

Detecting moving object on a rotating-scan camera is an intractable issue because the motion of the

camera leads to the movement of the background and the deformation of the image. Image compensation is required to
remove background motion and image deformation. The quality of image compensation method directly affects the
final result of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For traditional methods,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is not considered thoroughly.
The camera imaging mechanis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amera rotating-scan i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n a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calculation method are presented. Results prove that, compared
with existing methods, this method can achieve real-time performance and smaller compensation erro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amera rotating-scan. Based on this method, the object detection problem in the dynamic background is
converted into the object detection problem in the static background, and then the reliable detection of the moving
object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frame difference. As pan-tilt-zoom monitoring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for scanning and monitoring of large-scale scenes,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practical values for objec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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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视觉的发展，图像补偿
技术在军事监控、医学影像和环境监控等领域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目标检测领域，基于摄像机
固定条件下的目标检测技术已经逐渐成熟 [1-3] 。然
而，在许多实际应用中，需要摄像机的运动才能增
大检测范围，实现对运动目标的凝视监控和连续检
测与跟踪。但是摄像机的运动导致了整个背景的运
动和图像的形变，需要进行图像补偿将背景运动和
图像形变去除，相对于传统的固定背景而言，大大
增加了目标检测的复杂度。一个好的补偿效果直接
影响了动目标检测的最终结果。因此，摄像机运动
条件下的图像补偿技术仍需进一步研究。
摄像机的运动形式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摄
像机安装在移动的载体上；另一种是摄像机的支架
固定，摄像头可以旋转，俯仰和缩放。
随着云台技术在监控领域的大量使用，采用一
套摄像系统同时完成区域搜索和目标检测跟踪任务
成为了光电搜索跟踪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研
究的是摄像机支架固定情况下，摄像头左右旋转扫
描的运动类型。
在摄像机旋转扫描运动条件下，场景背景在图
像中发生运动，为实现动目标检测，需要对背景运
动进行补偿；此外，摄像机在旋转扫描时，平面成
像机制引起非线性的场景运动，导致图像间非线性
变换问题，该问题如果不进行补偿，在动目标检测
时将引起较大误差，造成动目标虚假检测。因此，
为实现摄像机旋转扫描条件下的图像补偿，不仅要
解决全局背景运动问题，还要考虑图像间的非线性
变换问题。
常用的图像补偿技术包括块匹配补偿[4]、光流
补偿[5]和特征匹配[6]等方法。其中块匹配补偿方法
是一种基于模式匹配的位移估值算法，只考虑了平
移运动，不适合旋转等运动情况。光流法适用的范
围比较广，能够应用于旋转运动情况，但是运算量
太大。特征匹配的方法不局限于平移运动，并且不
用像光流法一样对每个像素求运动矢量，大大提高
了算法速度。所以，本文提出的图像补偿方法主要
是基于特征匹配的补偿方法。
基于特征匹配的图像补偿技术主要步骤为：在

相邻帧中分别提取特征，并匹配特征，利用匹配的
特征来求解全局运动参数，从而进行图像补偿。其
中的关键步骤就在于建立全局运动模型，并求解出
全局运动参数。
仿射变换模型是常用的全局运动模型，包括二
参数、四参数、六参数等仿射模型[7-9]，这些模型都
属于线性模型，即像素的运动矢量大小与像素坐标
呈线性关系。线性模型无法解决摄像机旋转扫描运
动带来的图像间非线性变换问题。双线性模型[10]是
线性模型的直接推广，
是一种八参数的非线性模型，
该模型对全局运动的估计比仿射变换模型更加准
确，但计算复杂度更大。文献[11]提出了一种基于椭
球面方程的运动补偿模型，增加了模型的自由度，
从而能够增强模型对复杂背景的描述能力，取得了
一定的改进效果，但是涉及的未知参数较多，计算
复杂，难以达到实时性的要求。文献[12]提出一种基
于局部子块的运动补偿方法，将图像进行分区域处
理，假设图像局部区域内的背景点满足统一的约束
方程，从而利用多个局部模型近似描述背景的真实
运动情况。该方法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需人
工设定分块大小，当分块不当时，模型将不能准确
的描述图像间的非线性变换，使得补偿结果误差较
大。
针对特征匹配补偿方法中现有的运动模型的
局限性，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摄像机旋转扫描模型的
图像补偿方法。该方法从摄像机的运动角度分析，
对摄像机的成像机制进行建模，建立摄像机旋转扫
描运动模型。在图像特征匹配的基础上，将摄像机
旋转扫描模型转化为线性求解问题，并采用 Hough
变换求解出全局运动参数，同时实现背景运动补偿
和图像间非线性变换补偿。通过该图像补偿方法，
能够消除图像之间的背景运动和非线性变换问题，
将动态背景下的目标检测问题转换为静态背景下的
目标检测问题，进而可以利用帧间差分[12]等方法实
现运动目标的快速可靠检测。

1 摄像机旋转扫描模型
经过理论分析（请参见 1.1 节）和实际试验测
量，我们发现摄像机在旋转扫描的过程中，由于摄
像机角度的偏移，导致图像间非线性变换问题，即
图像两边像素与中间像素的运动位移不一致，并且

两边像素运动的差异与摄像机的旋转方向有关。在
不经非线性变换补偿的情况下，我们对图像的成像
误差进行了分析，其中图像大小为 1280×720，摄像
机视角为 5 度，运动状态为绕固定轴顺时针旋转，
转速为 5r/min，帧频率为 20 帧/s，图像的非线性成
像误差如图 1 所示：

描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1.1 一维扫描条件下摄像机方程
在面阵摄像机旋转扫描条件下，摄像机成像模
型如图所示：

图 1 图像非线性变换

图 2 摄像机旋转扫描模型

Fig.1 Image nonlinear transform

Fig.2 Camera rotating-scan model

图 1 显示了两个问题：（1）误差呈非线性，
无法用线性模型（如仿射变换模型）准确描述；
（2）
图像两边成像误差非对称且较中间严重。并且随着
帧间间隔的增加，图像成像误差更加严重，当图像
成像误差超过 1 像素时，如果不进行补偿，将会对
后续的动目标检测造成影响。
当摄像机转速为 5r/min，帧频率为 20 帧/s 时，
每一帧间隔对应的摄相机旋转角度约为 0.18o 。在焦
距 f  1000 ，图像大小为 1280×720，摄像机顺时针

图 2 中的摄像机旋转扫描模型在此假定情况
下：旋转轴与像平面平行，且旋转轴通过焦点，即
摄像机的俯仰角度为 0，在水平方向上左右旋转的
运动模式。
其中  和  是摄像机旋转扫描运动中两个状态
的像平面，A 是一个目标点，O 是摄像机的焦点，
A1 , A2 是 A 点在 I 和 II 上的成像点，CD、EF 分别

旋转的条件下，选取不同的帧间间隔，图像中的成
像误差也不同，我们认为误差<0.5 像素为可接受的
坐标，那么可接受的坐标范围如下：

A1 , A2 是 A1 , A2 在 CD、EF 上的投影点，N1ON2  

表 1 误差分布情况
Table 1
帧间间隔
o

1 帧（0.18 ）
o

5 帧（0.9 ）
o

Error distribution

为摄像机旋转的角度。
在摄像机旋转扫描过程中，监控场景中的物
体在相邻两帧图像中的坐标位置满足一定的关系。
如图 2 所示，
物体在像平面上的成像点由 I 上的 A1 点
变成了 II 上的 A2 点，若以每帧图像中心为原点，即

[-640,640]

以 N1 , N 2 为原点，图像中任一位置的横坐标为 x，

[-525,420]

纵坐标为 y，则两个成像点的横纵坐标发生的变化
如下：
（1）x 坐标
为方便观察成像点横坐标之间的关系，将旋转
扫描运动模型进行水平方向上的投影，
如图 3 所示：

10 帧（1.8 ）
15 帧（2.7 o ）

[-475,150]

20 帧（3.6 ）

为两个成像平面的中心点， f 为摄像机的焦距，

x 坐标范围(误差<0.5)

[-455,240]

o

是 I、II 与摄像机所在的水平面 W 上的交线，N1 , N 2

[-530,100]

表 1 中，当帧间间隔较大时(>5 帧)，此时图像
的边缘成像误差较严重。为了解决非线性变换误差
问题，准确检测出动目标，本文采用针孔成像模型
描述摄像机旋转扫描运动，对摄像机的成像机制进
行建模，建立摄像机旋转扫描工作方式下的摄像机
方程；将该方程线性化，并利用 Hough 变换实现该
方程参数的快速鲁棒估计，从而得到摄像机旋转扫

图像垂直方向上的不同高度。从图中可以看出，y
的坐标越大，成像点的 y 变化越大，并且随着 x 坐
标绝对值的增大而增大，但是变化都不大于 1 像素，
当 x 的坐标范围在[-500,500]之间时，误差<0.5,可以
忽略不计。
x 坐标变换关系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摄像
机左右旋转扫描时，非线性变换主要体现在 x 坐标
上。
1.2 方程线性化及参数求解
公式（1）（2）显示成像点 ( x, y) 和 ( x, y) 之

图 3 旋转扫描模型的水平投影
Fig.3 Horizontal projection of rotating-scan model

CD、EF 是前后两帧的像平面,那么横坐标的
变 换 则 由 N1 A1 变 换 成 了 N 2 A2 ， 令 N1 A1  x ，
N 2 A2  x ，通过几何关系推导，我们能够得到两个

x 

成像点的横坐标之间关系式为：

x  f  tan 
x 
x
1  tan 
f

（1）

x A
1 x  B

如图 2 所示， A1 , A2 点的纵坐标分别是 A1 A1 和
A2 A2 ，令 A1 A1  y ，A2 A2  y 通过几何关系推导，

能够得到两个成像点的纵坐标之间的关系式为：
（2）

将公式（2）中的 y 坐标变换关系画图进行分
析，如下所示:

图 4 垂直方向坐标变化
Fig.4 Vertical coordinate changes

图 4 中，横轴为图像中像素点的 x 坐标，纵轴
为 y 坐标变化，不同的线段表示不同的 y 坐标，即

（3）

将公式（3）线性化可以得到：

A   xxB  ( x  x)

（2）y 坐标

y  (1  tan 2  ) cos 

y 
x
1   tan 
f

间的变换是非线性的，
且 x 坐标变换与 y 坐标无关，
y 坐标变换程度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 公 式 （ 1 ） 中 ， 令 参 数 A  f  tan  ，
B  tan  / f ，可以得到：

（4）

公式（4）中，我们可以通过特征点匹配方法
得到多组 x 、 x ，然后利用这些匹配点对结合参数
估计方法求解出全局运动参数。
常 用 的 参 数 估 计 方 法 有最 小 二 乘 估 计 [13] 、
Hough 变换[14]、局部 Hough 变换[15-16]等。其中，最
小二乘法在拟合直线时对野值（outlier）比较敏感。
在建立背景运动模型时，如果匹配特征位于运动目
标时，最小二乘法容易产生较大误差；Hough 变换
在参数求解时，
利用投票表决原理来拟合模型参数，
可靠性较高，对噪声有较好的适应性；局部 Hough
变换将全局投票简化为局部投票，在直线检测时，
能够克服求解短线段和提取边缘杂乱时，投票表决
容易失败的情况。
本文采用 Hough 变换方法，利用测量数据空间
和参数空间的点—线对偶性，把测量数据空间中直
线的检测问题转换到参数空间中，即将多组匹配点
对 x 、 x 映射到 A、B 参数空间中，通过 Hough 变
换检测出直线，从而估计出全局运动参数。如图 5
所示，参数空间坐标系中多条线的聚焦点对应于参
数的解。

帧，对后一帧图像进行非线性变换补偿，补偿结果
如下所示。

图 5 hough 变换参数求解
Fig.5 Hough transform for parameters solution
图 6 像素位移真实值与计算值

2 基于旋转扫描模型的图像补偿
基于摄像机旋转扫描模型的图像补偿方法主
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对图像进行特征点匹配，
然后利用匹配的特征点对摄像机旋转扫描模型进行
参数求解，得到准确的摄像机方程，从而实现对图
像的精确补偿。在此基础上进行目标检测来检验补
偿的准确性。具体算法描述如下：
2.1 特征点匹配
在进行图像的非线性变换补偿之前，我们需要
对相邻帧的图像进行特征点匹配，利用匹配结果进
行全局运动参数估计。
如图 5 所示，需要通过匹配当前帧和参考帧中
的一些特征点来求解摄像机模型的未知参数。本文
采用 FAST 算法[17]提取特征点，然后对特征点进行
匹配。通过当前图像与上帧图像的匹配点对检测出
当前背景的全局位移。在此基础上，我们使用卡尔
曼滤波器[18]对下一帧全局位移进行预估，计算出当
前特征点在下帧图像中的位置，在估计的范围内搜
索与当前特征点相匹配的特征点，缩小匹配范围，
提高匹配精度。
2.2 非线性变换补偿
通过图像匹配，可以得到多组匹配点对。接下
来，利用 1.2 节所示的 Hough 变换方法，求解公式
(4)中摄像机旋转扫描模型的参数 A, B 。首先，Hough
变换将此线性关系投影到 A, B 参数空间；其次，在
给 定 多 组 匹 配 点 对 ( x, y),( x, y) 的 条 件 下 ， 利 用
Hough 变换能够获得 A, B 的可靠解，得到准确的摄
像机方程。
通过摄像机方程能够得到相邻两帧图像的像
素之间坐标对应关系，然后以前一帧图像作为参考

Fig.6 Real and calculated values of pixel displacement

在图 6 中，两条线段分别代表图像中像素的真
实位移值和采用摄像机方程计算得到的值。可以看
出，计算值与真实值基本吻合，且试验结果表明误
差不超过 0.5 像素。因此，我们提出的摄像机方程
能够较好的对相邻两帧图像进行非线性变换补偿。
2.3 基于图像补偿的运动目标检测
通过图像特征点匹配和非线性变换补偿，能够
有效地解决背景运动和图像间非线性变换问题。将
两幅图像中除了前景目标以外的背景部分准确补
偿，从而将动态背景下的目标检测转化为静态背景
下的目标检测。接下来，我们通过目标检测方法来
验证图像补偿的准确性。
常见的目标检测算法主要有帧间差分法，背景
减除法和光流法[19]。其中光流法可适用于动平台下
的目标检测，但是由于计算复杂度较高，限制了它
的广泛应用。帧间差分法和背景减除法计算比较简
单，但是如果不进行图像补偿，这些方法只能应用
于静平台下。本文研究是在动平台条件下，可以选
择帧间差分法或背景减除法来验证补偿的效果。其
中帧间差分法是对相邻帧做差，背景减除法是对当
前帧和背景帧做差，原理都是通过阈值与差的大小
来判断是否为运动区域，但背景减除法必须要有背
景图像，并且背景图像是随着光照和外部环境的变
化而实时更新的，而帧间差分法更为简单直观，所
以我们采用帧间差分法进行目标检测。
实验采用基于分块均值的帧间差分方法[20]，该
方法与普通的帧间差分方法相比，能够提高检测速
度。其原理是：将每一帧图像进行分块，并对每一
个小块取均值作为特征，然后对当前帧和相邻帧的
特征块做绝对差，差值大于阈值的认为是运动目标，
小于阈值的认为是背景块，基于此思想将图像进行
二值化，从而得到差分结果图像。实验中采取的块
大小为 2×2，阈值为 40。

3 实验结果分析
我们实验的 PC 机配置为：Intel(R) Core(TM)
i3-2350M CPU @2.30GHz 2.30GHz，8.00GB RAM，
在 Windows 平台上实验，算法用 C++来实现。摄像

(a)场景灰度图

(b)不经补偿

(c)仿射变换
图7

Fig.7

机的型号为海康威视 DS-2DF230IW -A，进行仿真
实验的实验场景为该摄像机旋转摄像下采集的多组
视频，视频帧图像分辨率为 1280×720。为了更好的
验证本文方法，我们对平移模型、仿射变换模型、
局部线性模型等方法做了实验。部分实验结果如图
7 所示:

(d)局部模型

(e)本文方法

目标检测结果（帧间隔：1 帧）

Object detection results (frame interval: 1 frames)

((a)Scene grayscale;(b)Non-compensation;(c)Affine transformation;(d)Local model;(e)This article method)

图 7（a）中六幅图像分别为不同场景下拍摄
的视频序列中当前帧图像的灰度图，帧间间隔为
1 帧；图（b）为未经图像补偿，直接对相邻两帧
图像用帧间差分做目标检测的结果；图（c）是使
用六参数的仿射变换线性模型进行补偿后的目标
检测结果；图（d）是采用局部模型进行分区域补
偿后的目标检测结果。考虑到旋转摄像下图像间
的非线性变换性质，这里图像区域的划分主要是

左中右三部分，经过不断实验调整最佳划分参数，
然后分别对各个区域采用线性模型进行补偿；图
（e）是经过本文的方法补偿后的目标检测结果。
从图 7（b）可以看出，选取的两帧图像在不
经过背景运动补偿的情况下，除了前景目标，静
止背景也发生了运动，整体近似于平移运动，但
是两边的差异相比中间要更明显，图像之间存在
着非线性变换；图（c）显示，在相机旋转扫描拍

摄条件下，基于仿射变换模型补偿后的目标检测难
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因该模型是一种线性模型，无
法精确的描述出图像间的非线性变换，导致相邻两
帧图像补偿不准确，检测结果会出现许多杂点和线
段。图（d）中显示，不同区域采用不同参数的线性
模型，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图（e）中显示，经过
我们的方法对图像进行非线性变换补偿，可以减少

(a)场景灰度图

(b)仿射变换
图8
Fig.8

误差，取得较好的效果。
图 7 实验结果表明：当帧间隔较小时，局部模
型和本文的方法均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随着
摄像机旋转角度的增大，图像间的非线性变换会更
加明显，当帧间间隔为 5 帧，摄像机的旋转角度为
0.9 o 时，实验结果如图 8 所示：

(c)局部模型

(d)本文方法

目标检测结果（帧间隔：5 帧）

Object detection results (frame interval: 5 frames)

( (a)Scenegrayscale;(b)Affine transformation;(c)Local model;(d)This article method)

图 8（a）为当前帧场景图像的灰度图，帧间间
隔为 5 帧；图（b）是使用仿射变换线性模型进行补
偿后的目标检测结果，可以看出，仿射变换的误差
非常大。图（c）为局部模型的结果，我们将图像局
部区域进一步细分，然后用局部线性模型进行补偿，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该方法在图像的场景边缘部分
补偿不够准确，出现部分误差，并且人工设置分块
区域容易因分块不当导致误差增加。图（d）是本文
的方法，可以看出，随着摄像机旋转角度的增加，
本文的方法仍然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此外，在背景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结果会出现
一些孤立的像素点和小线段，如图 7 第五组和第六
组草地、树叶较多的实验结果中，由于草地、树叶
容易受光照、风等外界因素影响，导致目标检测结
果产生大量噪声，这些不连续的像素如果不消除将
会对目标标记造成影响，所以需要再对其进行形态
滤波[21]、去噪等进一步处理。
为了去除不相干结构对目标检测的影响，抑制
目标空洞的产生，本文先对帧差后的二值图像进行
一次开运算以去除杂乱点和立体视差效应（parallax
effects）[22]产生的小线段，然后进行一次闭运算操
作填充可能存在的空洞。以图 7 中的第四、五、六
组实验为例，将本文方法得到的目标检测结果，再
经过形态学后处理的实验结果如图 9 所示:

图9
Fig.9

形态学后处理结果

Morphological post-processings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经过形态学后处理之后，
能够去除孤立的像素点和小线段，填补空洞现象，
从而较完整的提取出运动目标。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与已有的方法
相比，能够更好的解决摄像机旋转扫描条件下获取
图像的非线性变换问题，将图像准确补偿，从而更
好的提取出运动目标。此外，本文的方法通过摄像
机方程和 Hough 变换可以快速求解，处理速度可以
达到 50 frame/s，完全满足实时性要求。
本文的方法也有一定局限性，适用于摄像机俯
仰角度较小的旋转扫描情况。实验表明：在中远距
离目标和较小的俯仰角情况下，本文提出的算法仍

然能够较好地工作。但是，俯仰角对本算法结果影
响规律以及在大俯仰角情况下的改进算法还需要进
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6]

4 结论
[7]
本文提出了一种摄像机旋转扫描条件下的图像
补偿方法。首先模拟摄像机旋转扫描过程中的成像
原理，提出一种摄像机扫描运动模型并建立摄像机
方程，通过参数空间变换将其转化为线性求解问题，
进而采用 Hough 变换实现该方程参数的快速鲁棒估
计。该方法能够同时实现图像的背景运动和非线性
变换补偿，实现图像之间的准确配准。在此基础上，
可以采用帧间差分等方法对配准后的图像进行目标
检测。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很好的实时性，
并且能够较好地消除摄像机运动带来的图像间非线
性变换问题，从而能够较为准确的提取出运动目标。
随着云台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对大范围场
景的扫描监视，在摄像机实现的区域搜索和目标检
测跟踪领域研究中，本文的方法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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