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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差分滤波的红外舰船目标检测方法

修炳楠 1 吕俊伟 1 鹿珂珂 1

摘 要 无人机有时需要在缺乏预先红外样本图像的情况下对指定区域的舰船目标进行侦察监视.针对该情况下的红外舰船
目标自动检测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多分辨率差分滤波的检测方法. 该方法对输入图像在多个分辨率下作差分滤波,再将滤波
结果与选择性搜索算法结合,得到检测结果.实验中,选择 139张图像作为测试图像数据集.使用多分辨率差分滤波检测方法对
测试图像数据集进行红外舰船目标检测,平均检测准确率达到 89.378 %,比采用 HOG+ SVM检测方法高 8.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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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at UAV reconnoiters and monitors ship targets in the designated area when there is no effective pre sample image
accumulation, an infrared ship target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multi-resolution differential filtering is designed. In this method, the
input images are filtered in different resolutions, and then detection results are obtained by combining the filtering results with the
selective search algorithm. In the experiment, 139 images are selected as the test image data set, and the multi-resolution difference
filtering method is used to detect infrared ship targets in it. The average detection accuracy is 89.378 %, which is 8.445 %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OG+ SVM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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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对指定区域的舰船目标进行侦察监视时,
如果对被侦察目标缺乏有效的预先样本图像积累,
很难使用机器学习等需要大量样本图像数据的方法

进行图像目标检测.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预先分
析红外舰船目标特征,根据目标特征设计检测器的
方式来进行图像目标检测.
目前, 红外舰船目标检测典型的研究方向有特

征判别、视觉显著性检测和背景剪除等. 其中,特征
判别类算法一般根据图像的全局或者局部特征来检

测目标.经典的点特征检测算法是 Harris提出的角
点检测算法[1] . 该算法用微分算子和矩阵特征值进
行检测. 算法对噪声不敏感且具有旋转不变性. 因
其具有较高的检测准确率,至今依然被应用于目标
检测. Harris-Laplacian检测算子[2−3] 将 Harris角点
检测算子与高斯尺度空间相结合,使角点检测增加
了尺度不变性. 高斯拉普拉斯检测算子 (Laplace-of-
Gaussian, LoG)[4−5]与Harris-Laplacian采用相同的尺
度选择函数. 但是 LoG算子采用了更能突出特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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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度的位置选择函数,常用来进行斑点检测. 高斯
差分算子 (Difference-of-Gaussian, DoG)[6−7] 为了避

免 LoG算子求取中必须进行的二阶微分运算,转而
采用一组特定常量对图像作卷积,减少了计算量,并
且取得与 LoG算子近似的结果.
采用上述特征描述方法描述红外舰船目标特征

时,由于对目标在多尺度下的特征表达不够完整,导
致图像中同时存在多个大小不同的目标时,检测结
果容易出现较大偏差. 且上述计算量较大,不适用于
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基于对红外舰船目标特性的分析,提出一种改

进的斑点检测方法. 该方法基于多分辨率差分滤波
进行舰船目标检测,且无需大量预先样本图像.可以
在保持检测准确率的前提下对高斯差分算子检测方

法的计算进行简化. 该方法避免了反复进行高斯滤
波运算,从而简化位置选择计算过程. 同时,因为在
每个分辨率下只作单尺度差分滤波,所以能降低尺
度选择计算量.

1 问题的提出

红外图像中舰船目标的灰度一般与背景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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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 但是由于舰船目标自身的灰度不均匀和图像
中海洋背景的噪点干扰,基于角点特征的检测方法
很难准确检测海洋背景下的红外舰船目标.而利用
斑点特征可以有效地进行红外目标检测.
红外图像斑点是指图像中与周围区域在灰度上

有较大差异的区域.斑点区域内部的灰度差异不会
影响斑点检测结果.同时,斑点区域也不容易被周围
图像噪点干扰. 因此,利用斑点特征可以有效地进行
红外目标检测. 本文重点研究利用差分滤波原理进
行红外舰船目标检测.

2 检测方法

2.1 基本检测方法

人工设计检测器时一般采用实验的方式寻找目

标的特征,再针对目标特征设计检测器的图像处理
模块、检测流程和相关参数.基本检测方法是对输入
图像在多个分辨率下作差分滤波,取每个像素的多
分辨率差分滤波结果最大值作为滤波结果.计算滤
波结果在目标候选区上的平均灰度.选取平均灰度
大于设定阈值的目标候选区作为红外舰船目标检测

结果.

2.1.1 多分辨率差分滤波

1)差分滤波: 差分滤波主要用来检测图像中的
斑点,即图像中与周围有灰度差异的区域.这些斑点
可能就是红外舰船目标区域.本文方法进行斑点检
测的基本思路是对输入图像分别进行平滑滤波和均

值滤波,再将两个滤波结果作差分.

G(u,v) =
1

2πσ2
e−

u2+v2

2σ2 − 1
(2r + 1)2

(1)

其中, −r ≤ u ≤ r, −r ≤ v ≤ r.

F(x, y) =
∑

−r≤s≤r

∑

−r≤t≤r

g(x− s,y− t)G(s,t) (2)

由式 (1)可见, σ是式 (1)中直接影响滤波结果
的参数. 因为距离滤波器模板中心越远的像素权重
越低,经过卷积滤波后对结果影响越小. 而 σ的大小

决定了滤波器模板中权重分配. 由式 (1)可知,距离
滤波器模板中心超过 3σ的像素对滤波结果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滤波器对等效半径为 3σ的斑
点检测效果最佳.计算可得,滤波器最佳检测面积为
π(3σ)2.
为了使不同大小的红外舰船目标都能被正确检

测,需要用不同大小的 σ作为滤波器参数分别对图

像作处理. 而在滤波器 σ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被处理
图像的分辨率能够达到与改变 σ相同的效果.因此,
采用多分辨率滤波的方式进行处理,可以保证各种
尺寸的目标都能被正确有效检测出来.
提出的多分辨率差分滤波方法原理如图 1所示.

对输入图像及其降采样图像分别求取差分结果.取 4
个分辨率下的差分结果最大值作为最终的滤波结果.

2)图像金字塔: 图像金字塔是一系列分辨率逐
步降低的图像以金字塔形状排列组成的集合,是一
种有效的图像多分辨率处理方式.
图像金字塔的最下一层是高分辨率的待处理图

像.随着金字塔的层数升高,相应层的图像尺寸和分
辨率都依次降低.

2.1.2 选择性搜索算法

采用选择性搜索算法生成初始候选区. 选择性
搜索算法首先用图像分割方法生成初始分割区域.
然后通过相似度计算将初始分割的小区域合并,进

图 1 多分辨率差分滤波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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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像金字塔

而得到数量较少而包含目标可能性更高的候选区.

2.1.3 选择性搜索与差分滤波的融合

对选择性搜索结果与差分滤波结果的融合算法

是: 计算差分滤波结果图中目标候选区内的图像平
均灰度,保留平均灰度大于设定阈值的候选区,作为
目标检测结果.
为了加快平均灰度计算速度,采用积分图方法.
对灰度图像来说,任一点 A(x, y)的积分图表示

图像左上角到该点所围成区域内所有点的灰度总和.
图 3中 A点的积分图为

G (x, y) =
∑

0<x′<x,0<y′<y

i(x′, y′) (3)

其中, G(x, y)表示点 A(x, y)的积分图, i(x′, y′)表示点
(x′, y′)的灰度值.

图 3 积分图

区域 D的积分图求法如下:

G (h) + G (e) −G ( f ) −G (g) (4)

其中, G (e)、G ( f )、G (g)、G (h)分别表示 e、f、g、h
各点的积分图.如图 4所示.

图 4 区域积分图

2.2 具体检测方法

本文检测算法总体流程如图 5所示. 对输入图
像分别用选择性搜索算法和多分辨率差分滤波的方

法作处理. 再将两种方法生成的红外舰船目标候选
区进行融合,得到最终检测结果.

图 5 目标检测流程图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结果

3.1.1 实验图像的采集与选取

实验中, 用无人机挂载的长波红外摄像机拍摄
红外视频. 再将视频转存至图像处理计算机.每帧图
像尺寸均为 530× 639像素.
选取其中 139张图像组成测试图像数据集. 测

试数据集图像中包含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各型舰船.
测试数据集中图像背景均为海洋背景. 图 6为测试
图像数据集中 3幅示例图像.
利用 MATLAB 中目标标注程序手工标注图像

中舰船目标,得到舰船目标样本图像和目标位置,为
计算目标检测准确率作准备.图 7为部分目标示例.

3.1.2 实验方法的选择

实验所用图像数据集中, 舰船目标的灰度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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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背景有较大差异.
如图 8所示,从原图像的三维分析中可以更直观

地看出,舰船目标的灰度级明显高于周围背景. 另外,
从原图和三维分析图可以看出,噪声干扰比较少. 因
此,可以采用构建多分辨率高斯金字塔进行差分滤
波的方法进行目标检测.同时,为了提高检测准确率,
对原图像进行选择性搜索,得到目标候选区. 将这些
候选区同多分辨率差分滤波的结果进行融合,得到
最终检测结果.
作为多分辨率差分滤波检测方法的对比实验,

采用提取方向梯度直方图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 HOG)特征进行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
tor Machine, SVM)分类的检测方法对相同的测试图
像作目标检测实验.

3.1.3 多分辨率差分滤波目标检测实验

在搭载 Intel (R) Core (TM) i7-6700 K CPU
4.00 GHz处理器, 32 G内存的 PC机上使用 MAT-
LAB R2014a进行实验. 后续检测实验均在此硬件实
验环境下进行.
用多分辨率差分滤波的方法对输入图像进行处

理. 如图 9和图 10所示. 其中, 构建高斯图像金字
塔所用高斯滤波器采用 9× 9的卷积核,方差 σ设为

1.6,高斯金字塔层数为 4,平滑滤波器采用 9× 9的均
值滤波卷积核.
经过多分辨率差分滤波后得到目标区域大致轮

廓. 为了进一步降低噪声干扰,再用高斯平滑滤波器
进行滤波,以便下一步处理.
用选择性搜索算法提取输入图像的目标候选区.

图 6 测试图像数据集示例

图 7 数据集样本示例

图 8 测试图像及其三维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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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输入图像及其三维分析图

图 10 多分辨率差分滤波检测

在平滑后的差分滤波图中计算所有候选区的平均灰

度.当候选区内图像平均灰度大于阈值时,判定此候
选区为目标区. 当候选区内图像平均灰度小于阈值
时,判定此区域为背景. 框选出目标区,得到最终检
测结果.

3.1.4 对比实验检测结果

作为对比实验,在相同实验环境下,对相同的输
入图像采用 HOG特征加 SVM分类的方法进行目标
检测实验.
相对于 HOG结合 SVM检测方法,多分辨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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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滤波检测方法对本文测试图像的检测准确率更高.
如图 11所示, HOG结合 SVM检测方法两次出现误
检测现象,将多个目标误检测为单个目标.而多分辨
率差分滤波检测方法准确检测出了图像中的所有舰

船目标.

图 11 多分辨率差分滤波检测结果与

HOG+ SVM检测结果对比

对测试图像数据集中前 130幅图像进行二对折
交叉验证,得到 HOG结合 SVM检测方法检测准确
率.再对相同的 130幅图像分别作多分辨率差分滤
波检测,计算平均检测准确率.如表 1所示,多分辨率
差分滤波检测方法的平均检测准确率比 HOG结合
SVM方法的平均检测准确率更高.

表 1 两种检测方法的平均检测准确率

检测方法
HOG结合 SVM

检测方法

多分辨率差分

滤波检测方法

平均检测准确率 80.933% 89.378 %

3.2 实验分析

1)实验结果表明,多分辨率差分滤波检测方法
对于本文红外舰船目标的检测效果较好.由于多分
辨率差分滤波处理能够将目标与背景的灰度差异拉

大,使得目标更容易被检测出来.
从图 12 (a)中可以看出,对于方框标出的 1∼4

号目标,由于其距离拍摄镜头较远,所以在原图中较
小,且与背景差异不大,难于被检测出来. 经过本文
方法处理后, 1∼4号目标与背景的灰度差异被拉大.
由图 12 (b)、图 12 (c)可以看出, 1∼4号目标的灰度
均高于背景及噪声干扰,在三维图中形成了突出于
背景的尖峰,从而更容易被检测出来. 从图 12 (d)可
以看出 5号目标经过本文检测方法处理后在灰度上
与背景差异非常明显,能够被检测器成功检测.

2)对实验结果分析表明,被检测目标尺寸与差

图 12 多分辨率差分滤波结果三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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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滤波器最佳滤波半径 3σ (σ为高斯低通滤波器标
准差)越接近,越容易被成功检测出来.
由图 13可见,对于同一张原始图像中相同的目

标,采用不同的 σ进行差分滤波所得结果有很大不

同. σ 取 16时, 图像中尺度较小的目标滤波响应值
低. 最终检测结果也显示,尺度较小的目标没有被正
确检测. σ取 2时,图像中尺度较小的舰船目标滤波
响应值明显高于 σ取 16时的响应值.最终检测结果
也显示,尺度较小的目标能够被正确检测.
原图像中 6艘舰船尺寸如表 2所示.

表 2 图像中舰船目标尺寸

舰船目标编号 目标等效长度 目标等效宽度 等效面积

1 130 99 12 870

2 109 82 8 938

3 76 27 2 052

4 69 27 1 836

5 69 26 1 794

6 38 26 988

σ = 16时,滤波结果中舰船目标呈模糊的块状
亮斑.此时,滤波器最佳检测面积为 7 238.由表 2可
知, 1号和 2号目标的等效面积与滤波器最佳检测面
积最接近,所以滤波结果灰度级最高. 而其他目标的

等效面积与滤波器最佳检测面积相差较大,所以滤
波结果的灰度级低,在滤波结果图像中表现为与背
景相似的灰暗斑块. 相应的检测结果中,等效面积与
滤波器最佳检测面积相差最大的 5号和 6号目标没
有被正确检测出来.

σ = 2时,滤波结果中舰船目标的边缘被突出显
示出来. 此时,滤波器最佳检测面积为 113. 5号和 6
号目标的等效面积与滤波器最佳检测面积相差较小,
而其他目标的等效面积与滤波器最佳检测面积相差

较大.相应的检测结果中,等效面积与滤波器最佳检
测面积相差最小的 5号和 6号目标都能被正确检测
出来.
由上述分析可得,改变 σ取值,使滤波器最佳检

测面积 π(3σ)2 与被检目标等效面积越接近,目标被
成功检测的可能性就越高.

3)由实验结果可见,在阈值为 5,高斯低通滤波
器卷积模板尺寸为 9× 9,标准差为 1.6时,多分辨率
差分滤波检测算法针对本实验图像数据集的平均检

测准确率达到最高,达到 89.378 %.本文方法对互相
重叠的多个目标均误检测为一个目标.这是造成检
测准确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多个目标互相重叠时,本
文检测方法无法准确得到带有多个尖峰的滤波结果,
这导致将这些目标误检为一个目标.

图 13 差分滤波结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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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由实验结果可见,多分辨率差分滤波检测方法
可以对海洋背景中的红外舰船目标进行有效检测.
在同样实验条件下, 针对本文图像数据集, 多分辨
率差分滤波检测方法比使用 HOG结合 SVM 的检
测方法平均检测准确率高, 平均检测准确率达到
89.378 %.将多分辨率差分滤波与选择性搜索结合的
方法能够将目标的灰度、纹理、大小和形状等特征

综合利用,进而提高检测准确率.
本文方法不能准确检测互相重叠的多个目标,

这是本方法在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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