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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图像 Harris 角点检测的车辆测速 

徐伟 王朔中
1

（上海大学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上海 200072） 

摘  要  为了方便快速地进行车速测量，提出一种用于测量视频图像中车辆速度的方法。该方法取运动角

点为特征量，通过选择灰度相关函数为特征匹配函数，实现了车辆在一定帧差内移动距离的测量。与传统

方法相比，该方法不仅对设备的限制更小，而且运算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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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Vehicle Speed Based on 
Harris Corner Detector  

XU Wei, WANG Shuo-zh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to measure the speed of the vehicle in video sequences conveniently and 
speedy. Motion corner points are chosen to form a feature vector, and the image intensity is used as a feature 
matching function to measure moving distances of the vehicle between consecutive frame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ethods, not only the device restriction but also the operation speed has bee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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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目前，多数车速测量系统都是使用专用的

测速设备，如在地面铺设传感器，再通过计算

车辆经过传感器的时间差来进行车速测量；或

者利用光波、声波、电磁波等在车辆表面反射

的时间差或多普勒频移来计算车辆移动的速

度。由于使用这些方法必须事先安装相应的测

量设备，无论在人力或物力方面都有较高的要

求。为了方便快速地进行车速测量，本文采用

一种基于视频图像的方法，该方法只需应用图

像处理技术对摄像机拍摄的车辆视频信号进行

处理，就可以方便地实现对车速进行测量。 

2 测速原理 

物体的运动速度可由单位时间内的位移计

算得到： 
( ) ( 0101 // ttssTSv −−=ΔΔ=         (1) 

在视频图像中， TΔ 可直接由帧频导出，因

此只要需计算 ，即可进行位移计算。本文主

要关注如何由视频序列图像计算车辆在帧间的

位移

SΔ

SΔ 。 
用图像处理来直接测量车速可按图1的流程

进行。由图1可以看出，计算帧间目标的位移，

主要难点在于特征的提取和匹配。 
 
 
 
 
 
 
 
 
 
 
 
 
 

2 维图像 

特征提取 

特征匹配 

距离测量 

图 1：车速测量流程图 
Fig. 1 Flowchart of vehicle speed measurement 

3 特征提取 

为了测量车速，必须在视频序列中通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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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车辆不变的特征量来进行匹配，以便计算距

离。由于特征的可靠提取直接影响匹配结果的

可靠性，因此选择合适的特征量和特征提取算

法十分关键。通常可选择图像中的直线对象或

者点作为匹配的特征量。对于直线的提取主要

使用的方法有Hough变换、随机Hough变换

(Random Hough Transform)等；而提取点的常用

方法有边缘检测、角点检测等。本文针对交通

视频中车辆图像的实际情况，将运动角点检测

的Harris检测算子 [1]，作为车辆特征提取的算

法。Harris角点的提取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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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2)，式(3)为Harris角点检测使用的像素

相关函数，其中I为图像像素矩阵，w是用来进

行降噪处理的平滑窗，(x, y)为相应图像像素坐

标，I(x, y)为(x, y)点像素值，Ix、Iy分别为图像

像素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 1 阶偏微分，

Ix
2、Iy

2分别为图像像素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

的 2 阶偏微分，(u, v)为偏移坐标。最后，通过

计算角点响应函数就可以检测出图像中的角

点： 
  ( ) ( )2det MktrMR −= ][ 04.0,0∈k  (4) 

Harris角点检测算法的各项性能都得到了很

高的评价[2]。用Harris角点检测算子对连续3帧
视频图像进行角点检测的实例见图2，由图2可
以看出Harris角点检测能够起到较好的特征提取

作用。但同时也发现，检测出的角点（图中以

“+”号表示）有很多与车辆速度测量无关，其

对于后续的特征匹配不但没有任何作用，反而

会对匹配造成干扰，从而加大计算复杂度。由

于所利用的并不是单帧图像，而是视频序列，

因此可以利用前后几帧图像的相关性去除其中

的非运动角点。 
去除非运动角点的方法是，首先，获得含

有待测车辆的连续3帧图像，分别对其进行

Harris角点检测，将所得到的角点集合分别记为

E1，E2，E3，对于E1中的每一个角点，判断其

在E2中是否同样存在，若存在，则在E1中删除

该角点，反之则将该角点保留在集合E1中。同

样，对E3中的角点也进行相同的处理。 
经过上述运动角点判断处理后，就删除了

大部分无用的角点信息，这就为后续匹配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图3(a)和图3(b)是经过运动角点

判断后的角点检测结果，它们将作为特征匹配

的最终特征集合。 

   
(a)                 (b)                (c) 

图 2 使用 Harris 角点检测算法对连续 3 帧图像进行角

点检测的结果 
Fig.2 Corner detection in three consecutive frames using 

the Harris corner detector 

   
(a) t1角点检测结果   (b) t2角点检测结果    (c)最终匹配结果 

图 3 运动角点检测和最终匹配结果 
Fig. 3 Result of motion corner detection and feature 

matching 

4 特征匹配 

在获得E1和E3这两个特征集合之后，就需要

将对应特征点进行匹配。对于这类问题，在计

算机视觉中，常用的方法是利用同一场景中对

极几何[3]的约束关系，求解相应的基础矩阵F来
对相应的特征点进行匹配。考虑到基础矩阵F求
解过程非常复杂，且运算量大，如果对于测量

有一定的实时性要求的话，这种方法就不是一

种非常理想的方法。因此，本文提出一种简单

的基于灰度相关的特征点互匹配算法，即 
（1）首先，对于每一个特征点 1Epi ∈ ，

3Ep j ∈ ，分别以特征点为中心，构造一个

NN × 大小的窗口，分别记为 ， ，然后

分别计算以每个特征点为中心的各个窗口的相

关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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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 )jiCcor , 的值即可判定相应特征点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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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程度，相关值越大，说明相应的特征点邻域

灰度越接近。  
（2）在找寻匹配点对的过程中，本文采用

互匹配的方法来进行匹配。即当 中的特征点

的最佳匹配点为 中的 ，同时 的最佳

匹配点也为点 时，就认为

1E

ip 3E jp jp

ip ( )ji pp 为一对最

佳匹配特征点。由此即可得到最终的角点匹配

结果（见图3(c)）。 
对于车速测量的实际情况，由于天气或者

时间变化所产生的光照变化，会造成摄像头采

集图像发生亮度变化。图4就是在图3的基础上

降低了图像亮度的运动角点检测以及匹配结

果。由图中可以看出，对于亮度变化，本算法

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a) t1角点检测结果   (b) t2角点检测结果    (c)最终匹配结果 

图 4 运动角点检测和最终匹配结果（光照发生变化） 
Fig. 4 Result of motion corner detection and feature 

matching (illumination has been changed) 

5 距离测量 

根据上述角点匹配的结果，角点匹配对并

不是唯一的。由于各个角点匹配对，对应于3维
空间，其并不在同一水平面上，因此即使它们

在3维空间的位移距离是相同的，其投影到2维
图像平面的位移长度也将会有所差别。对于图

3(c)中的3对角点匹配对，其对应的2维图像平面

位移可见表1。 

表1 各匹配角点对对应的2维平面位移 
Tab. 1 Distances of corner points in the image plane 

匹配角点对 2维平面位移（单位：pixels）
1 52.2 
2 40.5 
3 45.2 

如要精确计算各角点对的实际3维空间距

离，则必须通过求得摄像机的内，外参数来重

建3维坐标。为了提高处理速度，本文采用近似

方法来进行求取。在各匹配角点对中，可选择

最接近实际位移的匹配对来作为3维空间的位移

度量。由图5可以看出，越接近地面的投影平

面，由于其距离投影越接近车辆的实际移动距

离，因此其在2维平面中的投影距离也越长。由

此，在所有的角点匹配对中可以选择位移最长

的匹配对来作为实际移动距离的最近似测量。 
最后，在获得了车辆在2维图像中的近似位

移 sΔ 之后，再利用计算机视觉单视几何[4]中的

单视测量方法，就可以获得车辆在3维空间的实

际位移 SΔ 。然后由实际位移 和相应的帧时

间差ΔT，即可求得车辆的实际运动速度。 
S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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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车辆移动距离在不同平面投影差值示意图 

Fig.5 Distance in different planes 

6 结  论 

本文使用图像处理的方法来对视频信号中

的运动目标进行了速度测量。与传统方法相

比，它不受外加设备条件的限制。同时与计算

机视觉中使用的3维重建方法相比，计算复杂性

也要低得多。 
但是，必须指出，针对本文的方法，特征

点的选择和匹配是关键，因为车速的准确测量

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针对视频信号的特

点，如何能够提高特征点提取的稳定性和有效

性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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