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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轨迹行为模式特征的视频拷贝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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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有效地利用视频的时域运动信息来提高视频拷贝检测的精度和鲁棒性，提出一种基于特征点轨迹行为
模式的拷贝检测算法．首先从视频连续帧中提取特征点轨迹的行为模式特征，然后采用视觉关键词典技术构造视频
的运动特征，最后基于运动特征的相似度进行视频拷贝检测．该算法在ＴＲＥＣＶＩＤ标准数据集上取得了较高的检测
精度．实验分析表明，基于轨迹的运动特征具有较强的描述区分能力，对各种常见的拷贝变化具有鲁棒性．

关键词：视频拷贝检测；局部特征点检测；特征点轨迹；视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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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的视频拷贝检测技术（简称拷贝检测）

也可能是对源视频经过各种变换（称为拷贝攻击）生

利用视觉内容特征对视频进行比对，实现对特定视

成的，具体变换形式包括插入字幕或台标，片段组

频内容的搜索、检测和跟踪，其在版权保护、视频数

合，重新编码，画面图像的颜色、对比度、分辨率变化

据管理、指定有害内容过滤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

等．拷贝检测技术需要对各种拷贝攻击具有较好鲁

前景．视频拷贝检测的主要任务是在视频数据库中

棒性，其研究重点在于寻找有效的特征提取算法来

查找指定的查询视频片段，检测是否存在与查询视

表征视频的不变特性，进而提高拷贝检测对各种拷

频片段内容相同的视频片段，如果存在，则称该视频

贝攻击的鲁棒性．本文研究主要基于视频行为特征

片段为视频拷贝片段．

的不变性，挖掘视频内容的不变视觉模式，并在此基

视频拷贝片段可能是源视频片段的直接复制，

础上进行视频拷贝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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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同视频的有序序列用动态时间序序列扭曲算法
进行匹配．这类算法对全局变化情况下不对齐的帧

１相关工作

图像序列匹配具有较好的鲁棒性，但是由于局部变
在视频拷贝检测技术领域，当前国内外研究重

化会打乱图像块间的有序关系，从而使得这类算法

点是寻找有效的特征提取算法来提高拷贝检测对于

性能下降．同时该算法假设已知视频拷贝的帧序列

各种拷贝攻击的鲁棒性．拷贝检测特征提取算法主

的长度，使用滑动窗口的算法遍历式地进行序列匹

要分为２类：基于视频帧图像的算法和基于视频时

配，运算量较大．

序信息的算法．

针对已有工作的不足，本文提出将相邻帧的特

基于视频帧图像的特征提取算法［１’６３在视频帧

征点匹配连接为轨迹，利用轨迹丰富的行为特征来

级别提取图像的全局或局部特征用于视觉内容匹

匹配视频片段，从而避免直接使用特征点特征进行

配．文献［３］提出的签名特征是基于帧图像的全局统

匹配所造成的错配情况．近年来，视频中点或物体的

计特征的，如颜色直方图和边缘统计直方图．帧图像

轨迹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视觉信息，已被应用于视

的全局特征对一些图像全局统一的变化（如全画面

频监控、物体跟踪等领域‘ｌｏ－ｌｚ３．本文进一步利用视觉

的模糊、偏移）具有鲁棒性．然而，图像局部变化（如

关键词技术，将视频镜头中提取的若干轨迹行为特

字幕遮挡）会改变全局特征的分布，从而降低这类算

征量化为统一的行为模式直方图用于视频匹配，也

法的匹配效果［４］．因此，文献［５—６］使用了基于特征

避免了以往局部特征匹配的大量计算消耗．

点的图像局部特征应对较复杂的拷贝变化，以达到
对图像的全局和局部变化都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如

２视频轨迹行为模式的提取

文献Ｅ６３对每帧图像检测Ｈａｒｒｉｓ特征点，提取特征
点附近区域的边缘直方图作为局部特征．基于特征

本文提出一种利用视频行为特征的拷贝检测算

点的算法可以避免局部变化问题，但是由于特征点

法，该算法将视频拷贝检测过程分成２个阶段：离线

的数目巨大，造成对计算和存储的需求较大．另外，

视频库索引阶段负责对视频库中的视频片段进行特

特征点特征维数低、信息量少，也使得特征点问的错

征提取并构建视频库模式词典；在线匹配阶段对查

配情况严重．

询视频提取特征并与视频模式进行比对，进而发现

基于视频时序信息的特征提取算法［７曲３利用视

视频拷贝．

频序列的时序信息构造特征进行视频片段的配准．

本文算法框架如图１所示．首先离线计算视频

例如，基于图像分块有序序列的算法［７。８］通过量化图

库模式词典，对视频库中的每个视频提取其特征点

像块间相对关系来构造不变视觉特征．文献Ｅ８］提出

轨迹，并对轨迹行为模式进行量化编码成５维特征

图１本文算法流程示意图

万方数据

第６期

郭俊波，等：基于轨迹行为模式特征的视频拷贝检测算法

９４５

向量；然后基于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生成轨迹行为模

光流跟踪算法［１“，其跟踪过程如下：通过求特征点

式词典，并将每个镜头表示为轨迹词频向量，如

Ｐ在ｚ和Ｙ方向上的速度，来计算该点在下一帧出

图１ ａ所示．由于特征点轨迹对各种拷贝变化具有

现的位置，从而实现跟踪．

鲁棒性，所生成的词频向量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可用

另外，在点跟踪过程中，当视频内容发生剧烈变

于计算视频镜头问的相似度．在在线匹配（拷贝检

化，如镜头场景切换、视频２个相邻帧内容完全不一

测）阶段，首先将查询视频镜头表示为词频向量，然

致时，ＫＬＴ算法无法跟踪轨迹，造成轨迹断开．本文

后与视频库中镜头的轨迹词频向量进行匹配，从而

算法设定当轨迹条数突然下降，即少于一定阈值（实

判断查询视频是否为视频拷贝，如图１ ｂ所示．

验中取３０）时，重新检测下一帧的Ｈａｒｒｉｓ特征点并

特征点检测和跟踪是提取连续帧轨迹的两大技
术要点．本文提出一种融合Ｈａｒｒｉｓ特征点检测与
ＫＬＴ点跟踪算法的快速特征点轨迹提取算法．Ｈａｒｒｉｓ
特征点检测是一种公认的对各种拷贝攻击比较鲁棒
的局部特征提取算法［５］，而ＫＬＴ算法则是一种快速

重新使用ＫＬＴ算法跟踪，如图２所示形成新的轨
迹簇．本文把轨迹簇断开处作为边界，称边界之间的
视频子段为亚镜头，以亚镜头为单位提取轨迹行为
模式特征并进行拷贝检测．

的局部特征点跟踪算法．本文算法轨迹提取过程为，
首先利用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检测首个视频帧的所有特征点，
然后使用ＫＬＴ算法在后续帧快速地跟踪这些特征
点．除Ｈａｒｒｉｓ外，常用的特征点检测算法还包括
Ｈ ｅｓｓｉｅｎ—Ａｆｆｉｎｅ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ＤｏＧ）Ｉｓ］

等．文献［１３］采用ＤｏＧ检测特征点并基于点的

图２使用Ｈａｒｒｉｓ和ＫＬＴ算法产生的视频轨迹

ＳＩＦＴ特征进行匹配提取轨迹，将其用于识别人体动
作，基于ＳＩＦＴ特征的轨迹提取算法需要对每个视

视频轨迹包含了帧图像局部特征点在连续帧的

频帧检测特征点，导致计算量巨大，且ＳＩＦＴ特征不

运动行为信息，这些特征点大部分能在各种拷贝变

具备时域信息．本文采用的点跟踪算法只需要在少

化下存在，从而保证拷贝检测的精度．然而，轨迹的

量帧上检测特征点，更适合拷贝检测应用．

长度和数量都随着视频内容变化而变化，为了取得
统一的轨迹描述，本文提出一种轨迹行为编码算法

帧图像的Ｈａｒｒｉｓ特征点检测算法为

Ｍ一（Ｌ掣ｉ］

㈣

来建模轨迹行为．如图３所示，轨迹上的特征点相对
位置的变化被编码为５种代码，一条轨迹可以被表

（２）

示一个编码序列．具体而言，首先记录某特征点在连

式（１）为Ｈａｒｒｉｓ算子使用的自相关矩阵，其中，

续帧上的坐标位置；然后根据４个象限加中心区域

Ｒ—ｄｅｔ（Ｍ）一是×ｔｒ（Ｍ）２，ｋ∈Ｅｏ，０．０４］

Ｊ为图像像素矩阵，（ｚ，ｙ）为相应图像像素坐标，Ｌ，

的编码模板，将轨迹点的前后相对位置建模为行为

Ｌ分别为图像像素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一阶

特征，其中中心区域的大小定义了静态特征点的运

偏微分，ｔ和Ｊ：分别为图像像素在水平方向和垂直

动范围，设定为较小的７×７像素区域；最后将一条

方向的二阶偏微分．响应函数式（２）用于计算图像像

轨迹转变为一组编码数字．

素的响应值Ｒ，选取Ｒ值排序前Ｎ个像素点作为

单个代码存储了轨迹的空间信息，代码的顺序

Ｈａｒｒｉｓ特征点．基于Ｍ矩阵的Ｒ值物理意义是，表

表征了轨迹的时间信息．由于Ｈａｒｒｉｓ特征点检测算

征点所在小图像区域的变化稳定性，通常图像边缘

法和ＫＬＴ算法的鲁棒性，常见的全局拷贝变化一般

和物体棱角上的像素满足变化鲁棒性要求，被检测
为特征点．Ｈａｒｒｉｓ特征点在复杂自然图像上有着良
好的性能，特别是在旋转和亮度变化等条件下依然
保持较高的可重复率；同时，Ｈａｒｒｉｓ算法检测过程
计算复杂度比其他特征点检测算法低［５］，适合视频
应用．

在视频第一帧上检测到Ｎ个Ｈａｒｒｉｓ特征点
（实验中取Ｎ＝１０００）后，从第二视频帧开始使用
ＫＬＴ算法跟踪所有特征点．ＫＬＴ算法是一种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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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板的点偏移行为的编码方法

图３轨迹行为模式特征的量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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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轻微影响轨迹的数目和长度．但局部变化（如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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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的设置对聚类效果有很大影响．对于本文中使用

挡等）和时域的拷贝变化（如丢失帧、帧率降低等）会

的数据集，我们通过测试不同Ｋ值下的检测精度，

改变轨迹的数目和亚镜头分割的位置（即改变了轨

得到一个最优Ｋ值．

迹的长度），进而改变其行为模式．针对这些问题，本

在实验中也观察到，静态镜头中大量的特征点

文提出一种简单的特征提取算法，通过对轨迹行为

保持位置不变，其特征数列为全０序列，一些短轨迹

编码数列进行归一化统计，生成５维直方图，平滑掉

也缺乏区别性，这类在文本检索和图像检索中共有

各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即

的现象可称为停用词现象．参考文本检索的经典思

ＣＨ（ｉ）一
Ｌｅｎｇｔｈ（Ｃｏｄ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想，本文利用ｔｆ—ｉｄｆ公式

例如，序列｛４，１，３｝被转换的直方图为｛０：０，１：

￡ｉ：ｎ，ｄ １０９丛
ｎｄ

０．３３，２：０，３：０．３３，４：０．３３｝．轨迹越长，直方图的区

’ｎｌ

分性越强．本文使用这种简单的转换保留轨迹行为

对亚镜头词频向量做加权操作．其中，ｎ“是关键词ｉ

的统计信息，消除了大部分各种变化可能带来的噪

在亚镜头ｄ中出现次数，ｎ。是亚镜头ｄ包含的关键

声影响，并方便轨迹之间的比较和轨迹聚类．

词个数，ｎｉ表示关键词ｉ在整个视频库所有亚镜头
中出现的次数，Ｎ表示视频库中亚镜头的总数．使

３视频轨迹行为模式的匹配

用ｔｆ—ｉｄｆ加权后，由于停用词ｎｉ数目大，自动降低了
其权值和影响力，达到了去停用词的目的．

经过提取视频不变视觉模式（即轨迹行为模
式），一个视频被分割为若干的亚镜头；每个亚镜头
都包含一组轨迹特征直方图．类似于图像检索中使
用的视觉关键词技术［１ ５｜，本文把亚镜头看作包含一
组轨迹关键词的文档．下面基于这类视觉关键词的
思想提出不变视觉模式匹配算法，用于拷贝检测．

３．２

基于亚镜头的拷贝匹配和定位
在线查询过程中，首先对查询视频提取轨迹并

将其分割为若干个亚镜头，然后计算每个亚镜头的
５维特征并由关键词词典归类为关键词，每个查询
亚镜头被表示为词频向量．
查询亚镜头和源视频库中的亚镜头的相似度的

３．１生成轨迹关键词典

利用视觉关键词技术，在查询之前对源视频库

计算可以使用多种算法．本文使用余弦距离来计算

类，产生一个轨迹行为特征词典，每个关键词都是一

砌溉＾…／（１一而意‰），

个有代表性的５维特征．Ｋ－ｍｅａｎｓ把大量轨迹行为

即使用２个向量ｙ。和Ｖ。的夹角余弦值来度量其相

进行聚类，去除了数据冗余并削弱了噪声的影响．假

似性．全部亚镜头的两两相似度组成相似度矩阵，如

设生成Ｋ个聚类中心作为关键词，每个亚镜头ｓ可

图４ ａ所示．

中的所有视频提取轨迹，并将其建模为大量的５维
直方图特征；然后利用经典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进行聚

亚镜头Ｓ。，Ｓ。间的相似度

以表示为Ｋ维词频向量Ｖ，一｛ｔ。，ｔ２，…，ｔ∥”，ｔＩ｝，

拷贝检测的目的是要定位查询视频与源视频共

ｔ。表示轨迹特征关键词ｉ在亚镜头ｓ中出现的次数．

有片段的起止位置．基于亚镜头相似度矩阵，除了正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得到的词典的规模Ｋ必须人为指定，

确的匹配外，还可能存在零散的错匹配．为了去除这

图４基于分水岭算法的相似镜头段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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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噪声，将此矩阵作为图像Ｉ，对Ｊ使用经典的分水岭

贝检测比赛驴使用的数据集，查询视频的制作遵循

算法进行分割．如图４ ｂ所示，在实验中，正确匹配段

该拷贝检测比赛使用的算法．我们从２０个源视频中

常常表现为连续型的“山脊”或“高原”的图像块状局

截取小段（３ ｓ～６０ ｓ）嵌入到２０个短视频中作为拷

贝查询，另外选取１０个短视频作为非拷贝查询，对

部结构，计算这些块结构的相似度之和≥：ｓｉｒｅｄ，使

这３０个查询视频分别施加该数据集中定义的拷贝

用一个阈值０过滤掉高频错配噪声，从而发现正确

变化．

匹配的位置．通常选择其≥：ｓｉｒｅ，ｊ最大的部分作为

如第２节所述，适合拷贝检测的视觉特征必须

拷贝片段，实验中，我们经验性地选择为０＝０．５．

满足鲁棒性、实时性要求．表１所示为本文实验数据
处理的具体情况，采用本文提出的拷贝检测算法在

４实验及结果分析

特征提取上能达到实时速度（即处理时间等于或者
短于视频播放时问），并占用相对少量的存储空间，
适合大规模的视频拷贝检测任务．

本文实验的源视频库采用ＴＲＥＣＶＩＤ ２００８年拷
表ｌ

实验数据集的相关信息

首先，使用ＴＲＥＣＶＩＤ ２００８年拷贝检测比癸的

其中＃Ｏｖｅｒｌａｐ（Ｄｅｔ，ＣＤ缈）表示系统检测到的帧集

评测指标来验证本文算法的鲁棒性．评测指标包括

合与真正的拷贝帧集合的交集，即检测正确的帧数

检测准确率

目．测试精度在参数Ｋ取不同值情况下的变化曲线

Ｂｅｔ＿胁一等筹警

如图５ａ所示，在Ｋ一８６时，对常见的图像全局拷贝
变化取得约９０％的平均检测准确率，表明本文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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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尺度缩放平移画中画帧率丢帧快进慢放
拷贝变化类型

置

ａ不同Ｋ值下的平均检测性能

ｂ各种拷贝变化下与文献［７］算法的对比

图５本文算法和已有算法在标准数据集上的检测精度

其次对比了本文算法和其他算法的性能．０Ｍ

中画等）具有更好的鲁棒性．这些局部图像变化改变

算法是常见的一种拷贝检测算法［３，７－８］，Ｃｈｉｕ等嘲算

了帧图像的部分内容，打乱了ＯＭ算法依赖的块序

法声称比传统算法效果更好．当Ｋ＝８６时，我们使

列关系，从而影响了其鲁棒性。我们针对视频时空不

用～些比较难处理的拷贝变化下的查询视频，分别

变模式进行建模，把拷贝变化前后不变的视觉内容

使用本文算法和文献［７］算法进行检测，得到的评测

作为特征进行匹配，所以具有鲁棒性．但是，图５

指标曲线如图５ ｂ所示．图５ ｂ表明，本文算法使用

也表明，本文算法对一些时域变化并不能取得更好

局部稳定特征点的轨迹行为特征，能够对一些比较
复杂的局部变化（如遮挡、裁剪画面、画面平移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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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其原因是当前使用的简单行为统计算法和

复杂度为Ｏ（ｍ２），优为视频镜头数目，在优《咒的情

５维直方图特征不能完全平滑地去除时序变化的

况下可以节省大量计算．轨迹提取过程采用ＯｐｅｎＣＶ

影响．

函数，可达到９０帧／ｓ的处理速度．为了体现局部特

在计算效率上，本文算法比文献［７］算法有较大

征轨迹的效果，我们在图６中给出了在各种拷贝情况

提升．文献［７］算法中使用动态时间扭曲对齐进行拷

下亚镜头轨迹的形态，表明在拷贝变化后，轨迹行为

贝匹配，属于动态规划算法，其复杂度为０（挖２），竹

的总体趋势相似．图６中一幅图像是一个亚镜头的代

为视频帧数．而本文算法基于亚镜头进行匹配，理论

表帧，其中绿色曲线表示亚镜头的特征点轨迹．

图６在各种常见拷贝变化下轨迹行为的一致性
［４－１ Ｇａｏ Ｋｅ，Ｌｉｎ Ｓｈｏｕｘｕｎ，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ｄｏｎｇ，ｅｔ ａ１．Ｏｂ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５

ｉｍａｇｅ

结

总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８，２０

（１１）：１４５２－１４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如何提取鲁棒的视觉特征是基于内容的视频拷
贝检测的一个关键研究点．本文算法基于视频连续
帧的轨迹行为，提出一种精简的不变模式特征，在计

（高科，林守勋，张勇东，等．基于空间上下文的目标图像
检索［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１４５２－１４５８）

［５］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ｙｋ Ｋ，Ｔｕｙｔｅｌａａｒｓ Ｔ，Ｓｃｈｍｉｄ Ｃ，ｅｔａｌ．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算时具有高效性；并使用轨迹视觉关键词技术，在亚

ｏｆ

镜头级别定位拷贝视频片段．在标准数据集上的对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５，６５（１／２）：４３—７２

比实验表明，与已有算法相比，本文算法对各种变
化，尤其是局部画面变化有更好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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