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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缩域新时空特征的视频动作识别
江凯华，江小平 ∗ ，丁昊，石鸿凌，李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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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基于压缩域视频动作识别中精度偏低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压缩域视频动作识别新方法． 主要思路是

在提取压缩码流信息阶段，利用压缩视频的运动矢量和残差构造新时空特征． 新时空特征不仅具有运动矢量和残
差的时空关系，更兼备物体边缘清晰的特点．通过在动作识别主流数据集（ ＨＭＤＢ⁃５１、ＵＣＦ⁃１０１） 的验证，此方法计算
开销相比基于传统像素域的动作识别更小，识别精度相比基于视频压缩域的动作识别更高．实验表明：基于压缩域
的新时空特征具有了强时空关系和高信息密度等优点，能使视频动作识别的结果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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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基于压缩域的深度学习方法在视频动
作识别任务中表现出优异性能

［１］

． 这类方法降低了

原始视频的冗杂信息且提高了动作识别任务的识别

视频动作识别算法的不断改进，这类方法已从直接
使用粗糙的运动矢量和残差，发展至以运动矢量模

２０２０⁃０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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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并在光流的监督下获得良好的效果．随着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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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光流或以残差逼近原始图像． 在基于压缩域的视
频动作识别算法研究中，文献［ １］ 率先提出基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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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域预处理，去除无关背景噪声、偶然时间噪声，进
一步增加其信息密度；其四、运动特征从时间维度上

缩域的视频动作识别方法并取得良好的实验结果．

解释运动，颜色特征从空间维度上解释运动．具体细

该方法以像素域动作识别双流模型为基础，主要思

节将在下文详细展开． 基于新时空特征的压缩域视

路是利用压缩域特征替换像素域特征来完成模型的

频动作识别创新之处在于：在基于压缩视频的动作

训练．该文以 Ｉ 帧、 运 动 矢 量 和 残 差 为 独 立 特 征 的
“ 三流” 方法解释运动的思路启发了后续动作识别
算法研究．受生成对抗性网络（ ＧＡＮ） 和光流

［２］

识别背景下，提出利用压缩域运动矢量和残差生成
新时空特征的方法． 该特征融合运动矢量和像素残

的启

差的特点，有利于完成动作识别任务，并抵抗外部环

发，文献［３］ 设计了一个小型生成对抗性网络来完

境的干扰攻击． 该特征辨识度高、噪声低，既包含了

成动作识别任务． 该方法的主要思想是联合运动矢

运动矢量表征运动明确和残差目标轮廓清晰的优

量和像素残差对光流进行模拟，借此达到以假乱真

势，又减少了两者的不利之处．

的效果．该方法虽然增强了压缩域视频动作识别网
络的稳健性、差异性，但生成器和判别器的训练与光
流的提取无意间增加了计算开销，且未能大幅提升
动作的识别精度． 尽管在外部光流的监督学习下压
缩特征能提高动作识别的精度，但大幅增加的计算

开销也不容小觑．在近期的研究中，文献［ ４］ 又提出
了一种利用原始图像精炼运动矢量的方法，意在通
过原始图像的监督删除不可靠的运动信息． 实验结
果显示，该方法并未有效地处理运动矢量的噪声，且
其增大了网络的计算开销，对最终动作识别结果的
改善并不明显．

１
１．１

相关工作
压缩编码
在视频编码中，当前图像的每个像素块在之前

已编码图像中寻找一个最佳匹配块的过程称为运动
估计，它是减少视频序列冗余信息的有效方法 ［５］ ．其
中用于预测的图像称之为参考图像，参考块到当前

像素块的位移称为运动矢量（ ｍｏｔｉｏｎ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Ｖ） ，
其表示当前编码块与其参考图像中的最佳匹配块之

为了更好地利用压缩域特征的基本特性———信

间的相对位移，当前像素块与参考块的差值称为残

频动作识别提出了一种融合运动特征（ 运动矢量）

解码的基本单位．大多数现代编解码器将视频分为 Ｉ

息密度大、计算开销小，基于压缩域新时空特征的视

和颜色特征（ 残差） 的新时空特征视频动作识别新

差（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在压缩视频的过程中， 运动矢量是以
一个 １６ × １６ 像素的区域宏块为单位，是 ＭＰＥＧ⁃４ 编

方法．该方法首先过滤运动矢量与残差的干扰噪声

帧（ 参考帧） 、Ｐ 帧（ 预测帧） ． Ｉ 帧是常规 ＲＧＢ 图像，

息；其次利用这两种高信息密度特征，生成压缩域背

１．２

积神经网络中完成视频中人物动作的识别． 压缩域

ＲＧＢ 图像方法既有优势也有其劣势．首先，视频的信

（ 如背景、 孤立值等） 并充分提取其时间和空 间 信

景下的新特征；最后分别将相关特征输入到 ２Ｄ 卷
新时空特征去除了运动矢量和残差的噪声干扰，提
高了运动目标的精度，使网络更专注于运动本身，因
而对运动的对象表征更加明确． 对比主流像素域视
频动作识别方法，压缩域新时空特征方法在动作识
别精度相当甚至略好的情况下，计算开销却远低于
对方；对比其他基于深度学习的压缩域视频动作识
别方法，压缩域新时空特征算法的动作识别精度有
较为可观的提升，其网络训练却并不复杂．其优势在
于：其一、将运动矢量和残差联合建模，更有效地利

Ｐ 帧是残差帧且仅对运动矢量和残差进行编码．
压缩域视频动作识别

在以往的视频动作识别任务中，绝大多数基于

息密度非常低．一个分辨率为 ７２０ｐ、时长为 １ ｈ 的视
频可以从 ２２２ ＧＢ 压缩到 １ ＧＢ． 这些冗余信息使得
ＣＮＮｓ 很难提取有意义的信息，从而使其训练速度
降低．其次，仅针对 ＲＧＢ 图像的学习时间结构比较
困难 ［１］ ． 在文献［１］ 中，作者提出一种减少使用原始
帧的动作识别办法，其主要思路是使用压缩视频中
Ｉ 帧、运动矢量和残差将识别网络单独训练． 但是该
方法无法达到与双流方法接近的识别精度，主要原
因在于运动矢量的分辨率较低；其次，运动矢量和残

；运动矢量具有信息

差虽然高度相关，但都是由独立的网络来处理的．文

密度大、运动目的表征明确等特点；其二、而残差通

献［３］ 提出一种模拟光流的方法，虽然提高了识别

常与运动物体的边界很好地对齐，这比其他位置的

精度，但是也增加了独立网络的分支数（ 从文献［１］

用编码后的运动和颜色信息

［２］

运动更重要；其三、对运动矢量和残差进行传统的压

的 ３⁃ｓｔｒｅａｍ 到 ４⁃ｓｔｒｅａ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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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卷积神经网络的 Ｉ 帧视频人物动作识别和基于 ２Ｄ

新时空特征图像的生成

卷积神经网络的运动矢量视频人物动作识别．首先，

基于新时空特征的压缩域视频动作识别框架如

图 １ 所示．该框架主要包括 ３ 个模块： 基于 ２Ｄ 卷积
神经网络的新时空特征视频人物动作识别、基于 ２Ｄ

图１

Ｆｉｇ．１

提取压缩视频特征———Ｉ 帧信息、Ｐ 帧信息；其次，利
用 Ｐ 帧信息提取出运动矢量和残差且生成新时空

特征；最后，通过 ２Ｄ 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完成视频人
物动作的识别．

主体流程图
Ｍａｉｎ ｆ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

生成新时空特征的过程如图 ２ 所示． 首先提取

Ｐ 帧中的运动矢量和残差信息，参考文献［ １］ 分别

２．１

新时空特征的结构

对于传入的 Ｐ 帧流，首先利用 ＦＦｍｐｅｇ 分离运

对其进行累积操作；再对运动矢量进行时间和空间

动矢量和残差，再对二者进行预处理，然后将处理后

滤波处理，进一步提取其时间和空间信息；同时对残

的运动矢量和灰度残差以通道组合的方式合并成新

差进行灰度化处理，以减少无关噪声并提高其空间

时空特征．其中预处理过程包含有对运动矢量的累

信息密度．

积、空间和时间滤波等步骤，残差的预处理过程包含

关于生成的更多细节参考下文 ２． ５ 节． 由于压

缩域新时空特征具有高动作辨识度的运动表征，本
方法合理地利用了压缩视频的特征，从而使得其更
容易被捕获．

２．２

Ｆｉｇ．２

处理可以降低其不可靠部分 ［６］ ，使动作部分的特征

图２

新时空特征生成流程图

Ｎｅｗ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ｆ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

运动矢量流充满噪声和干扰，如孤立干扰块、背

景干扰块等

积的过程参考于文献［１］ ．对运动矢量和残差进行预
更具辨识度，进一步增加其信息密度．

运动矢量空间滤波
［７］

有残差累积、灰度化等步骤．其中运动矢量和残差累

，利用运动矢量的空间一致性可以减

少这些干扰噪声．对于运动目标，通常有一块连接的
非零运动矢量区域和一个相对较大的运动矢量数

值，因此：

（１） 如果运动矢量具有孤立的非零块或者小型

运动矢量块，则将其定义为噪声块；

（２） 当前运动矢量等于（ ０，０） 或（ １，１） 等微小

模值时，则将其定义为背景块；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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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当前运动矢量的空间相邻运动矢量超过半

数等于（０，０） 或（１，１） 等微小模值时，也将当前运动

对于噪声块，将其对应的运动矢量清零；对于非
噪声块，先给予保留．

矢量定义为孤立块；

将压缩域运动矢量预处理加入到深度学习网络

（４） 最后，将这一步骤所产生的噪声块、背景块

模型中的目的，在于增加运动矢量的时间一致性、空

对于噪声块、背景块和孤立块，将其对应的运动

有序地表征运动目标．毋庸置疑，这些预处理方法的

和孤立块所相关的运动矢量都设定为干扰噪声．
矢量清零；对于其他的运动矢量，先给予保留．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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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已经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充分地证明．

运动矢量时间滤波
在压缩域中前后帧中的运动物体相对于当前帧

具有位移，因而相邻帧的相同位置块可能导致与运
动物体边界相邻的少量运动矢量噪声残留

［８］

间紧凑性，减少运动矢量无关噪声，使运动矢量更能

，使原

２．４

累积残差的灰度化

像素残差的信息量并不完全低于 Ｉ 帧图像，且

相对于处理复杂的 ＲＧＢ 图像，网络处理灰度图更加
简洁．因此图像的灰度化处理有利于减少网络的计

始的运动矢量变得嘈杂． 如果原始运动矢量和其大

算量．灰度化后的图像将由三通道信息变为单通道

部分相邻块的运动矢量模值为零，那么当前运动矢

信息．残差累积的过程去除了部分干扰噪声，但是保

量是空间背景的概率极高． 基于运动矢量的空间紧
凑性和时间连续性，则有：

（１） 如果 ＮｕｍＮｏｎＭＶ（ ＮｕｍＮｏｎＭＶ 表示为当前

运动矢量的空间邻域内非零运动矢量的数量） 小于

留了运动目标的边缘轮廓信息，如图 ３ 所示，残差图
像被最大值灰度化后有利于模型对于该 “ Ｈａｍｍｅｒ
Ｔｈｒｏｗ” （ 单目标运动） 动作的判断．

类似于人体骨骼处理方法 ［９⁃１０］ 可应用于运动捕

阈值 ε，估计该运动矢量的空间紧凑性状态难以满

获以及动作识别与分析等领域，灰度化图像因为运

足并将其标记为噪声块；

动目标的本质特征没有发生变化，其轮廓信息没有

（２） 检查在前两帧中对应位置中的运动矢量是

改变，也可用于视频动作识别且不会增加其难度．正

否为零矢量；如果其中一个运动矢量是零矢量，假设

如电视机产业发展初期，人们只能通过黑白电视机

时间连续性条件不满足． 一旦运动矢量不满足空间

获取感兴趣的信息，虽然灰度图像没有色彩，却并没

紧凑型条件或时间连续性条件，则这些运动矢量将

有阻碍电视媒体信息的传播，且其传递的信息也并

被标记为噪声块．

非不准确．

２．５

新时空特征的生成

Ｆｉｇ．３

图３

单目标运动“ Ｈａｍｍｅｒ Ｔｈｒｏｗ” 对比图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 Ｈａｍｍｅｒ Ｔｈｒｏｗ”

明朗、运动特征愈发突出． 在运动矢量时间滤波中，

残差灰度化的目的在于降低残差的维度，即尽

既强调了它的时间连续一致性，又根据前两帧中运

可能地保存残差的有效信息且去除对于动作本身影

动矢量 有 效 地 去 除 了 当 前 帧 中 的 部 分 时 间 干 扰

响不是特别大的颜色信息． 但对于计算视觉任务而

噪声．

言，灰度化图像只能适用于物体与背景有较强对比

从空间关系上来看，运动矢量空间滤波则是减

的情况，或者说背景或物体的灰度比较单一．对于复

去了运动矢量的大量空间干扰噪声，突出了运动前

杂的前景目标，单纯的灰度图像则不能完全驾驭，这

景，弱化了背景，使得运动矢量更有效地表述了运动

也是灰度图像没有完全应用于视频动作识别任务的

目标的本体．

原因之一．
从时间关系上来看，残差由于在累积的过程中
层层叠加，导致残差原本微弱表示的动作轮廓逐渐

尽管有一些文章阐明图像灰度化后可以进行计

算机视觉任务 ［１１］ ，但在动作识别方向上，并没有找
到直接融合灰度残差和运动矢量两种特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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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提出新时空特征融合方法，将单通道的灰度残

新时空特征图像既融合运动矢量的时间关系，

差图与双通道的运动矢量图融合叠加成新的三通道

又兼顾残差和运动矢量的空间关系，满足动作识别

时空特征图像，如公式（１） 所示：
ＮｅｗＦ ∈ Ｒ Ｈ ×Ｗ × ３ ＝ ＭＶ ∈ Ｒ Ｈ ×Ｗ × ２  ＧＲ ∈ Ｒ Ｈ ×Ｗ × １ ．

所需要的时空性要求，且其具有原始像素无法表达

在公式（１） 中，ＮｅｗＦ 表示为新时空特征，其大小为
Ｈ ×Ｗ × ３；ＭＶ 表示为处理后的运动矢量流，其大小为

次，新时空特征减少了颜色信息的干扰，回归了动作

为 Ｈ ×Ｗ × １；其中 Ｈ 表示高度，Ｗ 表示宽度，１ 表示其

好时空关系，如图 ４ 所示．

（１）

Ｈ ×Ｗ × ２；ＧＲ 表示为灰度化后的累积残差流，其大小
为单通道，２ 表示其为双通道，３ 表示其为三通道．

Ｆｉｇ．４

图４

景噪声，保护了网络对于新时空特征的有效识别；其
发生的本质———矢量位移；最后，在没有花费较大计
算代价的情况下，新时空特征获得压缩域特征的良

多目标运动“ Ｈｏｒｓｅ Ｒａｃｅ” 对比图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 Ｈｏｒｓｅ Ｒａｃｅ”

在上述图中，运动矢量特征图表示运动的大概
区域和剧烈程度，灰度残差图清晰地表示出运动边
缘轮廓，而结合两者优势的新时空特征则充分表达
运动的显著性区域和动作的清晰轮廓，极大地有利
于网络对动作的识别和判断．

３

的效果．这是因为首先预处理减少了大量的无关背

理结束后，生成新时空特征；最后将处理后的运动矢

量和新时空特征送入 ２Ｄ 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其中，
压缩视频及其数据的处理基于 ＦＦｍｐｅｇ 平台．根据文
献［１］ 中的结论，将丢失率设置为 ０．８５，初始的学习
率设置为 ０．０１，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 设置为 ４０，在迭代 ５１０ 次
后停止训练．

实验过程及结果
实验使用的数据集来源于经典视频动作识别数

据集：ＵＣＦ⁃１０１ 与 ＨＭＤＢ５１． ＵＣＦ⁃１０１ 包含来自 １０１
个动作类别的 １３３２０ 个视频；ＨＭＤＢ⁃５１ 包含来自 ５１

个动作类别的 ６７６６ 个视频．这两个数据集都被分成

大部分视频动作识别文献 ［１，２，４，１２］ 均将视

频级预测作为 ２５ 帧图像预测的平均值（ 在视频中
均匀采样 ２５ 帧） ． 每一测试帧图像中均有 ５ 次裁剪
和 １ 次翻转，即在网络模型一测试帧图像都有 １０ 种
预测结果，这是底层网络 ［１３，１４］ 设计的结果．最后使用
后端融合方法得出最终预测结果．

３ 个 ｓｐｌｉｔ（ 每个 ｓｐｌｉｔ 有其对应的训练集、测试集） 进

３．２

率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实验结果．

与文献［１］ 提出的 ＣｏＶｉＡ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Ｖｉｄｅｏ Ａｃｔｉｏｎ

行实验，本实验通过计算同一数据集 ３ 次实验准确

３．１

实验设计

使用 ＭＰＥＧ⁃４ 视频编解码标准，每一个视频被

分为若干个 ＧＯＰ（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ｉｃｔｕｒｅ） ，每一组 ＧＯＰ 中
包含有 １ 个 Ｉ⁃ｆｒａｍｅ 和 １１ 个 Ｐ⁃ｆｒａｍｅｓ，且所有的视频
都被重新定义为 ３４０ × ２５６ 大小． 网络模型运行在基
于 Ｕｂｕｎｔｕ１６．０４ ｄｅｓｋｔｏｐ 的普通机柜式服务器，其包
含的显卡为英伟达 ＲＴＸ ２０８０Ｔｉ．在训练的过程中，参
考了 ＣｏＶｉＡＲ １ 的模型，对 Ｉ⁃ｆｒａｍｅ 使用 Ｒｅｓｎｅｔ１５２ 网
络，对新时空特征和运动矢量使用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首
先，预处理过程的加入对运动矢量在时间和空间关

系上进行改善———弱化背景、突出前景；其次运动矢
量和残差累积操作———去除孤立、边缘噪声；在预处

实验结果

在融合新时空特征、运动矢量和 Ｉ 帧的结果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方 法、 文 献 ［ ３ ］ 提 出 的 ＤＭＣ⁃Ｎｅｔ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ｕｅｓ Ｎｅｔ） 、 文 献 ［ ４］ 提 出 的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ＭＶ（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Ｖｅｃｔｏｒ） 、 文献 ［ ８］ 提出
的 ＴＳＮ（ Ｔｗｏ⁃ｓｔｒｅａｍ ＋ Ｆｌｏｗ） 、文献［ １５］ 提出的 Ｃ３Ｄ
（３Ｄ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文献［１６］ 提出的
Ｒｅｓ３Ｄ 等多种方法进行对比． 表 １ 给出了不同方法
计算的复杂度和数据集 ＨＭＤＢ⁃５１ 精度对比，其中
ＧＦＬＯＰｓ 越大则网络的计算复杂度越大，Ｏｕｒ 则是指
融合 Ｉ⁃ｆｒａｍｅ、ＭＶ 和 Ｎｅｗ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的结
果．因为 ＤＭＣ⁃Ｎｅｔ 用到了光流和 ＧＡＮ 网络，所以其
在实际训练网络过程中的 ＧＦＬＯＰｓ 将会远远大于其
他方法．表 ２ 给出了不同方法在数据集 ＨＭＤＢ⁃５１ 和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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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Ｆ⁃１０１ 精度对比． 从表 １ 和表 ２ 看出在网络模型

表２

相同的情况下，本方法的精度高于 ＣｏＶｉＡＲ 的精度；

Ｔａｂ．２

虽然精度略低于 ＤＭ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但其模型的计算复

ＲｅｓＮｅｔ⁃５０

卷积神经网络算法模型 Ｃ３Ｄ ［１５］ 、Ｒ３Ｄ ［１６］ 相比，本文

ＣｏＶｉＡＲ

所示．

Ｍｏｄｅｌ

Ｔｗｏ⁃ｓｔｒｅａｍ ＋ Ｆｌｏｗ

ＧＦＬＯＰ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 ｏｆ ＨＭＤＢ⁃５１

ＨＭＤＢ⁃５１

８３．４

４６．７

４８．９

９０．４

［１］

ＤＭ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３］

不同方法计算的复杂度和 ＨＭＤＢ⁃５１ 的精度对比

ＵＣＦ⁃１０１
８２．３

［１４］

ＲｅｓＮｅｔ⁃１５２ ［１４］

的算法模型计算开销远远小于它们，更有效，如图 ５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 ｏｆ ＵＣＦ⁃１０１ ａｎｄ ＨＭＤＢ⁃５１

Ｍｏｄｅｌ

杂度仅是 ＤＭ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的 ０．１３６２ 倍． 与主流的 ３Ｄ

表１

数据集 ＵＣＦ⁃１０１ 和 ＨＭＤＢ⁃５１ 的精度对比

［１２］

Ｏｕｒｓ

５９．１

９０．９

６２．８

８８．０

５９．４

９０．６８

６０．３１

ＧＦＬＯＰｓ ／ 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 ％

ＲｅｓＮｅｔ⁃１５２ ［１４］

１１．３

４６．７

ＨＭＤＢ⁃５１ 和 ＵＣＦ⁃１０１ 上的识别效果． 在表 ３ 和表 ４

Ｒｅｓ３Ｄ ［１６］

１９．３

５４．９

特征在 Ｒｅｓｎｅｔ１８ 网络模型的实验结果，Ｒｅｆｉｎｅｄ ＭＶ

ＲｅｓＮｅｔ⁃５０

３．８

［１４］

３８．５

Ｃ３Ｄ ［１５］

ＣｏＶｉＡＲ

［４］

Ｏｕｒｓ

８．５

５９．６９

４．２

６０．３１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ＭＶ

Ｔａｂ．３

Ｓｐｌｉｔ１

［１］

型的实验结果，Ｏｕ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指的是新时空特征的测
试结果．如表 ３、４ 所示本方法比其他方法更优．
数据集 ＨＭＤＢ⁃５１ 的精度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ＨＭＤＢ⁃５１
Ｓｐｌｉｔ２

Ｓｐｌｉｔ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４１．６３

３９．０２

４２．８１

４１．１５

３８．２４

３９．６９

４０．６５

３９．５３

３７．８

［４］

３８．７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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