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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hor shot detection is a fundamental step for segmenting news video into stories. In this paper, a 
algorithm is developed for anchor shot detection based on face detection and SIFT. Face detection is first used to 
filter out the shots which do not have any face in the special area. Then, color histogram is used to judge whether 
two shots are similar, and the distinctive image features from scale-invariant key points are detected and matched to 
find groups of shots which may be anchor shots. Last, anchor shots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same prior 
information of anchor shots. Compared with other algorithms,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that the algorithm is based on neither the templates nor the learned classifiers. The method has been tested on many 
kinds of news video, which demonstrates its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face detection; color histogram; SIFT feature points; anchor shot detection; video analysis 

摘  要: 播音员镜头的检测是新闻视频结构化的关键步骤之一.提出了一种基于人脸检测与 SIFT 特征点匹配的

播音员镜头自动检测算法.该方法首先利用人脸检测器过滤出具有人脸的候选镜头,然后利用颜色直方图判断镜头

是否可能相似,再利用SIFT特征点匹配从候选镜头关键帧中找出相关的镜头组,最后利用各镜头组的信息判断出哪

些是播音员镜头.对比传统的方法,该方法除了训练一个通用的人脸检测器外,不需要模板,也不需要针对某类新闻

节目训练特别的分类器,可以直接利用算法对新类型的新闻节目提取播音员镜头.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广泛地

适应于各种不同种类的新闻节目、不同视觉质量的视频,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新闻视频分析. 
关键词: 人脸检测;颜色直方图;SIFT 特征点;播音员镜头检测;视频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 TP391   文献标识码: A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多媒体资源的制作、管理和传播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目前,每天都有大量

的视频资源产生,如何有效管理这些视频资源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视频结构化就是一种有效手段,它
通过对视频流进行分析处理,将视频组织成具有不同层次的特定信息,如关键帧、镜头、场景、片段和节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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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层次化结构为视频资源的有效管理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闻视频的结构特征比较明显,它是由一系列新闻条目构成.如何准确地定位每个新闻条目的起始时间点

即新闻条目分割,是实现新闻自动编目系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新闻节目的结构在时间序列上较为固定,通
常,播音员镜头和新闻内容镜头交替出现,由于新闻内容丰富多样,难以识别新闻内容镜头信息;而播音员镜头

内容变化不大,运动较小,且播音员镜头的开始通常就是一个新闻条目的开始,能够作为新闻条目分割的边界.
因此,对播音员镜头的检测成为新闻条目分割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已经存在的播音员镜头检测方法主要分为基于模板的方法[1−4]和基于聚类的方法[5,6]两种.文献[1]利
用关键帧时间和空间结构的先验知识建立播音员镜头模板,把候选播音员镜头和模板进行匹配,然后根据相似

度度量决定其是否为播音员镜头, 后根据整段新闻的时间信息确定真正的播音员镜头.文献[2]提出了一种基

于知识的二阶段模板匹配法用于新闻节目播音员镜头的检测.文献[3,4]首先利用非监督学习的方法提取出播

音员镜头的音视频模板,然后利用模板判断候选镜头其是否为播音员镜头.文献[5]利用颜色特征对镜头聚类,得
到候选播音员镜头类,然后利用人脸检测,滤除不存在大尺度人脸的候选镜头类, 后根据镜头时间序列规则得

到播音员镜头.文献[6]利用镜头的颜色特征基于自动聚类方法找出候选播音员镜头,然后根据播音员镜头出现

的时空特征,用神经网络分类器对候选播音员镜头进行确认. 
上述的两类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基于模板检测播音员镜头的方法缺乏通用性,不同种类的新闻节目需

要生成不同的模板,且当播音员在画面中的位置、大小或播音室环境发生变化时,该模板就可能失去作用;基于

聚类的算法对于某些在一个新闻节目中出现次数较少的播音员镜头类会出现漏检,而某些非播音员镜头重复

出现,其时空特征与播音员镜头相似,造成误检测[6].同时,基于聚类的算法还需要同一种新闻节目的长时间视频

作为训练集.例如,文献[6]中的方法需要一种新闻的 3个小时的节目作为训练样本.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

种基于人脸检测、视觉特征度量与 SIFT 特征点匹配的播音员镜头自动检测算法.该算法不需要模板,也不需要

针对某类新闻节目训练特别的分类器,算法能够广泛适应于各种不同种类、不同压缩质量的新闻节目. 
本文第 1 节详细描述算法的基本原理和处理流程.第 2 节利用实验验证算法的可靠性.第 3 节为结论. 

1   播音员镜头自动检测算法 

1.1   基本原理 

通过观察不同电视台的不同类型的新闻节目可以发现,新闻视频中播音员镜头具有一些普遍的规律: 
(1) 新闻节目有一位或两位播音员,具有同一个播音员的镜头在新闻中会出现多次,且具有同一个播音

员的第 1 个镜头和 后一个镜头之间的时间间隔比较大; 
(2) 播音员一般都是正面朝向观众,播音员的上半身都在镜头中,不同镜头中播音员的上半身一般只存

在一些小的差别; 
(3) 在一个新闻节目的播报过程中,播音员的衣着是不变的,但背景可能有较大的变化. 
根据上述规律进行播音员镜头检测,首先进行镜头关键帧提取,然后利用人脸检测对提取的镜头关键帧进

行过滤,去除检测不到人脸的镜头关键帧,同时,记录镜头关键帧中人脸的个数和区域.对于能检测到多于一个

人脸的镜头关键帧,通过人脸之间的空间关系判断是否可能为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对镜头关键帧的

某些特定区域提取视觉特征后,利用 SIFT 特征点检测算法在关键帧中通过人脸位置计算得到的播音员所在的

大致区域中检测 SIFT 特征点,以某些镜头关键帧为基准,基于视觉特征和 SIFT 特征点匹配,找出能匹配到足够

SIFT特征点的一组组关键帧作为候选的播音员镜头关键帧组.在进行SIFT特征点匹配前,利用基于颜色直方图

的图像相似度度量方法判断镜头关键帧是否可能相似,减少 SIFT 特征点检测和匹配的计算量.并且,利用包含

同一个播音员的第 1 个镜头和 后一个镜头之间的时间间隔比较大的规律,如果一组关键帧在视频中的时间

跨度大于某个阈值,就认为它们是播音员镜头的候选关键帧组;否则,认为它们不是播音员镜头关键帧. 后,综
合候选的只包含单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组和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组的信息,判断哪些 可能为播

音员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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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整个播音员镜头检测算法的流程.下面将对流程中的各个步骤进行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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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Processes of anchor shot detection 
图 1  播音员镜头自动检测流程 

1.2   镜头关键帧提取 

在进行播音员镜头检测之前,先对视频数据进行一次处理,筛选出可能包含播音员镜头的候选关键帧.然
后,在这些候选关键帧的基础上确定 终的播音员镜头关键帧.这样可以减少后续参加播音员镜头检测计算帧

的数量,大大降低计算量. 
我们对视频数据中的 I 帧进行处理来筛选关键帧.可以观察到,当视频从一般的视频帧(比如新闻内容)切换

到播音员镜头关键帧时,存在一些区域的颜色直方图特征应该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样,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关键区

域的变化来检测可能的播音员镜头关键帧的出现. 
我们取一个 3 帧长的时间窗口在 I帧序列中滑动,在一个窗口内,利用颜色直方图求交的方法分别计算前后

两帧与中间帧关键区域的相似度 sim(n,n+1)和 sim(n+1,n+2),根据预先设定的相似度阈值 Tc 来判断前后两帧是

否与中间帧相似,进而判断第 n+1 个 I 帧是否应选为候选关键帧.如果 sim(n,n+1)<Tc 并且 sim(n+1,n+2)>Tc,即第

n 个 I 帧和第 n+1 个 I 帧不相似而第 n+1 个 I 帧和第 n+2 个 I 帧相似,那么将第 n+1 个 I 帧选为候选关键帧,否
则不选第 n+1 个 I 帧为候选关键帧.然后,将窗口向下滑动一帧继续计算.这样,当窗口在整个 I 帧序列中滑过一

遍时,就得到了可能包含播音员镜头的候选关键帧序列,并且一次播音员出场只会有一个关键帧. 

1.3   镜头关键帧人脸检测 

播音员镜头中的播音员一般都是正面朝向观众,所以可以通过检测镜头关键帧中是否存在人脸来过滤出

可能存在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人脸检测除了可以大部分去除不可能含有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还可以通过定

位人脸在关键帧中的位置计算出提取视觉特征的区域以及检测 SIFT 特征点的区域. 
为了快速地在镜头关键帧中检测出有人脸的镜头关键帧,过滤、去除不存在人脸的镜头关键帧,我们利用

了基于 Haar 特征的 AdaBoost 算法[7,8].AdaBoost 算法是可以从基于 Haar 型特征的弱分类器空间中自动地挑选

出若干弱分类器组合成强分类器的统计学习方法.利用 AdaBoost 算法学习瀑布型人脸检测器. 
图 2 中的 F 区域是利用人脸检测算法检测出的人脸区域,人脸位置用(x,y,w,h)表示.其中,x 和 y 表示人脸区

域左上角在关键帧中的坐标,w 和 h 分别表示人脸区域的宽度和高度.利用人脸检测算法,除了可以过滤没有播

音员的镜头关键帧,当检测到一个以上的人脸时,还可以利用检测到的人脸位置判断关键帧是否为可能为同时

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设在镜头关键帧中检测到的两个人脸的位置分别为(x1,y1,w1,h1)和(x2,y2,w2,h2), 
且 x1<x2,人脸区域中心点的坐标分别为(

1 1
,c cx y )和(

2 2
,c cx y ),关键帧中心点的坐标为(xk,yk).镜头关键帧检测出的 

两个人脸的位置如果满足下面条件,就判断这个镜头关键帧为候选的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 
① (x1+2w1<xk) && (x2−2w2>xk); 
② (

1c
y <yk) && (

2cy <yk); 

③ (y1> 2cy
2cy ) && (y2> 1c

y ); 

④ ((fr×w1)<w2) && ((fr×w2)<w1),其中,fr=0.8; 
⑤ |(xk−x1)−(x2−xk)|<(w1+w2)/2. 
对镜头关键帧进行人脸检测处理后,定义两个集合 S1和 S2,其中,S1包含所有剩余的镜头关键帧,S2包含所有

的可能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S2 是 S1 的一个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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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key frame of an anchor shot 

图 2  播音员镜头关键帧结构 

1.4   视觉特征提取与相似度度量 

两个镜头关键帧是否相关,是通过匹配它们中的 SIFT特征点来确定的.SIFT特征点的提取和匹配的运算量

相对其他步骤是比较大的,为了尽量减少运算量,在提取和匹配 SIFT 特征点之前先计算两个镜头关键帧在视觉

特征上的相似度,只有相似度高的镜头关键帧才进行 SIFT 特征点的匹配.对于给定的阈值 Th,若第 i 帧和第 j 帧
的视觉特征距离 d(i,j)<Th,则提取和匹配这两个关键帧的 SIFT 特征点,否则认为这两帧不相似. 

我们利用颜色直方图作为关键帧的视觉特征.播音员镜头背景可能有较大的变化,利用关键帧图像的全部

区域提取颜色直方图作为视觉特征是不一定稳定的.不同人脸的颜色直方图大致相同,人脸区域的颜色直方图

没有区分能力,所以也不统计人脸区域的颜色直方图.但在一个新闻节目的播报过程中,播音员的衣着是不变

的,所以利用播音员的上半身区域的颜色直方图可以得到较稳定的视觉特征.同时,考虑到播音员的衣服中间部

分的颜色和两边的颜色经常是不同的,所以根据人脸位置计算出人体上半身的位置,除头部以外,把上半身的区

域分为 3 个同样大小的子区域,每个区域分别提取 HSV 颜色空间的颜色直方图来描述视觉特征.对于图 2 中的

人脸区域,D1,D2 和 D3 这 3 个区域就是相应的统计颜色直方图的区域. 
设第 j 帧中 Dn(n=1,2,3)区域归一化的颜色直方图为 histj,n(k),k=1,…,N,N 为颜色直方图 bin 的个数.利用直

方图相交的距离度量方法,则第 i 帧和第 j 帧的视觉特征距离为 
3

, ,
1 1

1( , ) 1 min( ( ), ( ))
3

N

i n j n
n k

d i j hist k hist k
= =

= − ∑∑ . 

由于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中播音员比较小,且这种镜头中播音员的大小可能是变化的,通过比较颜

色直方图不能作为判断关键帧是否相似的可靠标准,所以不对候选的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提取

颜色直方图,而直接利用 SIFT 特征点匹配来判断镜头关键帧是否相关. 

1.5   基于SIFT特征点匹配的相关镜头关键帧组检测 

1.5.1   SIFT 特征点的提取与匹配 
SIFT[9]特征描述子对图像的尺度变化和旋转是不变量,而且对光照和摄像机的三维视角变化具有一定的

适应性.同时,这些特征描述子还具有较高的区分能力.SIFT 特征描述子的良好性质使得它非常适用于匹配不同

图像中相同的物体或场景,基于 SIFT 描述子的匹配算法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目标识别、图像拼接等很多领域. 
不同播音员镜头的背景可能有较大的变化,但播音员的衣着是不变的,并且在播音员报道新闻时,播音员身

体基本保持不动,只有头或肩膀有一些小的运动,这些微小的变化不会影响到 SIFT 特征点的匹配.即便在有两

个人播音员的新闻节目中,有些播音员镜头中只有一个播音员,有些播音员镜头中有两个播音员,有两个播音员

的镜头中的播音员通常会比只有一个播音员的镜头中的播音员要小,但由于 SIFT 特征描述子对图像的尺度是

不变量,也能在这两种镜头关键帧播音员所在的区域中找到相互匹配的 SIFT 特征点.所以,在两个有相同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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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镜头关键帧中,可以在播音员的上半身和脸部找到相互匹配的 SIFT 特征点,而不用考虑播音员在不同镜头

中的大小.利用 SIFT 特征点匹配可以在一个镜头关键帧序列中找到候选的包含同一个播音员的一组镜头关 
键帧. 
1.5.1.1  SIFT 特征点的检测 

SIFT 特征点的检测包括 4 个步骤:① 尺度空间极值点的检测;② 极值点的精确定位;③ 计算特征点的主

方向;④ 生成特征点的描述子.DoG 算子为两个不同尺度的高斯核的差分与图像的卷积.利用 DoG 算子对不同

尺度大小的原始图像进行处理得到 DoG 图像,DoG 图像中极值点的值要比同一尺度的邻近 8 个像素以及相邻

的上下两个尺度对应位置的 9×2 个像素的值都大或都小.对每个极值点处理得到它的精确位置和尺度,并根据

稳定性度量标准剔除非稳定的极值点,剩下极值点就为 SIFT 特征点.在以特征点为中心的邻域窗口内采样,计
算邻域像素的梯度直方图,直方图的峰值位置则作为该特征点邻域梯度的主方向. 后,每个特征点用 128 维的

向量来表示,这样就得到了用于图像特征匹配的 SIFT 特征点描述符. 
对只可能包含一个播音员的候选镜头关键帧,则按照上述步骤在关键帧中的人脸区域和由人脸区域计算

出的 D1,D2 和 D3 区域中检测 SIFT 特征点,如图 2 所示.对可能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候选镜头关键帧,设人脸

的位置分别为(x1,y1,w1,h1)和(x2,y2,w2,h2),则在以(x1−w1,y1)为左上角坐标、宽(x2+w2)−(x1−w1)、高 3×min(h1,h2)的
长方形区域中检测 SIFT 特征点.电视台台标(见图 2 左上角)和新闻节目图标(见图 2 右下角)会长时间存在不同

的镜头中,检测 SIFT 特征点的区域必须排除这两个区域,避免不同镜头关键帧中,这些区域的 SIFT 特征点相互

匹配影响相关镜头关键帧组的检测. 
1.5.1.2  SIFT 特征点的匹配 

通过计算两个特征点的 SIFT描述符之间的欧氏距离作为 SIFT特征点的相似度度量,在某候选镜头关键帧

的全部 SIFT 特征点中,找出与基准镜头关键帧中某个特征点描述符欧氏距离 近和次近的两个特征点.如果

近的距离 d0 与次近的距离 d1 的比值 r=d0/d1 小于阈值 Tr,则表示基准镜头关键帧中该特征点与候选镜头关键帧

中距离 近的特征点匹配,否则,该特征点在候选关键帧中找不到匹配点.这种匹配方法简单快捷,但可能会产

生误匹配.不同镜头中播音员的上半身一般只存在一些小差别,对于两个有相同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它们之间

能够正确匹配的 SIFT 特征点在这两个镜头关键帧的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上的排列顺序是相同的.所以,为了排

除误匹配的特征点,利用这些相互相匹配的 SIFT 特征点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上的相对位置是否相同来排除

误匹配点.利用上述方法,如果两个镜头关键帧匹配的 SIFT 特征点个数小于给定的阈值 Ts,则两个镜头关键帧

不相关,认为这两个关键帧不可能有相同的播音员;如果匹配的 SIFT 特征点个数不小于给定的阈值,则认为两

个关键帧相关,可能有相同的播音员. 
1.5.2   相关镜头关键帧组的自动检测 

在第 1.3 节中,人脸检测处理后根据包含人脸的镜头关键帧的性质定义了两个集合 S1 和 S2,S2 是 S1 的一个

子集.我们分别利用基于 SIFT 特征点匹配的相关镜头关键帧组自动检测算法对它们进行处理,分别得到候选的

仅仅包含一个播音员的相关镜头关键帧组和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相关镜头关键帧组.提取 S1 和 S2 中相关的

镜头关键帧组的处理流程大致相同,如图 3 所示,只有几个步骤不同.下面将首先介绍处理的大致流程,然后介绍

对 S1 和 S2 进行处理的不同方面. 
假设要处理的镜头关键帧都预先保存在一个队列 Z1 中,用|Z1|表示队列中的镜头关键帧数.首先,从队列 Z1

中取出一个镜头关键帧 k,以镜头关键帧 k 为基准,遍历在队列中的其他镜头关键帧,基于 SIFT 特征点匹配寻找

与它相关的镜头关键帧.两个镜头关键帧是否相关,首先计算它们视觉特征的距离 d(j,k),如果 d(j,k)小于某个阈

值 Th,则它们可能相关,然后计算它们之间能匹配的 SIFT 点的个数.如果 k,j 中有一个为候选的同时包含两个播

音员的镜头关键帧,则不考虑视觉特征的相似度,直接计算它们之间能匹配的 SIFT 点的个数.如果能找到至少

Ts 个匹配的 SIFT 特征点,则认为两个镜头关键帧相关,取 Ts≥3[9].遍历完在队列 Z1 中的所有其他关键帧后,队列

Z3 中保存的镜头关键帧都是相关的镜头关键帧,认为它们是一类镜头,它们可能是播音员镜头.考虑到同一个播

音员的镜头在新闻中出现的间隔比一般新闻镜头的时间长,计算队列 Z3 中两两镜头关键帧间隔的 大值 t,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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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t≥Tt,则 Z3 中的镜头关键帧将作为候选的播音员镜头关键帧组;否则认为它们是不可能包含播音员的镜头关

键帧,可以丢弃不再考虑.当队列 Z3 中只有关键帧 k 本身时,我们定义 大间隔 t=0.反复利用上述方法寻找相关

的候选播音员镜头关键帧,直到 后队列 Z1 中剩余的镜头关键帧数不大于 m,m 是根据处理集合的不同而选择

的不同阈值. 
对 S1 中的镜头关键帧利用图 3 中的流程进行处理,取 m 为集合 S2 中的关键帧数,选择的基准镜头关键帧 k

为只可能包含单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在流程的处理步骤 p 中,把队列 Z3 中不属于 S2 的镜头关键帧作为一个

候选的只包含单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组保存下来,而把所有队列 Z3 中属于 S2 的镜头关键帧重新保存在队列

Z1 中.这样处理是为了处理某个播音员的镜头出现次数少的问题.处理后,将得到可能含有单个播音员的镜头关

键帧组 SCi,i=1,…,l.当 S2 不为空时,对 S2 中的镜头关键帧利用图 3 中的流程进行处理时,取 m 为 0,Tt=0,在处理

步骤 p 中,把队列 Z3 中所有的镜头关键帧作为可能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组保存下来, 后得到可

能同时含有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组 TCi,i=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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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Processes of detecting shot groups based on SIFT 
图 3  基于 SIFT 特征点匹配的相关镜头关键帧组检测流程 

1.6   播音员镜头的判决 

得到各种候选播音员镜头关键帧组 SCi(i=1,…,l)和 TCi(i=1,…,h)后,利用下面的方法对关键帧组进行判决: 
① 如果 l=0,判断没有检测到播音员镜头; 
② 如果 l=1,判断新闻节目中只有一个播音员,SC1 中的所有镜头关键帧为播音员镜头; 
③ 如果 l>1,h=0,则把处理中相互匹配的 SIFT 特征点数 多的那组镜头关键帧判断为播音员镜头; 
④ 如果 l=2,h=1,判断新闻节目中有两个播音员,SC1和 SC2中的所有镜头关键帧为单人播音员镜头关键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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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 中所有镜头关键帧为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 
⑤ 如果 l>2,h=1,不断取出 SCi(i=1,…,l)中的一个镜头关键帧 ki,然后与 TC1 中的镜头关键帧进行 SIFT 特征

点匹配,找到能够匹配的 SIFT 特征点数 少的那个镜头关键帧 kj,把包含 kj 的 SCj 中所有的镜头关键帧判断成

为非播音员镜头关键帧,l=l−1,直到 l=2.之后的处理同情况④; 
⑥ 如果 l>2,h>1,取出 TCi(i=1,…,h)中的一个镜头关键帧 ki,然后 ki依次与 SCi(i=1,…,l)中的一个镜头关键帧

进行 SIFT 特征点匹配,计算相互匹配的特征点数总和,找出总和数 多的那个镜头关键帧 kj,则把包含 kj 的 TCj

中所有的镜头关键帧判断成为含有两个播音员的镜头关键帧.之后的处理同情况⑤. 

2   实验结果 

为了测试算法的通用性和可靠性,我们选择了 7 种不同种类的 8 个新闻视频对算法进行测试,用于实验的

新闻视频,见表 1.表中形式如 n/m 的数据表示单人镜头数和双人镜头数,分别为 n 和 m,播音员镜头关键帧样本

如图 4 所示.中央 1 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镜头如图 4(d)所示,由于其背景有很多小屏幕不断显示不同的内容

而导致背景的视觉特征不断变化.从表 1 中可以发现,中央 1 台《新闻 30 分》和陕西台的《陕西新闻联播》都

只有 1 个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镜头.《新闻 30 分》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镜头中的播音员比只有一个播音员

镜头中的播音员小很多,如图 4(c)和图 4(g)所示.浙江卫视的《浙江新闻联播》中有 2 个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的

镜头关键帧,如图 4(a)和图 4(b)所示,但镜头中的播音员大小是不同的.《陕西新闻联播》由于视频压缩比大的

影响,提取的镜头关键帧整体比较模糊.从图 4 可以看出,不同新闻视频中播音员位置和大小是不同的,一个节目

的模板不能对其他新闻节目进行处理,基于模板的方法必须对不同类型的新闻节目提取不同的模板.新闻节目

1 和新闻节目 8 都只有 4 个播音员镜头,对这种播音员镜头数较少的情况,基于聚类的算法将导致漏检[6]. 
Table 1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detecting anchor shots 

表 1  播音员镜头检测结果 
Video Program name Nt Length (s) Nd Nf Nm Recall (%) Precision (%) Cost of detection (s)

1 CCTV news 2/2 1 800 2/2 0/0 0/0 100 100 83.773 
2 CCTV news 11/2 1 800 10/2 0/0 1/0 92.3 100 128.352 
3 News in 30 minutes 15/1 1 600 15/1 0/0 0/0 100 100 75.436 
4 Sports news 15/0 1 500 15/0 0/0 0/0 100 100 53.948 
5 International news 6/0 1 200 6/0 0/0 0/0 100 100 37.005 
6 Zhejiang news 11/2 1 200 11/2 0/0 0/0 100 100 89.591 
7 Xiashi news 10/0 930 10/0 0/0 0/0 100 100 60.701 
8 Shaanxi news 3/1 1 800 3/1 0/0 0/0 100 100 53.449 

Total  73/8 11 830 72/8 0/0 1/0 98.765 100 582.255 

       
(a)                        (b)                       (c)                        (d) 

       
 (e)                        (f)                       (g)                        (h) 

Fig.4  Key frames of anchor shots 
图 4  播音员镜头关键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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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Nt 表示提取的镜头关键帧中实际播音员镜头数,Nd 表示算法检测到的正确的播音员镜头数,Nf 表示误检

数 ,Nm 表示漏检的播音员镜头数 ,则召回率=(Nd/Nt)×100%,准确率=(Nd/(Nd+Nf))×100%.在实验中 ,Ts=3,Th=0.5, 
Tr=0.54,对 S1 中的镜头关键帧进行处理时,取 Tt=200s,表 1 为播音员镜头检测的实验结果. 

从表 1 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具有较高的检测性能.新闻视频 2 漏检一个播音员镜头是因为提取的镜头关键

帧中播音员的头扭到一边,只能看见播音员的侧面,人脸检测算法没能检测到人脸.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训练一个

侧面人脸的检测器解决,也可以对一个镜头提取两个不同时间点的关键帧,取出其中能检测到人脸的那个关键

帧进行后面的处理,其他处理步骤可以不变.对于新闻视频中播音员镜头较少的情况,基于聚类的方法可能导致

漏检,而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的方法对播音员镜头的个数有比较强的适应性.对于如中央 1 台新闻联播背

景由于有很多小屏幕而导致背景的视觉特征不断变化的情况,也能准确地检测到播音员镜头,算法受播音员背

景变化的影响较小.同时,本文的方法能够准确地检测出哪些镜头同时包含两个播音员,哪些镜头只有一个播音

员.在机器配置为 3.0GHz P4 CPU 1GB 的电脑处理全部 11 830s 的电视新闻节目,共需约 582.255s(不包括镜头

关键帧提取时间),能够应用于实际的视频分析系统中. 
表 2 引用了不同论文中播音员镜头检测算法的性能,作为本文算法与其他算法性能比较的一个参考.其中,

文献[2]利用通用的模板进行播音员镜头检测.文献[4]中的方法需要训练样本,其通过非监督学习的方法提取出

播音员镜头的音视频模板,用于判断候选镜头是否为播音员镜头.文献[6]利用镜头的颜色特征,基于自动聚类方

法找出候选播音员镜头,然后根据播音员镜头出现的时空特征,用神经网络分类器对候选播音员镜头进行确认.
文献[6]中的方法获得了较高的检测性能,但需要训练样本,训练和测试使用的是同一个电视台的新闻视频.本文

方法除了训练一个通用的人脸检测器外,不需要模板,也不需要针对某类新闻节目训练特别的分类器. 

Table 2  Performance measures for various anchor shot detection algorithms 
表 2  不同播音员镜头检测算法性能的比较 

 Proposed algorithm Ref.[2] Ref.[4] Ref.[6] 
Recall (%) 98.765 91.3 96.6 99.1 

Precision (%) 100 100 95.4 98.2 

3   结  论 

通过观察不同类型的新闻节目发现,播音员镜头中存在一些普遍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人脸

检测与 SIFT 特征点匹配的播音员镜头自动检测算法.算法首先利用人脸检测器过滤出可能包含播音员的候选

镜头,然后利用视觉特征判断镜头是否可能相似,再利用 SIFT 特征点匹配找出相关的镜头组, 后利用各镜头

组的信息判断出哪些是播音员镜头.本文方法除了训练一个通用的人脸检测器外,不需要模板,也不需要针对某

类新闻节目训练特别的分类器.实验结果表明,算法能够较为广泛地适应于各种不同种类的新闻节目、不同视

觉质量的视频,得到较满意的结果,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新闻视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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