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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特征的片面性, 传统跟踪模型对于模型漂移问题检测手段和补救措施的缺乏, 限制着传统跟踪算法的
性能. 因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波跟踪算法. 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分层特征,
在卷积神经网络加入残差结构, 连接不同的网络层, 实现浅层和深层特征的融合. 不需要人为设计特征融合方式, 网
络结构能够自动实现特征融合的功能. 用深度特征区分目标和背景, 比传统特征更具有分辨力, 跟踪结果更精确; 在
预测当前帧的目标位置时, 设计了一个响应强度下降计数器. 计数器根据相邻连续帧响应强度的变化计数. 每一帧
根据计数器的数值判断是否出现模型漂移, 并采取相对应的模型更新方案作为补救措施. 响应强度下降计数器检测
模型漂移的策略能够处理不同场景下跟踪目标的任务, 实现鲁棒跟踪. 在与当下的几种跟踪算法比较中, 本文提出
的跟踪算法在跟踪精度和鲁棒性都优于所对比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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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features and traditional tracking models do not solve model drift problem, which limits the performance of traditional tracking algorithm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kernel correlation filter tracking algorithm
based on residual depth features and drift detection.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extracts layered features and uses
appropriate residual structures to connect different network layers to achieve the fusion of shallow and deep features. The
residual depth network automatically implements the feature fusion function. Compare to traditional features, residual
depth features distinguish target and background more effectively. In tracking stage, this paper proposes a drift detection
strategy by designing a counter. The counter counts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response strength of adjacent frames. We use
the value of the counter to judge whether the model drifts and use the corresponding model update scheme. The model drift
detection strategy can handle the task of tracking target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o achieve robust tracking.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roposal tracking algorithm is better than several existing algorithms in tracking accuracy and robu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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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并跟踪. 目标跟踪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核心研究课题

在各交通路段, 都有着监控摄像头的身影, 它们时
刻观察着来往车辆, 并对违规车辆进行身份信息确认

之一, 在交通监控、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自动驾
驶、军事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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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目标跟踪算法遇到目标形变、光照变化、
背景杂乱等困难时, 并不能取得很好的跟踪效果, 无
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随着深度学习的蓬勃发展, 对计
算机视觉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人们开始在其中寻
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早期的目标跟踪以2014年由JF
Henriques等人[1] 提出的核相关滤波算法最具有代表
性, 有着极高的跟踪速度, 使人们看到了实时跟踪的
可能性, 但对于目标遮挡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由DAI
B等人[2] 提出的分块目标跟踪能够很好地应对目标遮
挡. 同一年, 由K Simonyan等人[3] 提出的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在2014年ILSVRC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ompetition)上大放异彩, 深度学习开始在
计算机视觉上发挥作用, 在2015年由K He等人[4] 提出
的残差网络, 其中应用的残差结构为训练更深的网络
提供途径. 在随后的研究中, 将深度网络作为端到端
的跟踪, 如2016年由H Nam等人[5] 提出的学习多域的
神经网络, 将原始图像作为输入, 直接输出跟踪结果,
还有将深度网络作为特征提取器, 如M Danelljan等
人[6] 提出的有效的卷积操作用于跟踪, 取得了非常好
的跟踪精度. 同时, M Danelljan等人[7] 探究了不同卷
积层特征对于跟踪的影响, 得出浅层特征更适合跟踪
的结论; 而由C Ma等人[8] 提出的卷积分层特征用于跟
踪, 阐述了神经网络浅层和深层特征对于跟踪的影响,
有效利用浅层和深层特征能够显著提升跟踪效果.
传统跟踪算法的局限性, 主要体现为传统特征(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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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颜色特征等, 具体详情参阅文献[9])不能全面深刻
地反映目标的本质, 现有算法没有有效地评估目标模
型是否漂移的方案. 因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残差深度
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波跟踪算法, 在传统的核
相关滤波算法的基础上,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 设计了新的特征提取的网络结构残差深度网
络, 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提取浅层和深层特征, 在卷积
神经网络基础上加入合适的残差结构使网络结构能
够自动实现特征融合的功能, 能够输出残差深度特征;
2) 提出了一个检测目标模型漂移策略, 设计了一
个响应强度下降计数器, 通过对比相邻帧响应强度的
大小计数, 根据计数器的数值, 判断是否出现响应强
度连续下降的现象, 即是否发生模型漂移, 判断当前
帧定位的准确性;
3) 将响应强度下降计数器的数值作为反馈信息,
采取相对应的补救措施, 指导目标模板更新, 根据计
数器不同数值相对应帧的模板信息更新当前帧模板,
实现对目标的精确跟踪.
接下来从算法整体框架开始, 详解残差深度特征
和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波跟踪算法流程.

2

本文算法整体框架

本文提出一种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关
滤波跟踪算法整体框架见图1, 分为4个阶段: 训练阶
段、定位阶段、检测阶段和更新阶段.

图 1 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波跟踪算法整体框架
Fig. 1 Overall framework of kernel correlation filter tracking algorithm for residual depth feature and drif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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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训练阶段分为阶段1和阶段2. 阶段1是本文跟
踪算法的核心部分, 该部分目标是训练一个能提取残
差深度特征的残差深度网络; 阶段2在给定初始帧信
息后训练一个目标模板, 定位阶段需要用目标模板计
算响应矩阵.
2) 定位阶段主要使用预训练好的残差深度网络
提取残差深度特征, 并根据初始帧训练的目标模板计
算响应矩阵, 根据响应矩阵元素最大值计算当前帧目
标位置.
3) 检测阶段检测当前帧目标模型漂移的可能性,
计算这一帧的目标位置是否准确, 判断的依据是分析
定位阶段计算出的响应矩阵以及响应矩阵强度下降
计数器的数值.
4) 更新阶段更新外观模型和目标模板, 根据检测
阶段的检测结果作为反馈信息, 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使用相对应的更新目标模板和外观模型的方案, 实现
精确跟踪目标.
整体算法框架中训练阶段1是核心部分, 提取残差
深度特征, 能够应对跟踪出现的如光照变化, 目标发
生形变, 背景杂乱等困难. 因此, 接下来着重介绍残差
深度网络.

3 残差深度网络
本 文 采 用 残 差 深 度 网 络 结 构 见 图 2, 不 同 于
VGG19(参考文献[3]提出的网络模型以VGG表示)网
络的19层深度网络, 仅仅只有6层网络, 不同的是加入
了1个残差结构; 也不同于传统的残差网络为了训练
几十层上百层的网络使用残差结构解决深层网络训
练时梯度消失的问题, 图2结构只有6层网络, 加入的
残差结构是将第2个卷积层输出特征与第4个卷积层
输出特征进行融合. 这种网络结构能够自动实现特征
融合的功能, 输出残差深度特征, 并不需要人工选择
特征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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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减少参数, 防止网络训练过拟合. Conv2包含的具
体操作是卷积层→BN层; Conv3包含的具体操作是卷
积层→BN 层; Conv4包含的具体操作是卷积层→BN
层→池化层; 加入的残差结构实现的功能是将Conv2
的输出与Conv4的卷积输出线性相加, 再通过激活函
数输出(卷积层包括卷积和激活函数输出)实现不同层
的输出特征融合; Fc5表示全连接层; Fc6是网络输出
层. 其中, Conv1–Conv4的核大小为3 × 3, 核的数量为
64, Fc5 全连接层有512个节点, Fc6输出层有2个节点.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详情请参阅文献[10], 接下来
重点介绍能够自动完成不同层特征融合的残差结构.
根据图3所示, 箭头方向表示数据流动方向, 箭头
上方变量表示方框的输入输出, 方框表示数据变换方
式, ⊕表示相加. 残差网络计算流程如下:

z [L+1] = w[L+1] a[L] + b[L+1] ,
[L+1]

a
z

[L+2]

= g(z
=w

[L+1]

),

[L+2] [L+1]

a

(1)
(2)

[L+2]

+b

,

a[L+2] = g(z [L+2] + a[L] ),

(3)
(4)

其中: 式(1)–(4)所有变量的上标代表网络层数, 指明
是某一层的变量; z 代表线性变换输出值(指的是卷积
操作), w代表线性变换系数即权重, a代表激活函数输
出值, b代表的是偏差, g 代表激活函数类型, 此处使
用ReLU激活函数. 传统卷积神经网络计算公式与(1)–
(3)相同, 输出计算方式不同, 按照式(5)计算:

a[L+2] = g(z [L+2] ).

(5)

图 3 残差结构数据流程图
Fig. 3 Residual structure data flow chart

图 2 残差深度网络结构图
Fig. 2 Residual depth network structure diagram

如图2所示, 整个网络结构含有4个卷积层, 2个全
连接层和1个残差结构. Conv1包含的具体操作是卷积
层→批标准化(batch normalization, BN)层→池化层.
卷积层含有多个卷积核, 能够提取不同方面的特征,
这些特征能够最本质地分辨目标. BN层作为网络的
归一化层, 能够对卷积层的输出做归一化处理, 能够
加速训练网络, 防止“梯度弥散”, 提升网络泛化性
能. 池化层主要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不变性, 包括平
移、旋转特征不变性, 另一个作用是保留主要的特征

残差结构的式(4)中(L + 2)层网络的输出是L层
输出与(L + 2)层卷积输出的线性变换再经过非线性
激活函数输出值, 因此输出是L层和(L + 2)层特征融
合的结果, 这是在残差网络结构上能够自动实现特征
融合, 输出残差深度特征, 并不需要人工选择特征融
合方式. 这与传统卷积神经网络式(5)的输出不同,
式(5)的输出是单一层特征输出. 将L = 2代入到公式
(1)–(4)完成残差深度网络第2, 3和4 层网络的计算,
Conv4输出值通过残差结构完成第2个卷积层输出特
征与第4个卷积层输出特征融合. 不同的卷积层提取
的特征反映目标的不同信息, 而残差结构实现将不同
层的特征自动融合, 输出残差深度特征, 比传统特征
更具有分辨力, 跟踪结果更精确.
网络训练是在VOT(visual object tracking)2015数
据集上训练. 视频序列每帧图片裁剪若干个正样本
(图片中含有目标)和若干个负样本(图片中不含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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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将训练视作二分类问题, 训练网络识别目标和背
景. 因此输出层采用softmax输出, 输出2个概率值分
别代表图片被网络判断为目标和背景的概率. 网络输
入图片大小为224 × 224 × 3. 一个迭代次数代表训练
一个完整数据集, 再次训练需要打乱数据集样本顺序.
重要的一点是, 第1次迭代是从网络参数随机初始化
开始的, 第2次迭代Conv1–Fc5网络参数使用第一次迭
代训练好的对应层的参数进行训练, 而Fc6即分类层
参数随机初始化再次训练, 以此类推, 训练100个迭代
次数, 直至网络收敛, 保存网络模型. 在训练目标模板
和定位阶段时, 将网络的Conv4层输出值作为深度融
合特征, 输出维度大小为56 × 56 × 64.
下一节将介绍如何给定一个测试视频序列和初始
帧目标位置, 实现基于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波跟踪.

4 基于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波跟踪
4.1

核相关滤波

设 训 练 样 本 集 为 (X像素特征 , y), 由 样 本 特 征 集
X像素特征 和对应的回归标签 y 构成的训练样本集.
X像素特征 表示从初始帧裁剪得到的固定大小正负样本
构成的样本特征矩阵(矩阵的每一行代表一个样本特
征, 这里使用原始特征即像素特征; 正样本表示样本
特征与跟踪的目标样本特征相似, 即是从目标样本附
近裁剪得到的样本, 负样本则是从离目标样本远的地
方裁剪, 与目标样本特征不相似); y 是列向量, 列向量
的每个元素对应着X像素特征 中行向量代表的样本特征
的回归标签, 每个回归标签数值设置为0–1的数, 与目
标样本特征越相似, 回归标签值越大.
样本特征集X像素特征 输入到第2节训练好的残差
深 度 网 络, 得 到 Conv4 输 出 值 为 残 差 深 度 特 征 集
X残差深度特征 , 此处简记为X , 训练样本集变为(X, y).
训练样本集中第i个样本表示为(xi , yi ), 其中, xi 表示
训练样本集中第i个样本残差深度特征, yi 表示xi 对应
的回归标签, i = 1, 2, · · · , N , N 为训练样本总数.
训练样本集线性可分时, 线性回归函数表示为
f (xi ) = wT xi , 上 标 T 表 示 矩 阵 转 置, 通 过 求 解 公
式(6), 即最小化损失函数, 确定w.

min ||Xw − y|| + λ ∥ w ∥2 ,
w

(6)

其中: λ代表正则化系数(实验设为1e−4 , e代表科学计
数法); w表示权重系数, 也即是需要求的目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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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观模型, 当前帧目标样本特征根据上一帧计算的
目标预测位置得出, 初始帧x则是由人为定义的跟踪
目标位置得出的特征. 解出目标模板

w = F −1 (ŵ),

(8)

−1

其中F 表示离散傅里叶反变换.
训练样本集线性不可分时, 引入核矩阵K , 将样本
集变换到核空间线性可分. 将样本集线性可分求解的
目标模板w用样本特征线性表示, 如式(8)所示, 此时,
最优化变量不是目标模板w, 而是α, 求解得到α即可
确定目标模板w:
N
∑
w=
αi ϕ(xi ),
(9)
i=1

其中: αi 表示线性系数, ϕ(xi )表示将训练样本特征
xi 变换到核空间, 式(9)写成矩阵形式w = ϕT (X)α.
在核空间下的线性回归表示为f (ϕ(xi )) = ϕT (X)
αϕ(xi ), 通过求解式(10), 确定α.
min ||ϕ(X)ϕT (X)α − y|| + λ ∥ ϕT (X)α ∥2 ,
α

(10)
解得

α̂ =

ŷ
(K̂)xX + λ

,

(11)

其中K xX = ϕ(x)ϕT (X), 是核矩阵K 的第1行.
根据式(11)结果计算得α = F −1 (α̂), 再根据式(9)
得出样本集线性不可分条件下的目标模板w.
大部分情况遇到的是训练样本集线性不可分, 因
此检测阶段以训练样本集线性不可分为例. 求解出目
标模板后, 可以对视频中的某一帧的图像块进行检测,
以求解回归标签. 待检测的候选图像块记为z , 将z 循
环移位得到循环矩阵Z , 即候选样本特征集.
求得候选样本特征集的预测回归标签, 即响应f 如
式(12)所示:
f = ϕT (X)αϕ(Z).
(12)
解得响应f :

f = F −1 (((K̂)XZ )∗ α̂),

(13)

其中: K XZ = ϕ(X)ϕT (Z). 此处响应f 是列向量, 表
示候选样本特征集各个样本特征对应的预测回归标
签值, 预测目标位置是取得最大回归标签值的对应的
候选样本特征位置:

(r, c) = argmax(f ),

解得

(14)

r,c

ŵ =

(x̂)∗ ⊙ ŷ
,
(x̂)∗ ⊙ x̂ + λ

(7)

其中: 上标“∗”表示矩阵共轭,“⊙”表示点乘. 为了
高效计算目标模板, 引入循环矩阵. 此处, 样本特征
集X 是循环矩阵, 是由目标样本特征x循环移位得到
的. x̂是x的离散傅里叶变换形式, 上标“∧”均表示离
散傅里叶变换, x表示当前帧的目标样本特征, 是所求

其中: (r, c)表示预测出的目标位置, r表示预测目标位
置的横坐标, c表示预测目标位置的纵坐标.

4.2

核相关滤波

响应矩阵是定位的核心依据, 响应矩阵f 是由当前
帧候选样本特征集和初始帧训练样本特征集训练目
标模板按照式(7)和(9)计算出. 在跟踪目标过程中, 目
标模板在更新的过程中有时会向错误的方向更新,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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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目标在跟踪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 而当前的模
型只能含有之前目标样本信息, 不能反映目标的变化.
当目标变化较大时, 无法识别出目标, 导致目标丢失;
若快速更新目标模型, 就会形成误差的积累, 产生模
型的漂移, 导致计算出的响应矩阵不准确, 无法正确
定位出目标当前位置.
响应矩阵含有可以判断目标模板是否合适的信息,
实现模型漂移检测. 首先介绍响应矩阵峰值强度, 简
记为PSR:
max f − µ
PSR =
(15)
,
σ
其中: max f 表示f 中元素最大值, 即峰值; µ表示f
中旁瓣的平均值; σ 表示f 中旁瓣的标准差. 响应矩阵
峰值强度因为每个视频属性不同, 无法通过简单的设
置阈值认为峰值强度低于阈值就判定跟踪出现问题,
出现模型漂移. 这里以图4来说明这个问题.

图 4 目标中心误差与响应强度曲线对比图
Fig. 4 Comparison of target center error and response

图4是Board视频序列计算出的每一帧对应的目标
中心误差和PSR曲线图. 在图中竖线处, PSR最低值
6.485是在第493帧出现, 此时, 它所对应的目标中心
误差开始急剧增加, 在几帧内达到误差峰值. 说明在
第493帧时, 更新的目标模板出现问题, 出现模型漂移,
它已经不适合做目标定位了. 表1列举了6个视频序列
出现的PSR最低值.
从表1可以得出, PSR最低值在不同的视频序列数
值并不是集中于某个数值, 出现的数值差距较大. 因
此, 简单的通过设置响应矩阵峰值强度的阈值是不可
能判断出模型漂移出现的位置.
表 1 视频序列与PSR最低值对应图
Table 1 Video sequence and PSR lowest value map
视频序列

Bird1 Blurbody Biker Coker Jump Board

PSR最低值 3.052

3.197

根据 Board 曲线图, 在目标中心误差较低的帧,
PSR偶有波动, 在目标中心误差开始急剧增加时, PSR
开始在连续的帧数急剧下降, 这种下降的现象在所有
的跟踪出现问题的视频里都出现了. 因此, 可通过确
定这种下降现象来确定目标模板出现问题的位置.
因此, 定义一个响应强度下降计数器, 计数器的值
用counter表示, 初始帧counter为0, 设置计数器阈值为
η . 表2以跟踪过程中连续的6帧视频序列说明帧数、
PSR、counter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 2 帧数、PSR、counter三者之间的变化关系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me, PSR and
counter
帧数 第n帧 第n+1帧 第n+2帧 第n+3帧 第n+4帧 第n+5帧
PSR

25

27

26

24

23

24

counter

0

0

1

2

3

0

根据表2可以得出, 在任意连续相邻的两帧, 后一
帧的PSR相比前一帧下降时, counter数值加1; 后一帧
的PSR相比前一帧上升或不变时, counter数值变为0.
通过每一帧的 counter 数值与阈值 η 作比较, 来定义
PSR连续下降现象是否出现. 若counter > η , PSR连
续下降现象出现, 判断当前帧跟踪出现问题, 上一帧
更新的目标模板不适合定位当前帧目标, 出现模型漂
移; 反之, 则当前帧跟踪没有出现问题. counter的数值
信息能够指导后续的模型更新, 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实
现目标精确跟踪(实验中阈值η 设置为6, counter的阈
值设置是通过设置不同的数值, 在不同的数据集测试,
通过比较加入counter阈值和不加入counter阈值的跟
踪效果, 选出平均跟踪效果提升最大的阈值数值).

4.3

intensity curve

3.52 4.151 5.039 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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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阶段

判断模型是否漂移, 即目标模板是否能够准确跟
踪目标, 是实现正确更新目标位置、外观模型和目标
模板的前提条件, 也是保证后续精确鲁棒跟踪目标的
前提条件. 若counter 6 η , 判断当前帧定位准确, 按
照式(14)计算目标位置, 按照以下式(16)和式(17)对第
(t + n)帧进行目标模板和外观模型的更新:
model wt+n = (1 − γ)model wt+n−1 + γwt+n ,
(16)
model xt+n = (1 − γ)model xt+n−1 + γxt+n ,
(17)
其中: model wt+n−1 表示第 (t + n − 1) 帧的目标模
板, wt+n 表示第 (t + n) 帧的目标模板, model wt+n
表示更新后第(t + n)帧的目标模板; model xt+n−1 表
示第(t + n − 1) 帧的外观模型, xt+n 表示第(t + n)帧
的外观模型; model xt+n 表示更新后第(t + n)帧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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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模型, γ 表示比例系数, 是决定前一帧模板信息与当
前帧模板信息的线性融合权重, 实验设置为0.01.
若counter > η , 判断当前帧定位不准确, 按照式
(14)计算目标位置, 按照以下式(18)和式(19)进行目标
模板和外观模型的更新:
model wt+n = model wt+n−η ,

(18)

model xt+n = model xt+n−η ,

(19)

与式(16)和式(17)的区别是: 在当前帧定位不准确
的前提下, 将目标模板返回到连续下降帧的初始帧;
同理, 对于外观模型也进行相同的操作.

5 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波
跟踪算法
本文提出的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
波跟踪算法如算法1所示.
算法 1
跟踪算法.

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波

输入: 跟踪视频序列f1 , f2 , · · · , fn , 共n帧, f1 帧
的目标位置(r1 , c1 )已知.
输出: 第t帧的目标位置(rt , ct ), 以及更新的目标
模板model wt 和外观模型model xt .
训练阶段: 在VOT2015上对残差深度网络进行训
练, 保存网络模型和参数(训练请参考第2节).
for t = 1 : n (视频序列帧数)
读取第t帧的视频序列;
定位阶段:
if t > 1
根据(rt−1 , ct−1 )得到当前候选图像块zt , 循环
移位得到当前帧候选样本特征集Zt , 计算响应f (如
式(13)所示), 计算得到目标位置(rt , ct )(如式(14)所
示);
endif
检测阶段: 根据(rt , ct ), 得到xt , 计算目标模板wt
(如式(9)和式(11)所示);
更新阶段:
if t == 1
model wt = wt ;
model xt = xt ;
elif counter 6 η
按照式(14)和式(15)进行目标模板和外观
模型更新;
else
按照式(16)和式(17)进行目标模板和外观
模型更新;
end if
end f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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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及评估

本文提出的一种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
关滤波跟踪算法, 跟踪核心部件是残差深度网络, 将
Conv4输出作为残差深度特征, 残差深度网络结构能
够自动实现深度特征融合的功能, 同时在跟踪算法中
提出了检测模型漂移策略和相对应的更新模型方案
作为补救措施, 实现精确鲁棒的目标跟踪. 该网络是
在VOT2015数据集预训练的, 学习率设置为0.01, 实
验结果分析基准为Visual Tracker Benchmark.
为了测试本文提出的跟踪算法的性能, 实验中选
择了共计50个视频作为测试的跟踪视频序列, 这些视
频是从OTB(object tracking benchmark)数据集中精心
选择的, 不同视频中的跟踪目标有着不同的场景, 测
试算法在目标遇到如光照变化、快速运动、目标遮
挡、尺度变化、背景杂乱、平面内旋转等跟踪困难时
实现的跟踪结果. 实验中将本文算法与其他5种算法
进行实验, 并对跟踪结果进行对比. 这5种算法分别
为RPT(参考文献[11]提出的跟踪算法缩写)、KCF(参
考文献[1]提出的跟踪算法缩写)、CNT(参考文献[12]
提出的跟踪算法缩写)、VGG19–17L、VGG19–37L.
其中VGG19–17L是在KCF跟踪框架中将特征更换
为VGG网络提取的第17 层特征, 同理VGG19–37L提
取的是第37层特征, VGG19–17L和VGG19–37L加入
到对比算法是为了比较本文提出的深度融合特征与
深度单一层特征的跟踪结果. 实验结果中本文提出的
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关滤波跟踪算法
(residual depth feature and drift detection for kernel
correlation filter tracking)以缩写词RDFT表示.

6.1

实验

实验主要包含4个部分, 由局部到整体的评估本文
提出的算法RDFT跟踪效果. 第1部分对比算法KCF与
使用漂移检测策略的KCF(drift detetion for KCF, DD–
KCF), 验证漂移检测策略对于跟踪效果的影响; 第2
部分对比算法 KCF、残差深度特征的 KCF (residual
depth feature for KCF, RKCF)、VGG19–17L和VGG19
–37L, 验证残差深度网络提取的残差深度特征对于跟
踪效果的影响; 第3部分对比算法RDFT, RPT, KCF,
CNT和VGG19–37L, 将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策
略放入核相关滤波跟踪框架中, 融为一体, 通过跟
踪框图验证本文提出的算法RDFT跟踪性能; 第4部
分 对 比 算 法 RDFT, RPT, KCF, CNT, VGG19–17L和
VGG19–37L, 通过跟踪曲线更加准确地评估本文提
出的算法RDFT跟踪性能.
根据表3所示, 在对应的视频序列中, DD–KCF的
跟踪精确度数值大于KCF的跟踪精确度数值, 说明
DD–KCF的跟踪效果优于KCF, 而两种跟踪方案不同
之处在于更新模型方案不同, DD–KCF更新方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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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不同采取相对应的更新方案, 作为模型漂移的
补救措施, 实现精确目标跟踪, 证明了漂移检测策略
能够极大地改善跟踪性能.
表 3 KCF与DD–KCF跟踪结果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KCF and DD–KCF tracking
result
视频序列 Board Coke Couple Bird2 Blurbody Deer Dog
KCF 0.682 0.838 0.257 0.475 0.584 0.735 0.961
DD–KCF 0.735 0.845 0.402 0.573

0.688

0.817 0.992

第2部分采用视觉跟踪基准(visual tracking benchamark)中的OPE(one pass evaluaton)准则评估跟踪算
法性能, 成功率越高表明跟踪效果越好. 选取30个视

(a) 目标突然移动跟踪成功率

(c) 目标平面内旋转跟踪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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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序列, 按照不同的视频属性评估算法的跟踪性能.
根据图5所示, 在图5任一曲线图中, RKCF的成功
率曲线在对比算法曲线上方, 说明RKCF的跟踪效果
比KCF, VGG19–17L, VGG19–37L, 证明残差深度特
征网络的优越性, 提取的残差深度特征实现更好的跟
踪目标, 同时VGG19–17L和VGG19–37L的跟踪性能
优于KCF, 证明深度单一层特征相比于传统特征对于
各种跟踪效果更好, 即跟踪效果残差深度特征优于深
度单一层特征, 传统特征跟踪效果最差传统特征; 将
不同属性的曲线图综合来看, 即: (a) 目标突然移动;
(b) 目标模糊; (c) 目标平面内旋转; (d) 目标尺度变化.
RKCF能够应对不同视频属性的跟踪挑战, 实现鲁棒
跟踪.

(b) 目标模糊跟踪成功率

(d) 目标尺度变化跟踪成功率

图 5 RKCF与对比算法的OPE评估曲线
Fig. 5 OPE evaluation curve of RKCF and contrast alogrithm

第 3 部 分 实 验 包 含 测 试 选 取 的 视 频 分 别 为:
(a) Couple, (b) Football1, (c) Freeman1, (d) Tiger1, (e)
Woman. 图中每一列代表同一个视频抽取的不同帧
数, 图6下方展示的是跟踪框颜色对应的算法名称.
根据图6所示, 本文算法RDFT绘出的红色跟踪框
在跟踪这5个视频序列时相比于对比的算法更加准确.
在图6(a)Couple对应的视频序列中, 目标出现尺度变

化、形变、快速运动等跟踪困难时, KCF对应的绿色框
无法跟踪行人, CNT, RPT, VGG19–37L能够跟踪行
人, 但是RDFT相比较前面4个算法能够准确地跟踪行
人, 在图6(b)Football1中面对背景杂乱这个跟踪难题
能够很好的跟踪目标. 在图6(e)Woman视频序列中,
目标进行快速运功, 旋转时本文的红色跟踪框紧紧地
跟踪目标, 而其他4个算法则没有跟踪上目标.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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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算法RDFT从上图跟踪框定性地比较, 相
比于另外4个算法, 本文的算法RDFT能够更加精确地
跟踪目标, 在应对不同的跟踪挑战时, 表现更好, 具有
鲁棒性.

第4部分采用与第2部分相同的评估基准, 增加
了跟踪准确率这一指标, 准确率数值越大说明跟踪
效果越好.
根据图7所示, 在精密度曲线图7(a)中, 本文提出
的算法在比较的6种算法中排第一, 达到0.806; 在成
功率曲线图(d)中, 排第二, 与第一名RPT跟踪算法
相差0.002, 综合评分, 本文的跟踪效果优于其他5种
算法. 在具体的评比中, 曲线图(b)目标被遮挡和曲
线图(c)目标发生平面外旋转, 在这两项测试中, 本
文的算法在准确率上都排第一, 同样在曲线图(e)(f)
中, 出现背景杂乱和目标遮挡, 在成功率对比中本
文算法RDFT也排第一.

(a) 平均跟踪精密度

(c) 目标平面外旋转跟踪精密度

图 6 本文算法RDFT与对比算法的跟踪结果
Fig. 6 Tracking results of the algorithm RDFT and
comparison algorithm

(b) 目标遮挡跟踪精密度

(d) 平均跟踪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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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目标背景杂乱跟踪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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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目标遮挡跟踪成功率

图 7 本文算法RDFT与对比算法OPE评估曲线
Fig. 7 OPE evaluation curve of the algorithm RDFT and contrast algorithm

6.2 评估
通过第6.1节的4部分实验, 从模板更新策略不同
的优劣对比, 从残差深度特征与传统特征和深度单一
层特征的对比, 从跟踪框的定性判断到OPE的定量精
确比较跟踪性能, 4个实验部分总计抽取50个视频序
列进行测试, 涵盖目标跟踪的各个难点, 综合各方面
得出 本 文 提 出 的 跟 踪 算 法 RDFT 优 于 对 比 的 5 种
跟踪算法. 同时在图5中, RDF–KCF与VGG19–19L和
VGG19–37L对比说明, 单一层的深度特征进行跟踪
没有浅层的融合特征有效, 并不需要设计更深的网络
结构, 提取更深的特征进行跟踪, 训练好一个浅层的
只有6层的神经网络进行特征融合也可以实现很好的
跟踪效果.

7 结语
本文提出的一种残差深度特征和漂移检测的核相
关滤波跟踪算法, 通过将残差结构加入卷积神经网络
来实现不同层特征的自动融合, 同时在算法中加入一
个模型漂移检测策略, 用来判断是否出现响应强度连
续下降的现象, 判断当前帧定位准确性, 以此来指导
目标外观和模板的更新. 在与当下的几种跟踪算法进
行对比, 实现更加准确地跟踪目标, 提取的深度融合
特征能够应对不同场景下目标跟踪遇到的困难, 跟踪
算法具有鲁棒性.
但是本文在网络结构上并没有进行更多的探索,
如探究加更多的卷积层或者残差结构提取的特征对
于跟踪效果的提升有怎样的影响, 网络提取的特征对
于跟踪十分重要. 因此, 一个更好的网络提取的特征
能够使跟踪效果更好, 同时关于核相关滤波的循环矩
阵固有的边界问题, 也没有提出有力地解决方案, 这
是今后需要更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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