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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像匹配仿真的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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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影响景像相关匹配精度的各种误差因素 ,并给出它们的误差仿真模型 , 该模型可以适应飞行姿

态 、飞行器特性 、天候等条件变化时的匹配概率估计 ,并可以与图像特征参数分析方法相结合。实验验证了该

模型的有效性 ,且可以快速地给出景像图的适配性估计图 ,用于飞行器的航迹规划。

关键词:景像匹配;匹配概率;仿真模型;航迹规划

中图法分类号:TP751

　　景像匹配技术(DSMAC)广泛用于自动飞行

器的导航 ,特别是一些地形匹配(TERCOM)不能

提供足够的制导精度的场合。它通过 CCD相机

或合成孔径雷达(SAR)获得二维图像信息 ,与参

考图作相关匹配 ,产生实时飞行控制数据 ,来更正

飞行器上惯性导航系统(INS)的误差。自动飞行

器在空中飞行的轨迹可以看作是一个点到点的三

维路径。典型的航迹规划系统由一系列三维坐标

点组成 ,如转向点 、爬升点 、俯幅 、导航点等 ,这些

信息保存在机载计算机上 。每个候选点都需要经

过仔细的选择 ,希望飞行器飞行航迹尽可能避免

飞行风险(如山脉 、高层建筑等);同时要周期性飞

越强特征景像区 ,景像匹配系统可以更新位置信

息 ,调整飞行策略。

景像匹配导航系统更新的频繁度和精度由以

下因素决定:①惯导系统本身的性能;②地形匹配

系统的精度;③飞行器的飞行时间和距离;④飞行

器必须经过的匹配(区)点的位置精度。尽管已经

发现了一些特征(轮廓特征 、强边缘特征)与景像

相关的有效性有关 ,但迄今为止 ,仍然缺乏一个有

效的参数方法准确地评价某个候选点的景像相关

有效性。而常规的相关分析 ,由于运算量过大 ,匹

配过程中很多参数难以准确确定 ,限制了其实用

价值 。

本文分析了各种可能导致景像匹配性能的因

素 ,提出了描述每一种因素的误差模型 ,得到了一

个容易实现的景像匹配的仿真系统 。最后给出了

实验结果 ,通过与参数方法相比较 ,证明二者结合

将是一种有效的景像适配性评价方法。

1　景像匹配仿真系统的要素

从定性的角度看 ,景像匹配系统性能是信噪

比的函数 ,事实上 ,严格描述相关匹配技术中的信

噪比定义是不可能的 。信号的实测图取自低飞的

机载 CCD 相机 , 而噪声来源是多方面的 。文

献[ 1]给出了一个成像模型 ,分析了成像系统的各

种噪声/能量来源。实测图与参考图获取过程中 ,

如果传感器工作在可见光和红外波段 ,所获得的

实测图像可能因天气 、沙尘或烟变得模糊不清。

而参考图来自高飞的卫星的照相机 ,因此各种不

同成像设备在不同的高度和成像条件下获得的图

像 ,容易造成它们的灰度乃至结构的失真和变化。

所有这些都将对景像匹配性能造成不利的影响。

Monte_Carlo 方法广泛用于各种仿真系统 ,为

评价景像匹配的适应性 ,需要预先获得以下资源。

1.1　真实的景像图

为了评价一个景像匹配系统的性能 ,任何一

幅数字景像图都看作具备真实景像特性的图片 ,

尽管其中可能包含一定的误差 ,尤其在数字化过

程或制图过程中 ,但还是可以认为反映了景像的

主要特征。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 ,用航片作为真

实的景像图 ,相当于飞行器上的机载参考图;同时

与误差模型相结合 ,用于模拟实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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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误差模型

景像匹配系统的性能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

的 ,归纳起来 ,起主要作用的包括以下几方面 。

1.2.1　制图误差模型

获取原始图像时 ,高空飞行器取得数据的数

字化过程中会产生量化噪声。在本文的仿真方法

中 ,笔者用一个二阶或三阶马尔柯夫过程来描述

制图误差 ,并假设满足统计平稳和各向同性 。马

尔柯夫过程的参数 ,如标准差 ,其相关距离必须反

映机载参考图的成像误差 。

文献[ 2]给出了一种用于地形匹配系统的制

图误差模型 ,同样可以用于景像匹配系统的误差

模型 。图 1表示了用频域方法产生制图误差样本

序列的方法。制图的误差可用二维功率谱密度函

数表示 ,每个频率的分量的幅度是随机相位 ,用逆

付利叶变换(IFFT)来产生代表制图中误差的样

本。误差样本与真实的景像图相加 ,代表机载的

飞行计算机的参考图像。

图 1　成像误差模拟图

Fig.1　Synthetic Image Erro r Sample

Generation Approach

　　这个模型的突出优点表现在:①可以依据不

同数据来源和制图技术 ,任意调整模型的参数;

②产生的误差图像可以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被

任意放大或缩小 ,用于不同的目的;③产生的图像

误差可以周期性扩展 ,因而不受图像大小限制 。

另一方面 ,误差可能受随机噪声和尺度因子 、

飞行姿态等的影响 。尺度因子影响可以用插值 、

重采样的方法模拟 ,飞行姿态的影响可用围绕不

同轴的旋转因子来模拟。

1.2.2　天候模型

从地面场景中获取光学信息 ,该数据可能随天

气 、季节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可以用天候模型去

模拟。文献[ 4]根据 Phong 照射模型 ,从景像生成

机理出发 ,研究了不同时间条件下参考图和实测图

的差异 ,并提出了物理校正的方法。这一方法也可

用于模拟同一景像不同时间的实测图 。

文献[ 1]分析了自然场景下的图像天候模型 ,

提出了图像的区域归一化灰度不变性 ,并给出了

把一种天气条件下的图像模拟成另一种天气条件

下的图像的方法:

f ij(t)-f(t)
σ(t)

=
rij(t)-r

σ
=
ρij -ρ
σρ

(1)

式中 , f ij(t)为图像上(i , j)点的灰度值;r ij(t)为

图像上(i , j)点的灰度值;ρ, σρ分别为区域上的

反射率的均值和均方差。定义图像的反射率图像

为:

P ij =(ρij -ρ)/σρ (2)

则反射率图像仅仅取决于物体表面的反射率 ,对

于不同时间 、不同天气 、不同成像系统等条件下拍

摄的同一场景的图像来说 ,当场景中的物体不发

生改变时 ,可以认为是相同的 。利用这种不变性 ,

可以预测和模拟不同天候条件下的图像灰度 。区

域的划分可以借助图像分割和理解的方法 ,根据

较为明显的边缘来划分 ,如建筑物 、道路 、河流等

的分界线 。

1.2.3　CCD相机误差模型

CCD相机可以直接获取图像数字信号 ,可以

按不同的方式配置构成一系列可应用于电视和图

像数字化目的的小型而稳定的固态摄像机。这类

相机对光学成像系统获取的信息 ,不会产生几何

畸变 ,而且对光的响应是高度线性的 ,因而常常作

为多种图像传感应用的首选设备。CCD 相机同

样存在噪声 ,如暗电流 、读出噪声 、光子噪声等。

这些误差在曝光时间短 、亮度低或强曝光情况下 ,

将影响获取图像的质量。此类噪声可以用一些低

能量的尖峰脉冲形式的噪声模拟。

1.2.4　气压惯导误差模型(INS)

气压惯性导航系统的误差通常是缓慢变化的 ,

一般的 ,用一个长时间常数的马尔柯夫过程来建

模。由于同惯导系统时间常数相比 ,景像匹配的修

正间隔相当短 ,因而可以假设气压惯性导航系统的

高度误差为一个固定的偏移。类似地 ,惯导的高

度 、经度和纬度可以用相似的偏移来建模。

1.3　匹配算法

各种不同的景像匹配算法 ,如灰度相关 、边缘

相关放置在景像匹配算法框中 ,用于比较与评价

算法的性能。大量的实验表明 ,去均值归一化灰

度互相关算法和去均值归一化边缘强度互相关算

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

去均值归一化灰度互相关算法为:

设参考图为 Gr ,其大小为 Mr ×N r ;实测图

为 Gs ,其大小为 Ms ×N s ,且 Ms <N s , Mr <N r 。

参考图中以(u , v)为左上角 、大小为 Ms ×N s 的

子图 Gr(u , v)与实时图的灰度图 Gs 间的去均值

归一化互相关度量ρ(u , v)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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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u , v)=∑
M
s

i=1
∑
N
s

j=1

Gr(i +u , j +v)-Gr(u , v)· Gs(i , j)-Gs

∑
M
s

i=1
∑
N
s

j=1
Gr(i +u , j +v)-Gr(u , v)

2 1/2
· ∑

M
s

i=1
∑
N
s

j=1
Gs(i , j)-Gs

2 1/ 2
(3)

　　去均值归一化边缘强度互相关则是将上述算

法中的实测图 、参考图的灰度图替换为它们所对

应的边缘增强后的图片 ,按式(3)来计算即可 。该

算法在弱信噪比条件时 ,表现出较好的性能。

2　仿真过程

综合以上的误差模型 ,可以得到一种仿真方

法 ,该概念化的框架可以精确描述景像匹配系统。

仿真的主要目的是评价一个选择的地理点 ,在条

件变化时(如飞行路线的角度 、与初始位置的不确

定性)景像匹配系统的性能。景像匹配仿真框图

如图 2所示。

　　对每一种情况 ,先创造一个机载的景像图的

样本 ,尺寸为 512×512 ,由真实景像图和制图误

差求和得到。任意选择一点作为候选点 ,考虑机

载图的中心点像素(256 , 256),将其定义为评测

点。而飞行角度只能选择水平或垂直两个方向 ,

这是由景像匹配系统决定的。

图 2　景像匹配仿真框图

Fig.2　Block Diag ram of DSMAC Monte_Carlo Simulation

　　飞行器正常的航迹假设必须经过测试点 。由

于考虑惯性导航陀螺仪的漂移 ,真实的航迹将在

横向和纵向方向产生漂移。在一个批次实验时 ,

每次的区别在于初始位置的不确定性。本研究

中 ,初始经度 、纬度的不确定性用高斯分布来模

拟 ,标准差为 6个像素。

在每次测试过程中 ,首先计算出传感器测量

值。传感器的测量值由两部分组成:相机的成像

误码率差和天候的影响。判断实测图与参考图的

相关性用归一化灰度互相关技术。如果计算出的

匹配点与真正轨道偏差 1个以上像素 ,判断实验

失败 ,否则成功。成功匹配的次数与整个实验次

数的比值表示成功率 。为了描述这种方案的性

能 ,笔者设计了一个实验 。具体步骤如下:

1)在图片上选择一个待测点;

2)决定飞行方向和 DSMAC 所用的空间大

小;

3)产生 N 次传感器测量误码率差;

4)对于每次实验 ,加入一固定的偏移量给飞

行路径;

5)计算估计匹配点 ,如果匹配点在考虑 INS

误差后 ,在一个像素差内 ,判断试验成功;

6)计算 N 次试验的成功率 。

对于每一个待测点 ,成功率反映了点的适配

性 ,这是一个多参数输入的函数。输入至少应包

括飞行角度和初始位置的不确定性 ,这些决定了

景像匹配实测图的尺寸。

3　实验结果

本文用一幅 512×512 的灰度图来作为真实

景像图 ,图 3是该区域的灰度图 ,相当于机载的参

考图 。图 4是应用误差模型加噪声的图片 ,相当

于实测图。匹配方法是采用式(3)给出的去均值

归一化灰度互相关方法 ,匹配窗口大小为 36×

36。实测图在参考图内逐行逐列计算配准点 ,标

记出的仿真结果如图 5所示。

　　每次匹配实验时 ,参考图和实测图的相对位

置靠模拟 INS 的误差产生 。图 5 中的白色点代

表匹配概率大于90%的点。比较图5和图3 ,DS-

MAC适配区域同人眼视觉中有明显特征的部分

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且这种算法还可同文

献[ 3]中统计分析的方法相结合 ,能有效减少搜索

空间 ,为飞行器航迹规划提供有效的解空间 ,加快

航迹规划系统的预处理过程。这种方法已经成功

应用到飞行器航迹规划的原型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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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参考景像图　　　　　　　　图 4　模拟实测景像图　　　　　　　　图 5　DSMAC 仿真结果

F ig.3 Reference Scene Image Map　　F ig.4 Simulating Sensed Scene Image　　Fig.5 Result o f DSMAC Simulation

4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景像匹配仿真模型和 DS-

MAC 仿真算法 ,用 Monlt_Carlo 仿真来评价景像

匹配的概率 ,各种参数可以灵活设计 ,相关匹配算

法可以自由选择 。实验结果证明 ,该仿真算法具

有有效性和灵活性 。而且由于各单元的相对独

立 ,可方便引入并行计算来实现各子区的适配性

分析 。而其中涉及的天候模型等还有待在今后的

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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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 tal scene matching area co rrelation(DSMAC)is a technique that has been proven to

be highly successful as a navigational aid for autonomous ,unmanned guided vehicles.In order to e-

valuate the scene co rrelation suitabili ty or a performance of DSMAC algo rithm ,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scene simulation model.

Terrain contour matching (TERCOM)provides real_time fight cont rol data and one dimen-

sional height data for period near real_time position update of the vehicle' s inert ial navig ation sy s-

tem (INS).Because the erro r of TERCOM is not sufficient to decide the area , the more exact two_

dimensional navig ation update technique DSMAC is use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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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well understood that the periodic update and the quantity of DSMAC navig at ion updates

required is the function of:① the performance of gyro in the INS.② the flig ht time of mission ,

and ③ the precision with w hich the unmanned vehicle must overfly a reconnaissance point or tar-

get location.However , less understood are the processes by w hich the scene co rrelation effective-

ness of a candidate point can be predicted and ranked using a multi_parameters figure_of_merit

(FOM)and how the selection of an individual FOM and the resulting accumulated series of scene

sui tability FOMS can be related to all mission reliability .

Computer models currently available to predict DSMAC scene sui tability use a single parame-

ter ranking sy stem , such as signal_to_noise (S/N)ratio.Current models also assume the ai rcraft

flies st raight and level , and the optimum heading ,while over the scene reference area.These limi-

tations require the introduction of an adaptive flight path modification capabili ty in future robot ic

aircraf t ,which provides the ability for defense avoidance , or inf light re_routing.This capability will

certainly require a more robust DSMAC scene selection process that is able to accommodate varia-

tio ns in aircraft al titude , at titude , orientation and initial position uncertainty relative to the po ten-

tial scene.Current model is no t enough to evaluate a real vehicle.

The subject of this paper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Monto_Carlo simulat ion technique capable of

modeling a robust DSMAC selection process , as discussed above ,which characterizes scene suitabil-

ity using a multi_parameter FOM .The Monte_Carlo simulat ion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is modular

and expandable to support future studies involving other altitude reference baseline (e.g .global

posit ioning system), other height finding instrument(e.g.LASER alt imeters), and other map ref-

erence derivat ives(e.g.interferometric SA R map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DSMAC simulation model.A Monte_Carlo simulation is produce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DSMAC success rate under various scenarios and correlation algori thm .

The simulat ion details are provided together wi th some preliminary result to demonst rate the fea-

sibili ty of the proposed technique.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proposed technique can provide a

cost_effective enhancement to the TAN_based mission planning process.For the future w ork , it can

be t ransplanted to parallel process.It can improve the speed of calculation evidently.

Key words:digi tal scene matching area correlation(DSMAC);match probability;simulation mod-

el;rout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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