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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y(src_gray, result, 150, 450);

    Canny(src_gray, result, 50, 150);

ABOUT CANNY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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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屏幕区域（REGION OF INTEREST） 

void approxPolyDP(InputArray curve, OutputArray approxCurve,  

                  double epsilon, bool closed) 

/*curve,输⼊入⼆二位点集，vector<>或Mat 

 *approxCurve，多边形逼近的结果，类型应该和curve⼀一致 

 *epsilon,精度，原始曲线和近似曲线的最⼤大距离 

 *closed,if true，则曲线为封闭，否则不不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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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帧ROI相似度 

主要问题： 

1、光照问题 

2、摄影扰动导致的模糊 

3、任课教师头部的遮挡 

4、不同PPT因版式相同相似度高



比较两帧ROI相似度 

思路一、计算色彩直方图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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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二、SIFT

     Sift特征匹配算法主要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Sift特征的生成，即从多幅图像中提取对尺

度缩放、旋转、亮度变化无关的特征向量； 

第二阶段是Sift特征向量的匹配。 

     Sift特征的生成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构建尺度空间，检测极值点，获得尺度不变性； 

2、特征点过滤并进行精确定位； 

3、为特征点分配方向值； 

4、生成特征描述子。  
 当两幅图像的Sift特征向量生成以后，下一步就可以采用关键点特征向量的欧式距离来作为

两幅图像中关键点的相似性判定度量。取图1的某个关键点，通过遍历找到图像2中的距离最

近的两个关键点。在这两个关键点中，如果次近距离除以最近距离小于某个阈值，则判定为

一对匹配点。 



比较两帧ROI相似度 

思路二、SIFT

    总体来说，Sift算子具有以下特性： 

   （1）Sift特征是图像的局部特征，对平移、旋转、尺度缩放、亮度变化、遮挡
和噪声等具有良好的不变性，对视觉变化、仿射变换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2）独特性好，信息量丰富，适用于在海量特征数据库中进行快速、准确的匹
配。 

   （3）多量性，即使少数的几个物体也可以产生大量Sift特征向量。 

   （4）速度相对较快，经优化的Sift匹配算法甚至可以达到实时的要求。 

   （5）可扩展性强，可以很方便的与其他形式的特征向量进行联合。 

                         物体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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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二、S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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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二、SIFT

RANSAC算法做直线拟合 

优化模型 

去除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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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三、图像指纹

图像指纹和人的指纹一样，是身份的象征，而图像指纹简单点来讲，就是将图像
按照一定的哈希算法，经过运算后得出的一组二进制数字。

汉明距离（HAMMING DISTANCE） 

简单点说，汉明距离就是一组二进制数据变成另一组数据所需的步骤数，显然，
这个数值可以衡量两张图片的差异，汉明距离越小，则代表相似度越高。汉明距
离为0，即代表两张图片完全一样。



比较两帧ROI相似度 

感知哈希算法（Perceptual Hash Algorithm)。 

感知哈希算法是一类算法的总称，包括aHash、pHash、dHash。顾名思
义，感知哈希不是以严格的方式计算Hash值，而是以更加相对的方式计算哈
希值，因为“相似”与否，就是一种相对的判定。 

aHash：平均值哈希。速度比较快，但是常常不太精确。 

pHash：感知哈希。精确度比较高，但是速度方面较差一些。 

dHash：差异值哈希。精确度较高，且速度也非常快。



“
-Wikipedia

PERCEPTUAL HASHING

Perceptual hashing is the use of an algorithm that produces a snippet or fingerprint 
of various forms of multimedia. Perceptual hash functions are widely used in 
finding cases of 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s well as in digital forensics because 
of the ability to have a correlation between hashes so similar data can be found (for 
instance with a differing watermark). For example, Wikipedia could maintain a 
database of text hashes of popular online books or articles for which the authors 
hold copyrights to, anytime a Wikipedia user uploads an online book or article that 
has a copyright, the hashes will be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and could be flagged as 
plagiarism. This same flagging system can be used for any multimedia or text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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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哈希法(aHash) 

基于比较灰度图每个像素与平均值来实现的 

1.缩放图片，例如8*8，64个像素值。 

2.转化为灰度图 

3.计算平均值：计算进行灰度处理后图片的所有像素点的平均值 

4.比较像素灰度值：遍历灰度图片每一个像素，如果大于平均值记录为1，否则为
0. 

5.得到信息指纹：组合64个bit位，顺序保持一致性。 

最后比对两张图片的指纹，获得汉明距离即可。 

平均哈希算法不够精确，更适合搜索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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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哈希法(pHash) 

采用DCT（离散余弦变换）降低频率 

1、缩小图片：32 * 32是一个较好的大小，这样方便DCT计算 

2、转化为灰度图 

3、计算DCT：利用Opencv中提供的dct()方法，注意输入的图像必须是32位浮
点型 

4、缩小DCT：DCT计算后的矩阵是32 * 32，保留左上角的8 * 8，这些代表的
图片的最低频率 

5、计算平均值：计算缩小DCT后的所有像素点的平均值。 

6、进一步减小DCT：大于平均值记录为1，反之记录为0. 

得到信息指纹：组合64个信息位，顺序随意保持一致性。 

7、最后比对两张图片的指纹，获得汉明距离即可。



比较两帧ROI相似度 

差异值哈希法(dHash) 

1、缩小图片：收缩到9*8的大小，以便它有72的像素点 

2、转化为灰度图 

3、计算差异值：dHash算法工作在相邻像素之间，这样每行9个像素之

间产生了8个不同的差异，一共8行，则产生了64个差异值 

4、获得指纹：如果左边的像素比右边的更亮，则记录为1，否则为0. 

5、最后比对两张图片的指纹，获得汉明距离即可。 





“
-GitHub

DIFFERENCE HASHES

Dhash's (or difference hashes) are a way of calculating similarity between images. 
If two images have a similar dhash, then the likelihood is that they both are 
depicting the same image (albeit slightly cropped compresse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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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EVALUATION



反思与改进
➤ 误检比例理应进一步降低 

➤ 算法的自适应性不够优秀 

➤ dHash的选取使得Sim值过于分立，不利于分离 

➤ 对视频清晰度要求较高 

➤ 可以考虑补充图形界面，帮助用户选定间断点后自动分割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