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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HOG 特征和注意力模型的孪生目标跟踪算法
宋建辉 † , 孙晓南 , 刘晓阳 , 刘砚菊 , 于 洋
( 沈阳理工大学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159)
摘 要: 为提高跟踪算法在目标发生形变和被遮挡时的准确性，本文提出一种融合 HOG（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HOG）特征和注意力模型的孪生目标跟踪算法。首先，采用对 ResNet 残差模型改进后的 CIR 模型塑
造孪生目标跟踪网络的骨干网络，充分利用不同层次的特征图，同时加深网络。其次，融入 HOG 特征，增强网
络对图形几何变化的鲁棒性。再次，加入 CBAM 注意力模型，让网络能够在结合上下文信息的同时调节 HOG
特征在特征图中所占比例，增强特征图中的有效特征，弱化无效特征，使网络中各特征图发挥出最好的效果。最
后，定义算法的损失函数。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在 GOT-10k 数据集上进行训练后，能够在 OTB100 上获得
较好的跟踪效果，在该数据集中精确率和成功率分别达到 81.9% 和 60.6%。在目标物体发生形变和被遮挡的情
况下，所提算法仍能取得较好的跟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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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tracking algorithm when the target is deformed and occluded, a
twin target tracking algorithm integrating HOG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 HOG) feature and attention model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 the CIR model improved by ResNet residual model is used to shape the backbone network
of twin target tracking network, and make full use of different levels of feature maps to deepen the network. Secondly,
the HOG feature is integrated to enhance the robustness of the network to the geometric changes of graphics. Thirdly,
the CBAM attention model is added to enable the network to adjust the proportion of HOG features in the feature map
while combining the context information, enhance the effective features in the feature map, weaken the invalid features,
and make each feature map in the network play the best effect. Finally, the loss function of the algorithm is defin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achieve good tracking effect on OTB100 after training on
GOT-10k dataset, and the accuracy and success rates in this dataset are 81.9% and 60.6%, respectively. When the target
object is deformed and occluded, the proposed algorithm can still achieve better tracking results.
Keywords: Object tracking；HOG feature；Attention model；Siamese network；Feature fusion；Residual network

0 引

言

目标跟踪是计算机视觉技术中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智能视频监控、无人驾驶和人机交互等领域被广

跟踪算法在性能上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提出一种
既能确保准确度又能对这些客观情况鲁棒的目标跟
踪算法具有重要意义。

泛应用。在许多现实应用中，所需跟踪的目标主体

近年来，目标跟踪算法主要分为基于传统的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物体运动短暂离开画面、物

相关滤波方法和基于深度学习方法两大类。相关

体运动发生形变、其他物体遮挡等客观情况的存在，

滤波方法如：Henrique 等人提出的核相关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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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ized Correlation Filter，KCF）算法

[1]

制
、赵浩

光等人提出的在 KCF 算法基础上融合多特征的相
关滤波算法

[2]

、Martin Danelljan 等人提出的加入

尺度信息的相关滤波器跟踪算法 DSST

[3]

以及其优

与

决

策

1 骨干网络
1.1 ResNet 网络结构
在神经网络中，网络层数越多，获取的信息越
多，特征也越丰富。但是，He[11] 等人在实验中发现，

化算法 fDSST[4] 。这类算法通过使用学习到的相关

网络层数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网络准确度会出现饱

滤波器对候选区域特征图进行相关运算，虽然提

和，甚至出现下降。这是因为在网络训练时，随着网

高了跟踪效率，但该类算法仅考虑相邻帧间的相

络的加深，在梯度反向传播的过程中会出现梯度消

关特征信息，当目标出现漂移或遮挡时容易出现跟

失和梯度爆炸的问题。

丢问题。随着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在目标跟踪领

2015 年 ImageNet 大赛上，微软的 4 名研究者提

域，通过孪生卷积网络提取图像深度特征，并对特

出了 ResNet 结构（残差网络），该结构通过将卷积

征进行相似度衡量的方法，以其较高的实时性和准

结构的输入与输出进行特征融合的方式，简化了网

确度占据了重要地位。孪生网络结构是一种相似性

络的学习目标和难度。残差跳跃式的结构，打破了

学习网络，该网络具有两个网络分支，分别对模板

传统神经网络第 n-1 层的输出只能作为第 n 层输入

图像和搜索图像进行相同的卷积操作，并将检测后

的惯例，突破了当网络叠加到一定程度时效果变差

的两个特征图进行相似性计算以实现网络对目标跟

的局限，也为本文的目标跟踪算法提供了理论与经

踪的目的。该类算法有 Luca Bertinetto 等人提出的

验基础。

全卷积目标跟踪网络 SiamFC（Fully-Convolutional

1.2 CIR（Cropping Inside Residual）网络结构

[5]

、Bo

由于 ResNet 网络结构可以有效的解决卷积神经

Li 等人提出的加入 RPN 模型的孪生目标跟踪网

网络只能使用较少层数的问题，便有学者尝试将其

络 SiamRPN（High Performance Visual Tracking with

应用于目标跟踪网络中，但是因为这些被扩展到更

Siamese Region Proposal Network）算法 [6] 以及其优

深更广的网络结构主要是为图像分类而设计的，其

化算法 SiamRPN++ 算法 [7] 等。但是这些算法中的

在目标跟踪网络中的表现并不好。ResNet 网络结构

Siamese Networks for Object Tracking）算法

骨干网络大多还是使用 AlexNet 网络

[8−9]

，该网络

为了将不同层的特征图进行特征融合，加入了特征

层数较少，提取的特征是浅层的外观特征，缺乏深

填充。卷积的特征填充在模型训练中引起潜在的位

度特征。Zhipeng Zhang 等人提出了更深更宽的孪生

置偏差，使得当对象移动到搜索范围边界附近时，很

目标跟踪网络 SiamDW（Deeper and Wider Siamese

难做出准确的预测。CIR 网络结构的提出有效的解决

Networks for Real-Time Visual Tracking）[10] ，该算法

了这一难题。

对 ResNet 残差网络 [11] 进行了改进，在其后加入裁

CIR 网络结构在 ResNet 网络结构的基础上进

剪操作，消除了由于特征填充（padding）带来的目

行改进，在不同层间的特征图进行特征融合后根据

标偏移问题，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孪生目标跟踪算法

特征填充的大小对特征图进行裁剪，以此消除由特

中。改进后的网络虽然在精度上有所提升，但当图

征填充带来的影响。为了减少计算量，本文选用在

像中出现形变和被外界物体遮挡等问题时，算法的

“bottleneck”buiding block 结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

效果仍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种融合 HOG 特征
[12]

和注意力模型的孪生目标跟踪算法。该模型的创

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部分：（1）在 SiamDW 网
络基础上进行改进，将 CIResNet-22 结构作为骨干网
络，避免了 ResNet 结构中，由于特征填充带来的位
置偏差问题，同时加深网络层数，提升网络的检测
精度。（2）引入 HOG 特征，通过 HOG 特征对几何
形变能够保持良好不变性的特点，增强网络对目标
跟踪的鲁棒性。（3）融入注意力机制，使网络能够
结合上下文特征挑选出更有利于模型的特征，同时
也调节 HOG 特征在网络中的占比。

CIR 模型（Bottleneck_CI 模型）作为基本模型，并
选择叠加了 7 个 Bottleneck_CI 模型，共 22 个卷积层
的 CIResNet-22 结构作为骨干网络。
1.3 骨干网络架构
在目标跟踪网络中，算法需要有较高的实时性，
而孪生目标跟踪网络的计算负担主要来源于特征提
取的骨干网络，因此，选择一种较高性能且结构较
为轻量的骨干网络是一种能够在实时性和准确性中
找到平衡的便捷方法。本文在 SiamDW 网络的基础
上进行改进，该网络的基础模型是 CIR 模型，当 CIR
模型的堆叠由 16 个卷积层增加到 22 个卷积层的过
程中，网络精确率越来越高，但是当卷积层继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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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时，由于步幅的改变，图像感受野变大，网络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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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空间注意力模型

率开始降低，因此本文采用 CIResNet-22 结构作为骨

空间注意力模型（Spatial attention module），通

干网络。该网络具有 22 个卷积层，其中有两个 CIR

过利用输入特征图空间上的关系修改特征图。与通

模型部分，第一部分有 3 个 CIR 模型，第二部分有

道注意力模型类似的，该模型中也需要计算出一个

4 个 CIR 模型，其结构如表 1 所示。

权重矩阵，并用权重矩阵与该层特征图相乘得到下
一层输入。不同的是，该模型中的权重矩阵是基于

表 1 SiamDW-CHNet 骨干网络结构
模型

输出

模板图像

搜索图像

Channel

大小

大小

7×7Conv

64

64×64

128×128

2×2maxpool


1×1




 3×3  ×3


1×1


1×1




 3×3  ×4


1×1

32

24×24

56×56

卷积核

空间关系计算的。该模型分别在通道方向上对输入
的特征图进行最大池化和平均池化，并在通道方向
对两个输出做 concat 连接。其中，f7×7 是一个 7×7 大
小的卷积核，用该卷积核对池化后的特征图做卷积

Conv

CIR1

CIR2

操作，得到最终的权重矩阵。权重矩阵的计算如式
32

24×24

（2）所示。

56×56

Ms (F ) = σ(f 7×7 [AvgP ools (F ); M axP ools (F )])
32

5×5

S
S
= σ(f 7×7 [Favg
; Fmax
])

21×21

(2)

其中，FSavg ∈ R1×H×W 、FSmax ∈ R1×H×W 分别表示

2 融合 HOG 特征的注意力模型

将特征图在整个通道上分别进行平均池化和最大池

2.1 通道联合空间注意力模型

化后的特征图,AvgPools 为平均池化操作，MaxPools

注 意 力 模 型 （Convolutional Block Attention
Module，CBAM）[13] ，可以在卷积神经网络对图

为最大池化操作。
2.2 HOG 特征

像进行特征提取时，告诉网络应该关注哪里，并加

HOG 特征也称为方向梯度直方图特征，是计算

强这一部分的特征，抑制不必要的特征，从而优化

机视觉和图像处理领域目标检测的特征描述子。该

网络。

特征的核心思想是用光强梯度或边缘方向描述图像

2.1.1 通道注意力模型

中局部物体的外形。HOG 特征将图像分割成小的连

通道注意力模型（Channel attention module）
，通

通区域称为 cells，每个 cells 内生成一个方向梯度直

过利用输入特征图通道间的关系修改特征图。在给

方图，这些 cells 的组合即是对被检测目标的表示。

定输入特征图时，将注意力放在不同的通道上便有

由于 HOG 特征是在图像的局部单元上操作，且本

不同的意义。为了充分考虑到全局上下文信息，该

文 HOG 特征在对图像进行分割时采用圆环划分的

模型通过计算出各个通道所对应的权重值，并利用

方法，所以它对图像局部的几何变化和旋转能保持

权重值与相应通道的特征图相乘，使得网络突出对

较好的变性。同时，为了提高精确率，HOG 特征通

重要特征的表示。该模型对输入的特征图分别进行

过计算图像中一个较大区域的光强作为基准，并用

最大池化和平均池化，将特征图降维成两个向量，再

这个基准对该区域中的所有 cells 做归一化处理，从

[14−15]

分别将两个向量送入感知机（MLP）

中进行学

习，这两个向量共享一组权重值。感知机中输出的
向量相加后送入 sigmod 函数中进行能激活。权重向
量的计算如式（1）所示。
C

= σ(W1 (W0 (Favg )) + W1 (W0 (Fmax )))

(1)

其中，F∈ RC×H×W 为输入特征图，C、H、W 分
别为特征图的通道数、高和宽，W0 ∈ RC/r×C 、W1 ∈
RC×C/r 分别为感知机的学习权重，AvgPoolc 为平均
C
池化操作，MaxPoolc 为最大池化操作，FC
avg 、Fmax

分别表示空间的平均池化特征和最大池化特征，r 为
缩小率，。

2.3 融合 HOG 特征的注意力模型结构
在卷积神经网络中，算法不是针对图像的某一
种特征，而是对整个图像进行处理，因此其对于图

Mc (F ) = σ(M LP (AvgP oolc (F )) + M LP (M axP oolc (F )))
C

而使 HOG 特征对几何形变具有更好的不变性。

像中存在形变时的鲁棒性较差，在跟踪算法中容易
出现目标漂移的现象。结合 HOG 特征和 CBAM 注意
力模型的特点，本文提出一种将 HOG 特征与 CBAM
注意力模型相融合的模型，简称 CHNet 模型，其结
构如图 1 所示。该模型将 HOG 特征图与经过主干网
络 CIResNet-22 提取的特征图进行融合，由于 HOG
特征对于几何形变和旋转具有良好的不变性，对原
特征图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考虑到 HOG 特征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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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会弱化原特征图中一些特征的表示，该模型在

个特征图中的占比，同时加强原特征图中的有效特

两个特征图进行融合后使用 CBAM 注意力模型从中

征，弱化无效特征。

进行调节，进而使网络自己学习到 HOG 特征图在整

图 1 CHNet 模型结构图

CHNet 模型描述如下：

图像与搜索图像进行对比，找到相似度最高的候选

1）CHNet 模型的输入特征 F 为骨干网络的输出，

区域，以此完成对目标的跟踪任务。其中模板图像

即模板图像特征与搜索图像特征；

与搜索图像经过相似度函数计算后可得到一个响应

2）HOG 特征以向量形式存在，在对图像进行

图，在响应图中得分高的区域为目标区域，其余为

HOG 特征提取后，将其转化成二维矩阵形式。为了

背景区域。

更有效地提高 HOG 特征对网络的影响程度，对矩阵

3.2 本文目标跟踪算法框架

进行 3×3 卷积，使其通道数变为 32。

本文提出一种结合 HOG 特征和注意力模型

3）将经过 3×3 卷积操作后的 HOG 特征图与输

的 SiamDW 目 标 跟 踪 网 络 算 法 SiamDW+CBAM

入特征 F 进行 concat[16] 连接，并将连接后的特征图

+HOG，简称 SiamDW-CHNet 算法。其核心思想是，

送入通道注意力模型权重向量计算模型中计算权重

采用 SiamDW 网络作为主干网络，将输出的特征图

向量。将得到的权重向量与融合了 HOG 特征的输入

融合 HOG 特征，并通过 CBAM 注意力模型调节

特征 F 相乘，得到通道注意力模型的输出特征图。

HOG 特征图的占比，使其达到最佳效果。如图 2 所示

4）将通道注意力模型的输出特征输入到空间注

为本算法的网络结构图，网络结构描述如下：
（1）分

意力模型权重矩阵计算模型中计算权重矩阵，并将

别将模板图像和搜索图像输入到 SiamDW 骨干网络，

得到的权重矩阵与通道注意力模型的输出特征在各

该网络选择 CIResNet-22 结构，在 ResNet 网络模型

通道上进行对位相乘，得到最终的特征图。

的基础上，根据特征填充的大小对特征图进行裁剪

3 本文 SiamDW-CHNet 算法

操作，消除由特征填充带来的位置偏移影响，从而建

3.1 基于孪生网络的目标跟踪算法框架

立更深的网络结构，增强网络的泛化能力。
（2）分别将

孪生网络是一种成对的结构，由两个分支构成，

CIResNet-22 结构输出的两个特征图输入到 CHNet

这两个分支具有相同的网络结构。其中一个分支对

模型中。CHNet 模型融合了 HOG 特征和 CBAM 注

模板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另一个分支对搜索图像进

意力模型。CBAM 注意力模型可以让网络在结合图

行特征提取。

像的全局特征后，更专注于某一特征，从而达到联

在跟踪任务中，模板图像为跟踪目标，通常在视

系上下文信息的作用。结合 CBAM 模型，使得 HOG

频的第一帧中。搜索图像为视频的后续帧图像。在

特征的优化效果达到最佳。（3）将 CHNet 模型输出

孪生网络目标跟踪算法中，通过互相关函数将模板

的两个特征图进行互相关操作得到最终的响应图。

图 2 SiamDW-CHNet 算法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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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orce GTX 1080。本文在训练阶段，采用离线训练

在 SiamDW-CHNet 网络中，计算的是搜索图像

方式，从数据集 GOT-10k 的训练集中挑选出 8000 多

中的某一个区域是否和模板图像是同一个目标，如

个视频序列对网络进行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将

果是为正样本，否则为负样本。这实际是一个二分

epoch 设置为 50，并将 8 个数据设为一批，对网络

类问题，在正负样本上采用最大似然估计进行训练，

进行训练。测试阶段，采用视觉基准数据集 OTB100

本文采用 Logistic 损失函数，如式（3）所示。

对本文目标跟踪算法的成功率和准确性进行定量和

l(y, v) = lg(1 + exp(−yv))

(3)

其中，l(y,v) 是 score map 上某个点对应的损失
值，y∈[-1,1] 是该点的真实标签，v 是 score map 上
该点的预测值，采用一个目标候选图像和一个较大
搜索区域图像训练 SiamDW-CHNet 网络，定义 score
map 的损失函数为该图上每个点的损失值的平均值，
如式（4）所示。

1 ∑
l(y[o], v[o])
(4)
o∈M
M
其中，o 为 score map 中的点，M 为搜索图中的
L(y, v) =

定性分析。
4.3 实验结果分析
4.3.1 定量分析
本文算法在 OTB100 数据集上与算法 Siam FC、
SiamDW、fDSST、SiamRPN 做对比实验。使用从
GOT-10k 数据集中挑选出的数据进行训练后，在
OTB100 数据集中进行测试，本算法精确率为 81.9%，
成功率为 60.6%，相对于 SiamDW 算法分别提升了
6.9% 和 4.6%。5 个算法的精确率和成功率对比如图
3（a）、图 3（b）所示。

某一区域，当 L 大于阈值时该区域为正样本，否则
为负样本。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数据集
本文实验训练数据集采用 GOT-10k[17] ，该数据
集包含了 10000 多条视频，可分成 560 多个类别，目
标的边界框总计超过 150 万个。此外，本文在测试
时选用视觉基准数据集 OTB100[18−19] 对网络进行
进一步测试，该数据集对 98 个视频序列进行标记，
共包含 100 个目标。

(a) 5 种算法的精确率对比图

OTB100 数据集跟踪效果的评价标准是一次通
过评估（one-pass evaluation, OPE），该评估指标将
跟踪算法的输出结果与人工标注的真实值进行比较，
得出在不同阈值下算法的平均精确率和成功率，并
绘制出精确率图（Precision Plot）和成功率图（Success
Plot）
。其中，精确率表示的是，跟踪算法检测出的目
标框的中心点与人工标注目标框的中心点间的距离
小于给定阈值的视频帧数占总视频帧数的比例。成
功率表示的是，跟踪算法检测出的目标框与人工标
注目标框的重合率（Overlap Score，OS）大于等于给
定阈值的视频帧数占总视频帧数的比例。
4.2 实验环境与参数设定
本实验是在 ubuntu16.04.7 LTS 系统中进行的，
采用 Python3 编程语言和 pytorch1.1.0 框架对网络
进行编写，使用 GPU 加速。由于本算法的主干网络
选择了更深的网络，并且加入了 HOG 特征的计算，
算法的计算量加大，实时性有所下降，但其平均帧
率仍可达到每秒 35 帧左右。硬件环境 GPU 配置为：

(b) 5 种算法的成功率对比图

图 3 5 种算法在 OTB100 数据库中的对比

表 2 为 5 种跟踪算法在 OTB100 数据集测试中
的平均中心位置误差和平均重叠率的结果对比。中
心位置误差为跟踪结果与真实目标中心位置的欧氏
距离。从表 2 中可知，本文算法的平均中心位置误
差为 2.3，相较于另外 4 种算法，本文算法跟踪到的
结果与真实目标的中心位置更为接近。重叠率为跟
踪结果与真实目标的重叠比率。从表 2 中可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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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平均重叠率为 68.0%，相较于另外 4 种算法，

物体，此时三种算法还都能准确跟踪到目标物体，随

本文算法跟踪到的结果与真实目标的重叠比率最高。

着干扰物相对于目标物体的接近，从第 190 帧开始，

表 2 5 种算法的平均重叠率和平均中心位置误差

SiamDW 算法已经误将干扰物检测为目标，从第 191
帧开始，SiamFC 算法也对干扰物进行了误检，而本

跟踪器

平均重叠率

平均中心位置误差

fDSST

64.5%

4.0

SiamFC

67.0%

2.7

SiamDW

66.2%

3.0

SiamDW-CHNet

68.0%

2.3

SiamRPN

66.4%

2.6

文的 SiamDW-CHNet 算法仍能准确的跟踪到目标物
体。由此可见，本文算法始终可以有效提取目标特
征，而 SiamDW 和 SiamFC 受到其他物体干扰，无
法有效提取目标特征。
Coupon：该视频序列展示的是一双手将一张纸
币从另一张纸币上移开。该视频序列的主要难点在

4.3.2 定性分析
本文在 Walking2 和 Coupon 两个测试视频序列
中对本文算法、SiamDW 算法和 SiamFC 算法进行对
比试验，验证本文算法在目标发生形变和物体被外
界事物遮挡等情况下跟踪性能的提升。
Walking2：该视频序列展示的是一个人在长廊
里由近及远的行走，并不时有干扰物出现。该视频
序列的主要难点在于外界物体对目标物的遮挡以及
相似物体的干扰，导致在跟踪的过程中，跟踪器无法
正确跟踪到目标物体。本文在视频序列的第 153 帧、
189 帧、190 帧和 191 帧中，将 SiamDW-CHNet 算法
与 SiamDW 算法和 SiamFC 算法的跟踪结果进行对
比，如图 4 所示。在第 189 帧中，图像中出现了干扰

于目标物体出现形变且背景中有相似物体出现。本
文在视频序列的第 124 帧、131 帧、132 帧和 135 帧中，
将 SiamDW-CHNet 算法与 SiamDW 算法和 SiamFC
算法的跟踪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5 所示。在第 124 帧
中，由于纸币被折叠，SiamDW 算法受到干扰，无法
完整的将目标框出。从第 132 帧开始，相似物体出
现，此时 SiamFC 算法误将第二张纸币检测为目标。
在第 135 帧中，SiamDW 算法也将第二张纸币误检
成目标，而 SiamDW-CHNet 算法一直可以正确检测。
由此可见，SiamDW-CHNet 算法可以更精确的提取
目标特征，而 SiamDW 算法和 SiamFC 算法都很容
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

(a) SiamDW-CHNet 算法在 Walking2 序列上的测试结果

(b) SiamDW 算法在 Walking2 序列上的测试结果

(c) SiamFC 算法在 Walking2 序列上的测试结果

图 4 3 种算法在 Walking2 序列上的测试结果

(a) SiamDW-CHNet 算法在 Coupon 序列上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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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iamDW 算法在 Coupon 序列上的测试结果

(c) SiamFC 算法在 Walking2 序列上的测试结果

图 5 3 种算法在 Coupon 序列上的测试结果

本文通过使用一次性通过评估 OPE 的方法对
包括本文算法、未加 HOG 特征和 CBAM 注意力
模型的 SiamDW 算法、骨干网络使用 AlexNet 模型
的 SiamFC 算法、加入尺度信息的相关滤波器跟踪
算法 fDSST 算法和加入 RPN 结构的 SiamRPN 算
法在内的 5 个算法进行比较分析，并分别绘制形
变（Deformation，DF）属性的精确率曲线和成功率
曲线如图 6 所示、低分辨率（Lower-resolution，LR）
属性的精确率曲线和成功率曲线如图 7 所示、遮挡
（Occlumination，OCC）属性的精确率曲线和成功率
(a) 5 种算法在低分辨率属性下的精确率对比图

曲线如图 8 所示、快速移动（Fast Motion,FM）属性
的精确率曲线和成功率曲线如图 9 所示。

(a) 5 种算法在形变属性下的精确率对比图

(b) 5 种算法在低分辨率属性下的成功率对比图

图7

5 种算法在形变属性下的精确率和成功率对比图

(b) 5 种算法在形变属性下的成功率对比图

图6

5 种算法在形变属性下的精确率和成功率对比图

(a) 5 种算法在遮挡属性下的精确率对比图

7

控

8

制

与

决

策

成功率分别达到 98.0% 和 66.0%，高于 SiamDW 算
法、SiamFC 算法、SiamRPN 算法和 fDSST 算法，其
中相较于 SiamDW 算法的 83.5% 和 59.7% 分别提升
了 14.5% 和 6.3%。
（3）遮挡：图像中目标物体被外界事物遮挡，使
得目标物体无法完整的展现在图像中。这需要跟踪
算法具有结合全局上下文的能力，分析上下文特征
预估出目标物体可能出现的位置。本文在 OTB100 数
据集中对目标存在遮挡的视频进行实验分析，该数
(b) 5 种算法在遮挡属性下的成功率对比图

图8

5 种算法在遮挡属性下的精确率和成功率对比图

据集中共有 49 个视频中出现过目标物体被遮挡的情
况，在这部分视频中，通过 OPE 指标对本文算法性能
进行评估。从图 8 中可知，本文算法精确率为 74.6%，
成功率为 55.6%，高于 SiamDW 算法、SiamFC 算法、
SiamRPN 算法和 fDSST 算法，其中相较于 SiamDW
算法的 65.0% 和 49.3% 分别提升了 9.6% 和 6.3%。
（4）快速移动：图像中目标物体运动的切向速率
和法向速率的变化较大，帧间目标距离较大，给算法
的精确定位增加难度。从图 9 中可知，本算法在 OPE
评价指标下的精确率和成功率分别达到 77.1% 和
58.7%，高于 SiamDW 算法、SiamFC 算法、SiamRPN

(a) 5 种算法在快速移动属性下的精确率对比图

算法和 fDSST 算法，其中相较于 SiamDW 算法的
72.8% 和 56.3% 分别提升了 4.3% 和 2.4%。

5 总结
本文针对目标发生形变和受到外界物体遮挡时，
目标跟踪器跟踪效果较差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融合
HOG 特征和 CBAM 注意力模型的孪生目标跟踪网
络。通过在原有 SiamDW 网络中嵌入 HOG 特征和
CBAM 注意力模型，增强网络对目标发生形变和被
遮挡时的鲁棒性和结合上下文特征的能力。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提出的 SiamDW-CHNet 算法与未融合
(b) 5 种算法在快速移动属性下的成功率对比图

图 9 5 种算法在快速移动属性下的精确率和成功
率对比图

针对属性分析实验结果，分析如下：
（1）形变：当物体由于运动等原因，展现在图

HOG 特征和 CBAM 注意力模型的 SiamDW 算法和
使用 AlexNet 网络作为骨干网络的 SiamFC 算法相
比，网络模型更加稳健跟踪效果更好，在目标发生
形变和被遮挡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像中的不再是原本的形态时，跟踪算法需要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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