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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级特征与相似性估计的跟踪器

杨 捍，傅成华

（四川轻化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针对多目标跟踪中存在的小目标易漏检和遮挡问题造成的身份切换等问题，沿用经典的基

于检测跟踪（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ｂ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框架，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数据关联方法。利用深度学习特

征提取的能力，在基于行人检测基础上设计了层级特征提取相似性估计的多目标跟踪器。通过端到

端的方式提取跟踪物体的层级特征，并计算不同帧物体间特征的相似性，得到相似性矩阵。再利用匈

牙利算法根据相似性矩阵完成最优指派问题，实现数据关联部分。实验结果表明，所设计跟踪器缓解

了目标跟踪过程中由于遮挡问题带来的跟踪物体身份切换问题，并且在 ＭＯＴ１６数据集上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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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标跟踪在计算机视觉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机

器人、自动驾驶、或者视频监控。然而对于多目标跟踪

来说，需要定位视频中每个物体的位置以及身份序号，

并且在不同的帧中将同一身份的物体关联起来。在多

目标跟踪中，大多数算法采用基于检测的跟踪，得益于

检测算法的发展，大多数的工作着重于数据关联部分，

也就是将在不同帧间检测到的物体，关联起来，实现多

目标的跟踪。ＦａｓｔＲＣＮＮ［１］等双阶段检测算法，或者

ＹＯＬＯ［２］、ＳＳＤ［３］等单阶段的检测算法都能获得很好的效

果。同样地，本文也聚焦于基于检测的数据关联部分来

实现多目标的跟踪。

在多目标跟踪中，比较广泛的做法是，通过建模，提

取不同帧间的不同物体的特征，衡量跨帧间物体的相似

度，比如有采用运动模型的文献［４６］等，也有采用外观

特征的文献［７９］等，以及多模态组合特征文献［１０１２］

等。而外观特征着重于对比，不同时刻目标框表示外观

的相似性。传统的做法是手工提取特征，由于未考虑到

外观的多样性、受光照变化、及遮挡等影响，效果较差，

并且基于提取外观特征的模型，往往在遇到外观特征特

别相似的情况下，表现很差。而基于运动模型，往往是

假设运动速度为常数的情况下，在当前状态预测下一个

时刻的状态，通常可分为基于线性的运动模型以及非线

性的模型，但是在长时间的跟踪下，运动模型对于物体

遮挡并不能很好地处理。



因此，为了使多目标跟踪衡量跨帧物体间相似度判

别能力更可靠，在面对遮挡问题时具有更好的特征提取

能力，本文设计了一个深度层级特征提取的神经网络来

得到不同视频帧间物体的特征，以及不同帧间物体之间

相似度的衡量矩阵。使得所提取的特征更具有代表性

和鲁棒性，并作为数据关联部分的输入。

１ 方 法

本文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多层级特征提取和相

似性计算网络。该网络融合了不同层级间的外观特征，

并同时生成不同帧间物体间的相似性矩阵，实现端到端

的学习。

１１ 检测部分

由于深度学习的发展，目标检测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本文采用基于ＹＯＬＯｖ３［１３］的行人检测技术，来做多

目标跟踪的第一步，为多目标跟踪提取视频中每一帧中

物体所在的位置。

１２ 层级特征提取以及相似性计算网络

深度特征层级抽取网络，如图１所示，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基于特征提取网络（前半部分），剩余部分

为相似性估计网络。网络输入为两帧和检测算法所检

测到物体的中心坐标，层级特征抽取网络是双端网络，

例如，ｔ时刻的视频帧输入上端，ｔ－ｎ时刻的视频帧输

入下端，随着网络的逐渐加深，特征图的尺寸会越来越

小。其中，抽取９个特征图的特征，其中有３个特征图

来自图１中ｍｏｂｌｅｎｅｔ［１４］，有６个特征图来自图１中的扩

展网络。得到的９个特征分别经过图１中 ｍｏｂｌｅｎｅｔ［１４］

和扩展网络各自的层级降维网络。设置在一帧中所检

测物体最多有个 Ｎｍ，最后将得到的９个特征向量拼接

在一起形成Ｎｍ５２０维特征向量。如图１中的 Ｆ１特征

向量对应于ｔ时刻视频帧经过特征层级提取与降维网络

所得到的特征向量矩阵。同理，Ｆｔ－ｎ对应于ｔ－ｎ时刻的

视频帧数。得到Ｆｔ－ｎ的矩阵大小同样为Ｎｍ５２０，将得

到的Ｆ１和Ｆｔ－ｎ特征组合成 ＮｍＮｍ１０４０三维的特征

组合矩阵。１０４０是由２个５２０维度的通道数拼接而成，

而ＮｍＮｍ对应于两帧间各个物体间的对应关系，Ｎｍ为

每帧中所能检测到的最大行人数量。

图１中由不同帧所得到特征矩阵组合而成的特征

组合矩阵作为相似性估计网络的输入，经过表１中相似

性估计网络中的结构，最终得到相似性矩阵 Ｍ，如图２

中矩阵Ｃ，表明两帧间物体的对应关系。在矩阵Ｃ的基

础上做了改进（图２中有改进原因），使得图１中的 Ｍ１
可以表示相对于ｔ－ｎ帧，ｔ帧中离开的物体，同理，Ｍ２
可以表示相对于 ｔ帧中，ｔ－ｎ帧中没有的物体，也就是

刚进入视野的物体。Ｍ１经过行方向上的 ｓｏｆｔｍａｘ得到

Ａ１，Ｍ２经过列方向上的 ｓｏｆｔｍａｘ得到 Ａ２。Ａ１、Ａ２作为损

失的输入，其中由Ａ１、Ａ２得到的ａ１、ａ２也将作为损失函

数的输入，章节１３部分会详细介绍。

图１ 层级特征提取和相似性估计网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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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层级特征抽取与相似性估计网络结构

网络名称 网络层数 输入通道 输出通道

扩展网络

０ １０２４ ２５６

１ ２５６ ５１２

２ ５１２ １２８

３ １２８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１２８

５ １２８ ２５６

６ ２５６ １２８

７ １２８ ２５６

８ ２５６ １２８

９ １２８ ２５６

１０ ２５６ １２８

１１ １２８ ２５６

相似性估

计网络

０ １０２４ ５１２

１ ５１２ ２５６

２ ２５６ １２８

３ １２８ ６４

４ ６４ １

　　表１为图１中扩展网络部分以及相似性估计网络

部分的结构图参数。扩展网络部分由１１层卷积神经网

络组成，输入为ｍｏｂｌｅｎｅｔ［１４］最后一层特征的输出。而相

似性估计网络是由５层卷积神经网络组成，输入为两帧

间所提取到的特征组合。扩展网络所提取的特征是为

了输入到层级降维网络中（见表２），分别从表１所提取

的特征取６层输入层级特征降维网络，同时也从 ｍｏ

ｂｌｅｎｅｔ［１４］所提取的特征抽取３层输入层级特征降维网

络。最后通过各自的降维网络得到５２０维度的特征（由

输出通道数相加得到）。

表２ 层级降维网络

网络名称 网络层数 输入通道 输出通道

Ｍｏｂｌｅｎｅｔ
特征抽取

降维网络

８ ２５６ ６０

１６ ５１２ ８０

２８ １０２４ １００

扩展网络

特征抽取

降维网络

１ ５１２ ８０

３ ２５６ ６０

５ ２５６ ５０

７ ２５６ ４０

９ ２５６ ３０

１１ ２５６ ２０

图２ 相似性矩阵

　　图２中，图２（ａ）表示视频中的一帧，图２（ｂ）表示视

频中的另一帧。图２（ａ）帧中包含有序号１、２、３、４的行

人，而图２（ｂ）帧中包含了序号为１、２、３、５的行人，其中

１、２、３序号的行人同时出现在图２（ａ）帧和图２（ｂ）帧

中，此时ｃ矩阵表示两帧间的相似矩阵。假设每帧中最

多检测到５个物体（本文设置最大检测目标数为１００），

故矩阵的大小为５５，其中矩阵 Ｃ中行表示图２（ａ）帧

中的身份序号，而列表示图２（ｂ）帧中的身份序号，在图

２（ａ）与图２（ｂ）两帧中同时出现并且匹配的为１、２、３序

号的行人，故在矩阵对应位置值为红色标记１。另外，图

２（ａ）帧中序号４与图２（ｂ）帧中序号５行人在对应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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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行人可以匹配，也可以理解为行人４离开了当前视

频，以及行人５刚进入视频，因此为了解决在矩阵中也

可以表明两帧间物体的离开与进入，分别在矩阵 Ｃ的最

后一行最后一列加入第◎列和第◎行，得到矩阵Ｄ来表

示两帧物体间的离开与进入。其中，ｘ表示每帧中剩余

的可检测与可跟踪的物体数。

１３ 损失函数

图１后部分网络为网络的损失部分，Ｍ１矩阵的第

ｍ行表示关联ｔ－ｎ时刻第ｍ个物体在ｔ时刻与之对应

的物体，此时对应的矩阵大小为Ｎｍ（Ｎｍ ＋１）。最后一

列表示相对于ｔ－ｎ时刻，ｔ时刻旧的物体离开所对应的

帧或者新的物体进入的帧。同理可得Ｍ２矩阵添加的最

后行。Ｍ２矩阵的第ｎ列表示在ｔ时刻第ｎ个物体对应于

ｔ－ｎ时刻帧的物体。如图，将得到的Ｍ矩阵分别添加一

列和一行后得到Ｍ１与Ｍ２矩阵，分别表示从ｔ－ｎ时刻到

ｔ时刻物体关联信息，以及从 ｔ时刻帧到 ｔ－ｎ时刻帧物

体间的关联信息，此时 Ｍ１、Ｍ２矩阵大小为 Ｎｍ（Ｎｍ ＋

１）。得到的Ｍ１矩阵和Ｍ２矩阵分别在行方向和列方向经

过ｓｏｆｔｍａｘ函数，得到对应的Ａ１矩阵和Ａ２矩阵。Ａ１矩阵

大小为Ｎｍ（Ｎｍ ＋１），Ａ２矩阵大小为Ｎｍ（Ｎｍ ＋１）。

所得到的Ａ１、Ａ２作为深度层级可分离网络的输出，

并以此作为网络的损失函数的输入，此时可得从ｔ－ｎ时

刻到ｔ时刻对应的前向损失ｌｏｓｓ１，如公式１，同理可得从

ｔ时刻输入帧到ｔ－ｎ时刻输入帧的后向损失，如公式２。

Ｔｔ－ｎ，ｔ是损失函数的标签值，大小为 （Ｎｍ ＋１）（Ｎｍ ＋

１）。公式（１）与公式（２）中，Ｔ１、Ｔ２分别表示标签矩阵

Ｔｔ－ｎ，ｔ。为了和矩阵Ａ１、Ａ２的大小相对应，分别减去第◎

行和第◎列。ａ１、ａ２表示分别从Ａ１、Ａ２减去◎行◎列所

得到的矩阵。公式（３）表示一致性损失，因为，无论从

ｔ－ｎ到ｔ时刻所得到的相似性矩阵，还是ｔ到ｔ－ｎ时刻

的特征相似性矩阵，其差异值理应越小越好。

公式（４）中Ｔ３表示标签相似矩阵 Ｄ同时去掉◎行

和◎列所得到的矩阵，而ｍａｘ（ａ１，ａ２）也可由图１中的

Ｍ０表示，公式（４）衡量最终网络所得到的不计未同时出

现物体的相似性矩阵与同样的不计未同时出现物体相

似性的标签标矩阵的差异。由公式（１）～公式（４）可得

网络的最终损失Ｌｏｓｓ。

ｌｏｓｓ１（Ｔ１，Ａ１）＝
∑（Ｔ１⊙（－ｌｏｇＡ１））

∑Ｔ１
（１）

ｌｏｓｓ２（Ｔ２，Ａ２）＝
∑（Ｔ２⊙（－ｌｏｇＡ２））

∑Ｔ２
（２）

ｌｏｓｓ３（ａ１，ａ２）＝ ａ１－ａ２ １ （３）

ｌｏｓｓ４（Ｔ３，ａ１，ａ２）＝

　　∑（Ｔ３⊙（－ｌｏｇ（ｍａｘ（ａ１，ａ２））））
∑Ｔ３

（４）

Ｌｏｓｓ＝
ｌｏｓｓ１＋ｌｏｓｓ２＋ｌｏｓｓ３＋ｌｏｓｓ４

４ （５）

１４ 数据关联部分

１４１ 跟踪流程中的层级特征抽取与相似性估计

训练的时候采用双端网络，双端网络是共享网络权

重，而在数据关联部分，使用单端网络，流程如图 ３所

示。视频的每一帧经过检测器件得到跟踪类别物体的

坐标，将每一帧图片以及检测物体的坐标传入到特征抽

取网络，也就是图１中的前半部分单端的流程。对于特

征抽取网络的部分，视频的每一帧所提取的特征矩阵都

会被储存，以便与下一时刻视频帧所提取的特征组成特

征组合矩阵传入相似性估计网络中，得到相似性矩阵。

图３ 数据关联流程

１４２ 数据关联流程

如何将不同帧间的同一物体关联起来，是解决跟踪

问题的关键。检测部分决定了能否检测到物体，而数据

关联部分决定了能否将同一物体匹配起来。本文设计

了基于层级特征网络提取到的特征，输入到相似性估计

网络中得到不同时刻帧间不同物体间的相似性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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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视频开始第一帧，初始化轨迹数量和检测到的物

体数量一致，在后续帧输入网络后，会根据前面 Ｎ帧提

取得到的特征矩阵，与当前帧的特征矩阵一起输入图３

中的相似性估计网络，得到各自的相似性矩阵。最终将

当前帧，与前面Ｎ帧的相似性矩阵做累加得到最终的相

似性矩阵，并利用匈牙利算法［１５］在得到累加相似性矩阵

上做全局最优的指派问题，也就是两帧间同一物体的匹

配。再根据匈牙利算法指派的结果，做轨迹的更新。

总体看来，本文设计的跟踪器是在线的跟踪器，与

离线跟踪器不同点在于，不需要未来的视频帧来跟踪当

前帧的物体，只需要输入当前帧之前的视频帧，因此，相

对于离线的跟踪器，在线跟踪更适用于实际的场景，例

如监控等需要实时跟踪的场合。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实验细节

选用ＭＯＴ１６数据集，数据集包含了７个视频场景，

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利用 ｐｙｔｏｒｃｈ框架在 ＮＶＩＤＩＡＲＴＸ

２０７０ＧＰＵ训练而得，训练每次批次为４，总的训练轮数

１４０轮，设置Ｎｍ为１００，采用ＳＧＤ
［１６］优化器。

２２ 结果对比

在最终的测试集上得到实验结果见表３。

表３ 基于ＭＯＴ１６测试集的实验结果
跟踪器 ＭＯＴＡ（↑）／％ ＭＯＴＰ（↑）／％ ＭＴ（↑）／％ ＭＬ（↓）／％ ＩＤ＿Ｓｗ（↓） ＦＰ（↓） ＦＮ（↓）

ＣｐｐＳＯＲＴ［１７］ ３１５ ７７３ ４３ ５９９ １５８７ ３０４８ １２０２７８

ＯＶＢＴ［１８］ ３８４ ７５４ ７５ ４７３ １３２１ １１５１７ ９９４６３

本文 ４４９ ７６４ １５７ ４６８ ５５４ ５９７７ ９３９１９

　　表３中，箭头向上表示指标越大越好，箭头向下表

示指标越小越好。ＭＯＴＡ［１９］指标表示目标跟踪的准确

率，是衡量多目标跟踪最重要的指标。ＭＯＴＰ［１９］则表示

多目标跟踪的精度，其计算是由标签上物体目标框与检

测所得到的目标框的重合率计算而得。ＭＴ［２０］表示大部

分被跟踪的目标，而ＭＬ［２０］表示大部分未被跟踪的目标。

实验结果表明在测试指标上本文采用的方法相对于一

些其他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其中，ＭＯＴＡ指标由

公式（６）计算得到：

ＭＯＴＡ＝１－
∑ｔ
（ＦＰｔ＋ＦＮｔ＋ＩＤ＿Ｓｗｔ）

∑ｔ
ＧＴｔ

（６）

其中：ＦＰｔ由表示在ｔ时刻的目标误检数量，ＦＮｔ表示在

ｔ时刻目标漏检测的数量，ＩＤ＿Ｓｗｔ表示在跟踪过程中目

标发生身份互换的数量，ＧＴｔ表示ｔ时刻对应的标签。

２３ 实验结果展示

实验的部分仿真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本

文所提出的基于层级特征提取相似性计算网络能有效

提取不同物体的特征，经过计算所得到的相似矩阵具有

很好的判别性，能够缓解由于遮挡问题造成的物体身份

的改变。如，序号７３以及序号１６的物体都能够在被遮

挡后有效地还原目标的身份。缓解了多目标跟踪中遮

挡问题造成的身份改变问题。

图４ 部分视频跟踪效果图

３ 结束语

在基于检测的在线多目标跟踪的框架下，提出了基

于层级特征提取的跨帧间物体相似度计算的网络，该网

络可以端到端的训练，在得到网络的固定权重后，应用

于跟踪的流程，并利用匈牙利算法，在得到的各帧间相

似矩阵的基础上，做物体间各物体最优的指派，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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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帧间同一物体的匹配，并不断更新跟踪的轨迹。实

验结果表明，经过层级特征提取得到的相似性矩阵具有

对不同帧间物体相似性很好判别能力，同时对遮挡问题

有一定的缓解，并在多目标跟踪的一系列指标上得到了

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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