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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基于检测的跟踪方法虽然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但是这种直接将目标与背景简单分类的
方式不能合理地考虑跟踪目标与背景的结构相对关系, 而这种相对结构判别性信息的缺乏使得跟踪
算法极易发生跟踪漂移, 为了缓解这种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深度相对度量学习的视觉跟踪方
法. 利用一个对称且权值共享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构建深度相对度量学习模型, 通过这个模型来挖
掘跟踪目标在大尺度的图像块里的结构相对关系, 然后在 Bayes 跟踪框架下利用这种相对度量最大
值确定跟踪目标, 整个跟踪算法简洁有效. 通过在跟踪的基准视频序列库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
算法在跟踪精度和跟踪成功率上的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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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视觉目标跟踪作为目前计算机视觉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已经在视频监控、人机交互、行为分析
等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我们通常把目标跟踪看成在一个跟踪序列中寻找与被跟踪目标进行匹配的
最优极值的搜索问题 [1∼3] . 研究人员已经提出大量视觉跟踪的算法, 这些算法在一定范围内取得良好
的效果, 但仍然存在很多实际问题有待解决. 特别是在目标的背景、形态、姿势、大小和光照条件发生
强烈变化等复杂情况下, 对目标进行稳健、实时的跟踪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当前目标跟踪方法绝大多数是直接从目标前景或者背景中提取用于目标外观表达的特征并根据
一定的度量来决定在跟踪序列中的某一位置是否是跟踪的区域, 这种 “是” 或者 “不是” 的二值决策
方式的绝对跟踪方法, 缺乏对目标周围图像块相对结构关系的考虑, 而这种相对的结构关系对于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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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相对值与绝对值对比
Figure 1

(Color online) Relative value vs. absolute value

是非常重要的 [4] . 例如在图 1 第一行中, 目前的直接跟踪的方法会利用已有的或者手工标注的第一
帧目标的信息进行表观建模, 然后从后续帧的搜索区域找到与之匹配的区域, 在图 1 中我们会发现后
续帧由于剧烈运动遭受严重的模糊, 这时简单的决策方式会发现所搜索的区域没有与之匹配的目标区
域, 导致跟踪漂移的发生, 进而使跟踪失败. 实际上在后续帧搜索区域中已有的目标表观由于剧烈运
动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已经不适合进行 “是” 或者 “不是” 的二值决策方式, 因为此时搜索
区域所有的图像块对于原始的目标表观来讲都是同等的不相似, 缺乏判别性. 在图 1 第二行中的方
法与这种绝对跟踪方法不同, 我们想极大程度上利用搜索区域的图像信息, 并且挖掘前景与背景图像
块的结构相对关系, 可以在第一帧中大尺度地给出相关区域与原始目标表观的这种相对关系的模型,
这样即使后续帧发生很大的模糊, 跟踪方法依然可以估计出拥有最大相对关系的图像块. 当然, 如何
学习这种大尺度的相对关系模型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大尺度不是指通过大
尺度的离线训练图像数据库, 而是指对跟踪序列初始视频帧进行大量的数据采样取得大尺度的训练样
本. 过去有些简单的相对关系的学习模型可以通过排序支持向量机算法 [5] 或者度量学习 [6] 的方法
来完成, 但是如果要有效地处理这种大尺度的图像数据及数据里存在的复杂相对关系, 这些方法也难
以奏效. 最近深度学习的方法引起了业内学者的极大兴趣, 由于其具备强大学习视觉特征的能力 [7] ,
被广泛地应用到计算机视觉领域中去,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大多数的跟踪领域的深度学习应
用 [8∼11] 仍然属于绝对跟踪,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深度学习需要大量的样本进行模型训练, 而绝对跟踪
的初始帧仅有少量的正样本提供, 无法确切地利用相关信息进行合理目标表达. 要克服这种问题, 目前
有两种解决办法, 一种是采用离线训练的方法, 先利用大量的样本进行预训练深度学习的模型; 另外
一种就是仅用少量的样本进行浅网络的训练, 实际上这也不是深度学习的范畴了.
不同于前面的跟踪方法, 为了能够在跟踪里合理地利用深度学习进行刻画大尺度样本的相对关系,
并且能够保留样本的多样性, 本文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深度相对度量学习的目标跟踪算法, 最大的创新
点在于: 首先,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学习一个有效的非线性的排序函数来描述前景与背景中大尺度图像
块的相对关系, 进行目标的表观表达, 这种强有力的特征表达将极大地提高跟踪的效果; 此外, 背景与
前景的图像块的相对关系模型与深度学习紧密的结合, 这种相对关系模型可以使得深度学习在少量的
正样本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模型训练, 反过来合理的学习模型又极大地推进了对图像块相对关系的挖
掘; 最后, 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保留样本的多样性, 克服样本退化, 同时能够使得特征的提取和度量学
习结合在一个深度学习的过程中, 提高跟踪的效果. 本文在一系列有挑战性的数据库上进行了评测,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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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方法具有鲁棒的度量学习能力, 取得了很好的跟踪效果.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 2 节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回顾; 第 3 节详尽介绍本文所提的深度相对关系
学习的构造方法, 并给出了问题优化方法; 第 4 节给出所提方法在一系列跟踪数据集上的实验效果以
及分析与评价; 最后在第 5 节总结全文, 并给出进一步的工作.

2

相关工作

大量的跟踪理论出现在相关文献中, 有关综述类可见文献 [1∼3], 本文将仅回顾与我们工作相关的
绝对目标跟踪以及采用深度学习进行目标跟踪的文献. 在目标跟踪方法中, 最重要的步骤是计算图像
中候选目标区域与目标模型的相似度, 这样建立目标的表观模型就极为重要, 文献 [12] 表明能够建立
强有力的特征模型是决定跟踪是否成功最重要的一环. 大多数研究都将目前的跟踪方法分成生成式跟
踪与判别式跟踪两类, 而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 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是属于绝对跟踪方法, 它们都是直
接考虑跟踪样本的结果, 而没有考虑跟踪样本中蕴含的丰富的相对关系. 经典的生成式目标跟踪的方
法, 如 Comaniciu 等 [13] 和 Collins [14] 提出的基于核的均值漂移方法, 采用 Bhattacharyya 系数作为
度量候选目标与目标模板之间的相似度, 使用核加权赋予距目标中心近的像素更大的权重, 进一步提
高目标直方图与周围背景区域直方图的区分度, 最终通过均值漂移迭代的方法求得目标的位置. Ross
等 [15] 提出了一种增量式学习低维子空间表示的跟踪方法, 构建可以自动更新的表观模型, 解决由于
刚体运动或者有限的变形运动的表观变化. 文献 [16] 采用低秩稀疏学习来描述粒子滤波框架下粒子
之间的关系. Porikli 等 [17] 采用协方差算子作为目标的表观表达, 来描述多种特征融合时的互相关关
系, 并且采用了李群的更新策略. Li 等 [18] 为了缓解基于主成分分析 (PCA) 子空间跟踪方法中过度拟
合问题, 提出了基于最大后验概率 (MAP) 的 PCA 子空间学习算法. Zhou 等 [19] 为了提高跟踪特征
的判别性, 则采用了多特征融合的相似度计算方式, 并进一步结合上下文信息来加强这个相似度的判
别性.
而绝对跟踪中的另一类是判别式跟踪方法, 它将计算图像中候选目标区域的似然转换为一个目标
和背景的二值分类问题. 文献 [20] 利用压缩感知的概念对目标表观建模, 然后采用朴素 Bayes 分类器
实现实时跟踪. Avidan [21] 提出了一种支持向量机的跟踪方法, 这种跟踪方法通过一个离线训练的支
持向量机分类器嵌入到光流跟踪器, 桥接了跟踪器与分类器之间的联系, 在其后续工作中, Avidan [22]
才真正意义上从分类器的角度去考虑跟踪问题, 通过自适应提升算法来训练弱分类器集成强分类器得
到前景与背景的置信度图, 最终在置信度图上进行模式搜索完成目标的定位. Collins 等 [23] 则另辟蹊
径, 从特征的判别性角度考虑, 在线学习一个判别性特征选择器将前景从背景中区别出来. 文献 [24]
提出了一种在线特征提升的跟踪算法, 该算法利用第一帧的标记数据初始化分类器, 然后在线地对分
析器进行更新. Guo 等 [25] 通过概率性类标来对不确定性进行先验建模, 提出了一个基于不确定性的
最大置信度提升跟踪方法, 缓解了判别式跟踪的跟踪漂移问题. Saﬀari 等 [26] 则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
决策树集成的随机森林学习算法, 并应用到跟踪中, 与文献 [24] 相比, 由于分类器精度的提高得到了
更加可靠的跟踪结果. Babenko 等 [27] 将跟踪问题定义为一个多示例的学习问题, 其中的定义采用了概
率的表达,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跟踪效果. 文献 [28] 则为了减少跟踪的累积误差, 采用了一种所谓的
“PN learning” 的调节机制, 通过对正负样本的约束来维持跟踪器的性能. Zhang 等 [29] 提出了一个熵
值最小化的多专家跟踪方法来处理跟踪的漂移问题, 这是一个有潜力的跟踪框架. 最近核相关跟踪方
法 [30∼33] 又有很大轰动效应, 一系列利用循环矩阵多特征在 Fourier 变换域进行目标跟踪的方法如雨
后春笋蓬勃而出. 虽然这些基于分类器的判别式跟踪方式在效果上取得了很大进步, 但是在搜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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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大尺度训练样本
Figure 2

(Color online) Large scale training samples

内由于复杂背景、剧烈运动、遮挡、光照变化等一系列的干扰而导致前景与背景不存在区分性, 正样
本性能严重退化, 这时判别式跟踪也遭遇了瓶颈, 需要大量的正样本进行学习, 而完成这样的问题几
乎不可能, 从而导致跟踪的失败.
那么如何在目标跟踪少量的真实样本实现大尺度样本的学习, 并且保留样本多样性给出强有力的
表观表达, 深度学习 [34] 给出了答案. 当前深度学习的方法几乎横扫了分类学习的各个领域, 作为当
前极为火热的算法, 跟踪领域 [8∼11] 也不甘示弱, Fan 等 [8] 利用一个离线训练的卷积神经网络实现了
人员的跟踪, 这是目前能找到的跟踪领域深度学习的雏形. 文献 [35] 则通过一个预先训练的堆栈降
噪自动编码器学习一般图像的特征实现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跟踪, 它采用了离线预训练加在线微调的
思路,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跟踪中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 Hong 等 [36] 利用预训练的卷积神经网络学
习了一个判别性关注度模型算法, 通过给出关注度置信度来引导支持向量机的分类器跟踪. 文献 [37]
不是把卷积神经网络看成一个黑箱函数, 而是分析了网络顶层与底层在跟踪特征上的不同点, 通过特
征选择提高了跟踪的速度与性能. 不同于前面预先训练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跟踪方法, Li 等 [38]
提出了一个带有截断结构损失函数的有目标导向的卷积神经网络, 构建了在线跟踪方法. Ma 等 [39]
简洁有效地利用深度特征做跟踪, 其主要思路是利用相关滤波器在所有的卷积层上学习目标的表观
表达, 采用由粗粒度到细粒度的机制最终准确定位目标的中心点. Cui 等 [40] 利用多方向递归神经网
络 (multi-directional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来建模并挖掘对整体跟踪影响最大的可靠目标部分, 实
际上是二维平面上的递归神经网络建模, 最终解决了跟踪中预测误差累积和传播导致的跟踪漂移问
题. Bertinetto 等 [41] 通过使用有标注了关联的视频数据集作为训练数据, 通过双胞胎网络 (siamese
network) 的结构离线地训练出一个匹配函数, 把跟踪问题转化为了在每一帧通过相邻两帧的连续性生
成很多建议分布, 然后判断这些分布和第一帧标注的物体的相似性. Tao 等 [42] 则采用了基于双胞胎
的示例搜索的跟踪方法, 实验显示了该方法对于丢失目标能够重定位的能力. 虽然深度学习在跟踪领
域有了一些进展, 但是还是属于刚刚起步, 特别是在视觉跟踪里, 由于缺乏大量的训练样本, 深度学习
的方法很难施展拳脚, 深度模型的魔力之一来自于对大量标注训练数据的有效学习, 而目标跟踪仅仅
提供第一帧的图像作为训练数据. 为了缓解这个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深度相对度量学习的目
标跟踪算法, 即可以利用有限的标注样本生成大尺度的训练样本, 如图 2 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
“大尺度” 不是指通过大尺度的离线训练图像数据库, 而是指对跟踪序列初始视频帧进行大量的数据
采样取得大尺度的训练样本. 本文通过构建深度相对度量学习模型来挖掘样本内部的结构信息, 使得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跟踪能够运行的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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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深度相对度量学习模型网络结构
Figure 3

3

(Color online)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deep relative metric learning model

深度相对度量学习的目标跟踪

本节首先提出深度相对度量学习模型 (deep relative metric learning, DRML), 并且给出其问题的
数学描述. 然后将介绍深度相对度量学习网络结构, 并且构建了一个合理的损失函数来约束网络输出
的可靠性, 最后将给出前向以及后向网络传播策略来优化求解该模型.
3.1

问题的数学描述

传统的度量学习是通过带有某种约束的线性变换得到距离度量, 而相对度量学习的目的就在于找
到一个鲁棒的排序函数使得前景与背景能够在相对的空间领域中有足够的差异. 这里的相对度量数值
定义为采样图像框 rS 与基准结果框 rG 的交集面积与它们并集面积的比值 Ω,
∩
area(rS rG )
∪
Ω=
.
(1)
area(rS rG )
采用 f (x) 表示在某种特定度量上排序函数. 令 P 表示一系列有标记的正样本对集, N 则表示一
系列无标记样本对集, 如果一个图像对 (xi , yi ) ∈ P, 那么表示图像 xi 比 yi 有更高的相对度量值, 而如
果一个图像对 (xi , yi ) ∈ N , 那么表示图像 xi 与 yi 有近似的相对度量, 这样相对度量的学习可以定义
为满足如下约束的排序函数 f (x) 的学习 [43] :

 ∀(xi , yi ) ∈ P, f (xi ) > f (yi ),
(2)
 ∀(x , y ) ∈ N , f (x ) = f (y ).
i

i

i

i

为了深入刻画大尺度图像对的相对度量的关系, 本文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来构建一个深度相对度量
学习模型. 与常规的属性学习方法中排序函数是线性的不同, 本文学习一个非线性的排序函数; 与传
统深度学习的结构不同, 本文采用的是对称双边神经结构层, 如图 3 所示. 每边的网络结构包括 5 层
卷积层 (Conv1 ∼ Conv5 ) 和 5 层全连接层 (Fc6 ∼ Fc10 ), 在卷积层采用与 AlexNet [44] 相同的抽样和归
一化准则. 为了简化网络, 图 3 中卷积层和全连接层结束后不再显示抽样层、归一化层和遗弃层, 遗弃
操作仅在全连接层 Fc6 ∼ Fc7 之后进行.
在训练阶段, 一个图像对和它的标注值输入卷积神经网络, 图像将通过网络的特征学习和提取进
行前向传播, 最后输出的是对应图像的相关得分, 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表述为把图像映射到一个隐式
的非线性特征空间. 从网络收敛速度和稳定性的角度考虑, 本文对全部的卷积层和前 2 个全连接层按
照 Caﬀe [45] 模型进行初始化, 全连接层 Fc8 ∼ Fc10 的维数分别设定为 1000, 5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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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邻域相对值分布
Figure 4

(Color online) Distribution of neighborhood relative value

全连接层结束后, 本文设计了一个相对损失层来约束一个图像对的相对度量的输出值, 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图像对里的两个图像有相似的相对度量输出, 那么他们属于同一类; 相反, 不同的图像对则
有不同的输出, 而且应该所有属于正样本的样本标注的相对度量值应该处于以一个定值为中心的领域
空间中, 其他则远离这个领域随机分布. 因为同一图像对的两个图像需要同等对待, 在同一层数上的双
边卷积网络可以共享权重, 虽然是相同的对称双边卷积神经网路, 但是本文将两个图像对独立地通过
卷积层和全连接层进行传播, 下面将介绍模型结构.

3.1.1

卷积层与全连接层结构

对于第 mth 层卷积层, 其输出表示为 Cm (x) = s(Wm ∗ Cm−1 (x) + bm ), m ∈ {1, . . . , 5}, “∗” 是
卷积算子, Wm 和 bm 分别是卷积层的卷积核和偏置因子, 函数 s(x) = max(0, x) 是修正线性单元
(rectiﬁed linear units) 里采用的不饱和非线性激活函数. 对于第 nth 层全连接层, 其输出表示为 Fn (x) =
s(Wn Fn−1 (x) + bn ), n ∈ {1, . . . , 5}, Wn 和 bn 分别是全连接层的权重矩阵和偏置因子, 全连接层的激
活函数类似于卷积层的修正线性单元.

3.1.2

相对度量学习的损失函数

损失函数的结构界定了卷积神经网络输出结果的优劣, 为了使网络在训练阶段得到更加鲁棒的结
果并且能够提高网络收敛的速度, 相对度量学习的损失函数包含了所有正负样本集的损失、各自样本
与其中心的聚类相对度量损失以及正则化项. 对于一个序列 S = P ∪ N 是针对相对度量的包含所有
正负样本的集合, 根据 3.1 小节的叙述, 如果一个图像对 (xi , yi ) ∈ P, 那么表示图像 xi 比 yi 有更高
的相对度量值, 而如果一个图像对 (xi , yi ) ∈ N , 那么表示图像 xi 与 yi 有近似的相对度量, 而且应该
所有属于正样本样本标注的相对度量值应该处于一定值为中心的领域空间中, 其他则远离这个领域分
布, 如图 4 所示. 为了使模型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从目标跟踪的实际出发, 以初始帧的相对度量值作
为这个邻域中心的相对度量值. 这也可以看成目标的模板模型, 这样模型可以随时根据模板的模型进
行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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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一个图像对的对比约束 Lp 、相似度约束 Ln 和中心聚类约束损失 Lo 分别定义如下:
Lp = s(α − (f (xi ) − f (yi ))),
1
((f (xi ) − f (yi ))2 ,
2
1
Lo = s(β − ((f (yi ) − f (o))2 − (f (xi ) − f (o))2 )),
2

Ln =

(3)

其中, 函数 s(x) = max(0, x) 是修正线性单元里采用的不饱和非线性激活函数. f (·) 表示最后一个全
连接层的输出. 对比约束 Lp 保证约束输入图像正样本的相对度量是最大的, 相似度约束 Ln 保证所有
负样本的相对度量值学习是最小的, 中心聚类约束损失 Lo 则控制着跟踪模型自我纠错的能力.
根据式 (3), 把整体网络的相对度量学习的损失函数定义为
L=

∑
(xi ,yi )∈P

+ λ2

1
Lp (xi , yi ) + λ1
Np

∑
(xi ,yi )∈P

∑
(xi ,yi )∈N

1
Ln (xi , yi )
Nn

M
1
1 ∑
L
(x
,
y
,
o)
+
∥Wm ∥2F ,
o i i
Np
2 m=1

(4)

其中, N p 与 N n 分别表示正负样本集的个数; 系数 α 是对比约束阈值, 用于约束图像 xi 比 yi 具有更
大的相对度量学习值, 并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大于 α; 系数 β 是聚类损失约束阈值, 用于约束图像正样
本 xi 比 yi 对邻域中心 o 最近的具有更大的相对度量学习值, 并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大于 β; λ1 、λ2 是
调节因子, 用于对各项进行平衡.
式 (4) 的第 2 项保证所有负样本相对度量值学习是最小的. 第 4 项是一个包含网络模型所有参数
的平衡项, 用于提高网络的精度. 第 3 项能够确保图像 xi 比 yi 和邻域中心相对度量具有更大的相对度
量学习值. 例如, 第 3 项可以看成两种情况: 第 1 种, 如果 (f (xi )−f (o))−|f (xi )−f (o)| < β, 那么第 3 项
将成为一个正值, 最小化损失函数也将使得此项变为零; 另外一种, 如果 (f (xi )−f (o))−|f (yi )−f (o)| >
β, 那么这个损失值将成为我们所期望的零. 损失函数的第 1 项也是类似的情况, 不再赘述. 在深度相
对度量学习模型里, 视觉特征和度量的排序是同一个网络里联合完成的, 并且能够相互促进.
3.2

优化求解
本文的 DRML 模型的优化方法与传统的神经网络类似, 采用了随机梯度下降的方法.
(1) 向前传播. 在向前传播中, 对于每个图像对 (xi , yi ) 而言, 图像 xi 首先作为输入 I1 在深层相对

度量学习模型的第 1 个分支中传播, I1 → C1 → C2 → C3 → C4 → C5 → F6 → F7 → F8 → F9 → F10 .
与此同时, 图像 yi 也会作为输入 I2 在第 2 支的神经网络中传播, I2 → C′1 → C′2 → C′3 → C′4 → C′5 →
F′6 → F′7 → F′8 → F′9 → F′10 . 全连接网络的最后一层输出图像相对度量值的强弱程度. 然后, 基于全连
接网络的输出 F10 和 F′10 , 整个网络的损失值通过相对损失函数的约束计算得到.
(2) 向后传播. 在向后传播算法中, 首先计算式 (4) 中的损失函数对于相对损失层的输入向量
f (x) 的偏导数. 然后, 网络的损失层的误差会向前传播到剩下的全连接和卷积层网络中. 全连接层和
M
卷积网络中的参数 {Wm }M
m=1 和偏置向量 {bm }m=1 会被更新. 尽管损失函数中的误差是在两支网络
中被分别传播. 对于所有的图像对, 每一层网络中的权重矩阵和偏置向量的更新值最终会被累加起来,
两支网络中的参数会被同步. 对于图像对 (xi , yi ), 损失函数对于图像 xi 和 yi 的梯度的计算是根据链
式法则在两支网络上分别进行传播的. 当图像 xi 和 yi 贡献的梯度被计算出来, 每层网络的权重和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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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向量的变化会被累加起来. 然后所有层中的参数会被更新和同步. 相对损失函数层和全连接层中的
偏导数计算将在下面详细介绍, 卷积网络中的偏导数是按照传统卷积网络中的类似方式来计算的.
在相对损失层的偏导数计算中, 使用 f (x) 表示对于最后一个全连接层 F10 的输出. 为了使公式表
(2)
达简单, 采用如下标记, 这里令 d(1)
= f (xi ) − f (yi ), di = (f (yi ) − f (o))2 − (f (xi ) − f (o))2 , 用 sign(x)
i
表示二值函数 (如果 x > 0 输出 1, 否则输出 0), 则式 (4) 中的损失函数关于 f (x) 的偏导数可以按照
如下方式计算:

λ1

 n d(1)
(xi , yi ) ∈ N ,
i ,
∂L
N
=
(5)
(
(
)
(
))
∂f (xi ) 
 1 λ (f (x ) − f (o))sign β − d(2) − sign α − d(1) , (x , y ) ∈ P,
2
i
i i
i
i
Np

λ1

 − n d(1)
(xi , yi ) ∈ N ,
i ,
∂L
N
(6)
=
))
(
(
)
(
∂f (yi ) 
 1 sign α − d(1) − λ (f (y ) − f (o))sign β − d(2) , (x , y ) ∈ P.
2
i
i i
i
i
Np
在全连接层中的偏导数计算中, 简单起见, 用 f (x) = hM (x) = s(WM hM −1 (x) + bM ) 表示最后一
层全连接网络的输出. 式 (4) 中的损失函数关于第 M 个全连接层 F10 中的参数 WM 的偏导数可以按
照如下方式计算:
(
)
(
)
∑
∑
∂L
∂L(xi ) ∂L(yi )
∂L(xi ) ∂L(yi )
=
(1 + λ2 )
+
+
λ1
+
+ WM ,
(7)
∂WM
∂WM
∂WM
∂WM
∂WM
(xi ,yi )∈P

(xi ,yi )∈N

i)
其中, ∂L(x
∂WM 表示图像 xi 对于整个损失函数关于权重 WM 的偏导数的贡献,
献, 根据偏导的链式法则, 可以得到

∂L(yi )
∂WM

表示图像 yi 的贡

∂L(xi )
∂L ∂hM (xi )
=
,
∂WM
∂f (xi ) ∂WM

(8)

∂L(yi )
∂L ∂hM (yi )
=
,
∂WM
∂f (yi ) ∂WM

(9)

其中, hM (x) 的偏导数按如下方式计算:
(
)(
)T
∂hM (x)
= s′ WM hM −1 (x) + bM hM −1 (x) ,
∂WM

(10)

其中, s′ 表示对函数 s 求导, | · |T 表示矩阵的转置.
3.3

跟踪方法

在深度相对度量学习的基础上, 将深度相对学习的模型嵌入 Bayes 跟踪框架下, 整个跟踪流程包
括 3 个部分: 训练阶段、测试阶段和更新阶段, 跟踪流程图如图 5 所示.
在训练阶段, 首先对任意需要跟踪的图像序列的第一帧进行初始化, 采用方框 (boundingbox) 手
动标注需要跟踪的目标, 为了深度相对学习网络训练的需要, 利用初始化和相对位置结构来获得大尺
度的图像块, 简单的, 可以随机的在图像序列的前几帧图像区域内采样大量样本. 当然, 随着跟踪的进
行, 获得的样本会越来越多, 那么相对度量学习网络的训练也会越来越好.
测试阶段要解决的是一个新的图像帧到来后, 如何在新的图像帧里定位出初始化的目标区域, 本
文采用粒子滤波随机采样样本的候选区域, 对每一个采样的候选图像块通过深度相对学习模型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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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跟踪方法流程图
Figure 5

(Color online) Flowchart of tracking method

个相对度量值, 那么在这些候选目标图像块中选择与初始化图像块相对度量值最优的作为目标的实际
状态. 从 Bayes 的角度出发, 跟踪可以看成一个状态的估计过程, 通过 Bayes 推理可以估计出目标的
状态. 这里令 Xt 表示目标在第 t 帧的状态, 在获得一系列观测状态 Yt = {y1 , y2 , . . . , yt }, 状态的后验
概率可以通过 Bayes 得到估计:
∫
p(Xt |Yt ) ∝ p(Yt |Xt ) p(Xt |Xt−1 )p(Xt−1 |Yt−1 )dXt−1 ,
(11)
其中, p(Yt |Xt ) 表示似然度函数; p(Xt |Xt−1 ) 则代表动态模型, 表示基于前一状态的当前状态的概率
密度. p(Yt |Xt ) 和 p(Xt |Xt−1 ) 决定了跟踪的整个过程, 粒子滤波通过一系列的权重采样估计出目标状
态的概率分布. 本文采用图像块的深度相对度量学习值作为选择候选目标区域的指标, 则似然度函数
定义为
p(Yt |Xt ) = exp(−γSt ),

(12)

其中, γ 是一个控制 Guass 核函数的形状的常数, St 表示在第 t 帧某候选目标基于得到的相对度量学
习值的指数衰减函数.
由于跟踪过程的目标表观受到光照、噪声等影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此跟踪过程需要自适应的
在每一帧中更新网络, 为了简单, 在更新阶段我们仅利用当前帧深度相对度量值来更新卷积神经网络.

4

实验分析与评价

为了对本文方法进行性能评测, 我们在两个相关的基准库上进行了测试. 一个是视觉跟踪器 2013
基准库 (benchmark) [2]1) , 它将最近几年在目标跟踪中常用的实验视频序列和跟踪方法的源代码进行
了归纳整理. 2013 基准库中有 50 个有挑战性的视频用于算法跟踪性能的评测. 另外一个是 VOT2014
视频库2) , 即视频跟踪竞赛基准库, 全部 25 个视频用于视频性能测评. 这些视频的基准结果 (ground
truth) 都已经被人工标出. 本文选取的视频序列包含了复杂情况下跟踪的所有跟踪难度属性, 这也是
跟踪问题难点所在, 其中难点属性分别包括表示复杂背景 (background clutter)、表示运动模糊 (motion
blur)、表示尺度变化 (scale variation)、表示光照变化 (illumination variation)、表示遮挡 (occlusion)、
表示快速运动 (fast motion)、表示平面内旋转 (in plane)、表示平面外旋转 (out oﬀ plane)、超出视角
(out of view) 等, 由于参与评测的视频太多, 就不一一列举单个视频的难点属性, 在后面的定性分析中
1) http://cvlab.hanyang.ac.kr/tracker benchmark v10.html.
2) http://www.votchallenge.net/vot201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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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介绍部分视频的难点属性. 下面将展示评价方法效果的实验结果和一些当前最先进的方法进行比较
的结果.
实验设定和评价指标

4.1
4.1.1

参数设定

本文实验的硬件环境为 multi-Core CPU, NVIDIA K20 GPU, 软件环境为 Ubuntu, Matlab 2013a,
速度性能为 1.3 帧/秒 (FPS). 本文基于深度学习库 Caﬀe 来实现深度相对度量学习模型. 在实验中, 数
据输入层的图像在没有图片切分的情况下统一调整为 227 × 227, 同时前 5 个卷积网络层是原始 Caﬀe
中提供的 AlexNet 的设置, 其余是我们新建的, 其中全连接层 F8 ∼ F10 的维数分别设定为 1000, 500,
1, 最后一个全连接层 F10 的输入就是相对强弱值. 在相对损失函数层, 参数 α、β 、λ1 、λ2 分别设置为
1, 1, 1, 5 × 10−5 . 由于本文用于训练跟踪的图片属性相对不多, 为了避免过拟合, 把前 4 个卷积层的学
习率设置为 0, 第 5 个卷积层、F6 、F7 的学习率设置为 0.001, F8 ∼ F10 的网络学习率定为 0.01. 学习
率的设置与网络特征的层级有一定关系, 据文献 [46] 所知，网络的底层卷积网络输出的是角点和边缘
特征, 中层部分反映的是更为复杂的纹理特征, 顶层部分是输出类别相关的特征. Bayes 框架的粒子数
设为 400, 似然度函数中 γ 为 1. 确定后的参数因子在整个实验中保持不变.
4.1.2

评价指标

定量度量一帧图像中跟踪框的准确度, 有两种常见的评价指标:
(1) 中心位置误差: 跟踪轨迹的中心位置与人工标记的基准结果中心位置的欧式距离.
(2) 重合率 [47] : 跟踪的跟踪框 rT 与基准结果框 rG 的交集面积与它们并集面积的比值, solp =

∩
area(rT ∪ rG )
area(rT rG ) .

本文使用平均中心位置误差和平均重合率度量算法在一个视频上的跟踪效果, 根据成功率曲线 [2]
评价算法在所有视频上的整体效果. 成功率曲线定义为将重合率大于给定阈值 θolp 的视频帧做为成功
跟踪的帧, 当阈值 θolp 从 0 变化到 1 时, 记录成功跟踪的帧数占视频总帧数的比率, 得到成功率曲线,
使用成功率曲线下的面积 (AUC) 作为目标跟踪算法在所有视频上整体跟踪效果的度量. 根据基准库
的设定, 本文使用一次通过评估 (one-pass evaluation, OPE) 策略与其他的当前先进的跟踪器进行比
较.
实验结果与分析

4.2
4.2.1

比较的方法

我们将本文的目标跟踪算法与 Benchmark2013 里所有 29 个跟踪器进行了比较, 根据基准库里定
量比较的标准, 排名靠前的 10 个跟踪器将用于排序显示, 其中包括3) : 使用结构跟踪器 (Struck)、循环
结构核跟踪器 (CSK)、在线提升跟踪器 (OAB)、稀疏协同模型跟踪 (SCM)、跟踪器分解 (VTD)、采样
跟踪器 (VTS)、上下文跟踪 (CXT)、正负约束学习跟踪器 (TLD)、多任务稀疏学习跟踪器 (MTT) 等.
在 VOT2014Benchmark 里, 我们与所有的 37 个跟踪器进行了比较, 根据基准库里定量比较的标准, 将
所有的跟踪器结果进行了排序显示.
3) 各种跟踪器的缩写均来自于 Benchmark [2] , 为节省篇幅不再单独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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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6 (网络版彩图) 总体排名前十的跟踪器整体成功率和精确度曲线
Figure 6

4.2.2

(Color online) (a) Overall success and (b) precision rate curves of rank top10

在 Bechmark2013 上定量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的跟踪算法在测试视频上的成功率曲线如图 6 所示, 图 6(a) 为测试视频上的整体成功率曲
线, 图 6(b) 为测试视频的整体精确度曲线. 根据基准库的评价方法中一般取重叠比的阈值为 0.5 的位
置来看跟踪成功率: 若某帧中心距离误差小于给定的阈值, 则认为该帧的跟踪结果是正确的, 文献 [2]
将该阈值设定为 20 个像素. 在图 6 测试视频中, 成功率达到了 0.741, 精确度达到了 0.852, 而且本文
的跟踪器的成功率和精确度曲线处于排名前十的比较方法的上方, 具有最大曲线下的面积, 表明本文
的跟踪器在测试视频集上具有较好的整体性能.
为了全面评估跟踪算法在不同难点属性上的性能, 图 7 和 8 给出了各个跟踪器在各个难点属性
上成功率和精确度的分析曲线. 通过分析曲线可以看出, 在 9 个难点属性里, 在跟踪精度上本文提出
的算法在以下 8 个属性: 复杂背景、变形、快速运动、光照变化、低分辨率、运动模糊、遮挡、平面外
旋转取得了第一, 分别达到了 0.82, 0.908, 0.744, 0.768, 0.819, 0.72, 0.788, 0.842; 而在跟踪的成功率上
本文提出的跟踪算法在 7 个属性: 复杂背景、变形、光照变化、低分辨率、遮挡、平面外旋转、超出视
角取得了第一, 分别达到了 0.781, 0.797, 0.704, 0.800, 0.725, 0.729, 0.708; 本文所提算法的跟踪精度虽
然在超出视角的属性上排在第二, 但是在跟踪的成功率上仍然取得了第一. 通过整体的实验结果可以
看出, 本文算法在整个对比实验中有最好的整体跟踪性能, 在单个难度属性上也大部分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虽然在部分属性上与相关算法相比有一点差距, 但本文算法无论从精度还是成功率上都有不错
的平衡, 整体性能超过了参与比较的主流算法.
4.2.3

在 Bechmark2013 上定性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可视化的显示跟踪的效果, 本文结合部分测试视频的难点属性和部分视频的部分跟踪结果进
行了针对性的分析, 如图 9 所示, 其余的部分跟踪结果如图 10 和 11 所示.
Tiger2. 该测试视频展示的是一个在实验室环境下的玩具在灯光变化以及绿色植物遮挡情况下

的往复运动. 该视频的主要难点属性在于尺度变化、目标旋转、光照变化和目标的遮挡. 参与评测的
跟踪器在视频的第 57 帧出现分化, 此时物体有微小的旋转, SCM 跟踪器已经偏移跟踪的目标; 此后
目标在 100 到 300 帧之间由于上述跟踪难点的出现, 除了我们的跟踪器以及 CSK 和 Struck 外均发
生了较大的偏移; 而后在 300 到 350 帧左右视频发生了较大的光照变化和遮挡, 即使一直跟踪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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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图 7 (网络版彩图) 在不同跟踪视频属性上的精确度曲线
Figure 7 (Color online) Tracking precision rate curves on diﬀerent attributes. (a) Background clutter; (b) deformation;
(c) fast motion; (d) illumination variation; (e) low resolution; (f) motion blur; (g) occlusion; (h) out of plane rotation;
(i) out of view

Struck 也偏离的跟踪目标, 而本文的跟踪算法则一直能够很好地处理出现的复杂情况, 有效地利用深

度学习的强大判别能力将跟踪目标与背景判别出来. 从测试结果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在有尺度变化、
目标旋转、光照变化和目标的遮挡等情况下仍然能够保证跟踪精度, 体现了本文跟踪算法的鲁棒性.
Skiing. 该测试视频展示的是一个在自然环境下的人的滑雪运动. 该视频的主要难点属性在于目

标旋转、光照变化、复杂背景和运动模糊. 该视频长度不长, 但是难度不小. 参与评测的跟踪器在视频
的第 10 帧出现分化, 此时由于复杂背景以及光照的变化, 绝大多数跟踪器已经偏移跟踪的目标; 此后
帧中, 目标在 30 帧到达运动最高点, 除了我们的跟踪器外所有的跟踪器由于复杂背景及光照变化都
跟踪到了稀疏的树上. 由于深度相对度量学习能够尽最大可能的挖掘目标与背景之间的相对性, 因而
在后续的视频帧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跟踪器能够很好地跟踪目标, 这表明本文的跟踪算法能够很好地处
理复杂背景以及运动模糊的情形.
MotorRolling. 该测试视频展示的是山地车表演比赛. 该视频的主要难点属性在于目标旋转、尺

度的巨大变化和运动模糊. 该视频在第 10 帧左右出现了跟踪器分化, 跟踪器 Struck、TLD 和本文的
算法在当前都基本能够跟上, 而从此时开始由于目标要发生较大的形变, 且摄像机的视角方向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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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图 8 (网络版彩图) 在不同跟踪视频属性上的成功率曲线
Figure 8 (Color online) Tracking success rate curves on diﬀerent attributes. (a) Background clutter; (b) deformation;
(c) fast motion; (d) illumination variation; (e) low resolution; (f) motion blur; (g) occlusion; (h) out of plane rotation;
(i) out of view

使得目标在下降过程中尺度发生较大改变; 在 50 到 60 帧之间, 除了我们的跟踪器外所有的跟踪算法
都丢失了; 从 60 帧可以看到虽然本文算法跟踪上了, 但是尺度上处理不是很理想, 导致跟踪有一些偏
移, 但是跟踪算法能够保留样本的多样性, 使得跟踪方法在运动模糊发生时仍然能够保持足够的判别
性. 从该视频全局来看, 我们的跟踪算法的跟踪效果良好, 虽然后来 TLD 由于其自身的重检测机制,
能够恢复到目标上,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Jogging1. 该视频展示了自然场景下的行人慢跑. 该视频的主要难点在于目标的遮挡和视频抖

动. 虽然该视频是一个长帧视频, 但从跟踪效果来看难度不大. 从 60 到 85 帧之间由于跟踪目标在慢
跑的过程经过灯柱发生了遮挡, 此时 MTT, VTD, VTS 和 Struck 偏离了跟踪目标, 它们或定位到灯柱
上, 或跟踪发生错误, 其余的大部分跟踪算法则基本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遮挡问题.
4.2.4

在 VOT2014Bechmark 上定量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小节将展示 VOT2014Benchmark 上的实验结果与分析, 相关的实验评价细节详见文献 [48],
VOT 作为一个目标跟踪的竞赛也是久负盛名, 它的评价指标主要有原始 (raw) 的排序、鲁棒性 (ro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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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部分视频跟踪结果 (I)
Figure 9

(Color online) Part of sequences tracking results (I)

图 10 (网络版彩图) 部分视频跟踪结果 (II)
Figure 10

(Color online) Part of sequences tracking results (II)

bustness) 排序和平均期望重叠率 (average expected overlap) 排序.

我们与所有跟踪器4) 的比较实验结果展示在图 12(a) 中, 通过该图可以看出本文的跟踪算法的精
确度排在了最上边的最好位置, 在精确度与鲁棒性之间展现了非常好的平衡性, 通过很少的跟踪失败
获得了较高的精度. 在反映平均期望重叠率中 (图 12(b)), 本文算法的结果排在第三位, 仅次于竞赛
官方设置的未公开发表的两个算法 PLT13 与 PLT14 . VOT2014Benchmark 为了展现跟踪算法在视觉
难点属性的鲁棒性, 也设置了如下视觉属性: 摄像机运动 (camera motion)、光照变化 (illumination
change)、遮挡 (occlusion)、尺度变化 (size change) 和运动变化 (motion change). 图 13 给出了跟踪
4) VOT 实验图的跟踪器的缩写均来自于 http://www.votchallenge.net/vo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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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版彩图) 部分视频跟踪结果 (III)
Figure 11

(Color online) Part of sequences tracking results (III)

S

(a)

(b)

图 12 (网络版彩图) 整体的精确度和平均期望重叠率排序曲线
Figure 12

(Color online) (a) Overall precision and (b) average expected overlap rate rank curves

难点属性的鲁棒性排序结果. 通过图 13 可以看出本文的跟踪方法在所有属性上也显示了极好的平衡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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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网络版彩图) 在不同跟踪视频属性上的鲁棒性排序曲线
Figure 13

5

(Color online) The robustness rank curves on diﬀerent attributes

结论

本文从解决合理的利用深度学习进行刻画大尺度样本相对结构关系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一个有效
的深度相对度量学习的目标跟踪算法, 不同于当前直接将前景与背景分类的方法, 本文尽最大可能挖
掘前景与背景的结构相对关系, 并且能够保留样本的多样性, 这种跟踪目标与背景之间的结构差异恰
是跟踪成功的关键. 本文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提出了深度相对度量学习模型, 通过该模型来建立有效的
跟踪目标特性, 并将其应用到目标跟踪, 同时在基准跟踪库上进行了大量的评测实验. 通过实验结果
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跟踪算法无论从跟踪精度和跟踪成功率上都超越了评测算法. 需要指出的是, 本
文的重点在于深度相对度量学习跟踪算法, 仅简单地利用了 Bayes 跟踪框架, 下一步的工作首先将构
建更加合理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以提高算法的精度, 其次考虑重构 Bayes 跟踪框架, 改善跟踪更新模
块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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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raditional tracking-by-detection methods have some robustness in object tracking, their simple
classiﬁcation of the target and the background cannot model the relativ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
and the background. It is the lack of relative structural discriminative information that always causes a tracker
drifting away.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tracking drifting problem, we propose a new visual travel approach
based on deep relative metric learning. In this study, we design a deep relative metric learning model with a
symmetric and shared-weight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Through such a network, we can explore the
relativ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 and the background in large-scale image patches. Then, the
highest score of relative metric is used to locate the tracking object in the Bayesian tracking framework. The
whole tracking algorithm is simple and eﬀectiv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e tracking benchmark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chieves a better tracking precision rate and success rate than other state-of-the-art tracking
method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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