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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型无人机平台的航拍动态阴影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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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微型无人直升机平台的低空航拍动态阴影检测方法。针对无人机平台对检测算法

的高鲁棒性、适应运动背景等要求，在分析阴影特征集特点的基础上，提取两个独立的阴影特征；对现有的

ＣｏＥＭ策略加以改进，实现单帧图像的阴影检测；根据无人机运动的特点，提出基于样本参数传递的在线检

测模型。实验表明，本方法能够适应真实微型无人机平台的应用需求，与常用的采用色彩或区域特征的方法

相比，具有更好的检测效果。

关键词：微型无人机；阴影检测；ＣｏＥＭ策略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目前，微型无人直升机（ｍｉｎｉ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ｈｅｌｉ

ｃｏｐｔｅｒ，ＭＵＨ）视觉系统主要用于地面目标的检

测和追踪、直升机自身位姿估计、飞行路径规划和

避障以及视觉伺服和导航等，是 ＭＵＨ领域的研

究热点之一。现有的动态阴影检测方法可分为确

定性方法和统计学方法两类［１］。确定性方法［２５］

对像素进行阴影或非阴影判断；统计学方法［６，７］

考察像素是阴影像素的概率。另外，基于马尔可

夫随机场（ＭＲＦ）理论和基于支持向量机（ＳＶＭ）

理论的检测算法也是统计学类方法中的研究热

点［７］。近年来，半监督学习方法被应用到阴影检

测问题中［８］。然而，现有的动态阴影检测方法都

存在缺陷：① 对环境变化的鲁棒性不足［２５］。

② 仅适用于“固定摄像机”场景，如固定监视器系

统，其视野背景固定不变［２，６９］。针对以上问题，本

文设计了一种适应 ＭＵＨ 连续图像处理的流程

框架模型，并在该框架下引入改进后的ＣｏＥＭ策

略进行单帧处理。

１　检测算法

　　ＣｏＥＭ是一种结合多视角学习和概率判断，

对每一像素作（Ｈ＋１）／（Ｉ＋１）运算，得到“比例图

像”，则阴影像素具有更高的（Ｈ＋１）／（Ｉ＋１）值，

将该值作为特征Ａ的半监督学习方法，在静态图

像分割问题中被证明具有高可靠性和快速收敛等

优点［１０］，该优点正是动态目标识别问题对算法的

要求。然而，ＣｏＥＭ的使用需满足特征集可分割

条件，即待识别目标的特征可被分割为两个独立

完备的子集（学习视角），依据任一子集可训练获

得有效的分类器，且子集之间的关联很小。本文

的动态阴影检测方法框架如图１所示。

１．１　阴影特征提取

阴影的特征可被自然地分割为两类，即基于

像素的特征和基于区域的特征。为提高可靠性，

所选取的两个特征应尽量互补。

１）特征犃：色彩和亮度的变化。大气瑞利效

应使阴影像素的蓝紫色分量饱和度显著增高，亮

度明显降低。文献［１１］发现 ＨＩＳ空间最能凸显

该变化。将图像由ＲＧＢ空间转换至 ＨＩ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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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动态阴影在线检测模型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ｈａｄｏｗ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值是区域平均对比度的度量，即方差σ
２ ＝μ２

＝∑
犔－１

犻＝０

（狕犻－犿）
２
狆（狕犻），则区域平滑度定义为：

犚＝１－１／（１＋σ
２） （４）

　　航拍图像背景通常由草地、沙石地、树木、房

屋等构成，阴影投射至其表面时，物体原有的丰富

的纹理信息被掩盖，阴影区域呈现出单一色彩、单

一亮度的高平滑度特点。为处理方便，将每一像

素和与其满足８邻接关系的像素共同视为一个局

域，计算该局域的平滑度犚作为该像素的局域犚

值，提取为特征犅。

１．２　基于犆狅犈犕策略的单帧检测

ＥＭ
［１２］广泛应用于有限混合模型的参数估

计，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１３］以“特征集可分割”为基础，采

用双视角同时学习一组由已标记数据和未标记数

据组成的样本集。ＣｏＥＭ
［１４］由 Ｍｉｇａｍ和Ｇｈａｎｉ

提出，在基于多视角学习的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基础

上增加了基于ＥＭ思想的概率判断，可以看作上

述两者的综合。

图２描述了本文改进的ＣｏＥＭ策略，其不同

点在于：① 对两个分类器都用已标记样本进行初

始化；② 在迭代过程中，令分类器对全体样本而

不仅是未标记样本进行标记。在阴影检测中，样

本图像分布与待测图像分布存在一定偏差，上述

改变有利于削弱这一偏差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实际检测时，以一幅已标记阴影的图像作为

已标记样本犔，将待测阴影图像作为未标记样本

犝，两个学习视角分别基于特征犃 和特征犅，则

ＣｏＥＭ收敛时对犝 的标记值即是待测图像的阴

影检测结果。这一方法具有如下优点：① 舍去了

检测工作前单独训练分类器的时间；② 自动学习

每帧图像，避免了人工调参；③ 样本图像和待测

图像都对分类器训练作出贡献，两者的分布差异

可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修正，在保证检测效果的同

时降低了选择样本图像的难度。

图２　改进后的ＣｏＥＭ策略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ｏＥ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３　连续图像阴影检测

在“运动摄像机”场景下，目前常用的帧间差

分、均值建模等求取背景的方法失效。本文将每

帧图像视为独立的新图像执行ＣｏＥＭ学习过程，

以适应运动背景。显然，单帧收敛速度是影响连

续检测实时性的首要因素。由图２知，单帧收敛

时间取决于ＣｏＥＭ 初始参数与被测图像分布的

吻合程度，而ＣｏＥＭ初始参数取决于样本图像的

分布，因此，样本图像与被测图像的分布越相近，

收敛时间越短。

在图１的连续帧检测流程中，一方面，从第二

帧开始，将已被标记阴影的前一帧作为后一帧的

６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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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图像，基于实际 ＭＵＨ航拍时相邻帧的分布

相似度很高的事实，使ＣｏＥＭ 获得优秀的初值，

大大提高了单帧的收敛速度。另一方面，使用一

幅由同架 ＭＵＨ拍摄的、事先已标记阴影的航拍

图像作为初始样本图像，该图像场景与被测图像

场景的差异将影响首帧图像的检测效果和速度，

但该影响将随着算法对后续帧的学习而被迅速削

弱。

２　实验结果

本文使用的微型无人直升机实验平台，其摄

像头固定在机身下方，所采集的图像通过无线传

输设备传送到地面站上进行处理。

图３（ａ）是ＭＵＨ所拍摄的一幅图像，图３（ｂ）

是对图３（ａ）中的阴影像素进行人工标记后得到的

图像。样本图像中包含了不易与阴影区分的树

冠、灰色屋顶和蓝色物体，有利于提高学习机器对

类似物体的辨别能力。

图３　实验所用的初始已标记样本图像

Ｆｉｇ．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ａｂｅｌ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Ｉｍａｇｅ

图４（ａ）为 ＭＵＨ 在相同飞行高度作水平运

动时所拍摄的一组原始图像序列，从图４可以看

出，本文方法对于背景中非阴影的蓝绿色草地部

分和地面暗色部分具有更好的甄别能力。这是因

为：① 本文选取的两个特征（学习视角）具有相辅

相成的作用，色彩亮度特征对浅色表面上的阴影

具有良好的检测能力，但对蓝绿色物体如树冠、草

地等的辨别力较弱，而树冠、草地等物体在低空航

拍图像中往往粗糙度较高，平滑度特征对其具有

较强的辨别力；② 采用改进后的ＣｏＥＭ 策略对

航拍图像进行自动学习和分类，克服了样本图像

和待测图像之间的光照差异给检测结果带来的不

良影响。经过对比，本文方法对场景变化具有更

好的鲁棒性。

图５（ａ）为 ＭＵＨ 飞行高度升高过程中拍摄

的一组原始图像序列。从图５可以看出，随着

ＭＵＨ的升高，航拍图像背景不断运动变化，本文

方法能够避免因背景运动而造成的阴影区域模糊

图４　ＭＵＨ飞行高度相对固定时的检测结果

Ｆｉｇ．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ｅｎＭＵＨＦｌ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

ＳａｍｅＨｅｉｇｈｔ

和“虚影”，从而更准确地检测运动阴影的细节轮

廓。这是因为在连续图像处理中，使用前一帧分

类结果作为后一帧初始样本，利用了相邻帧图像

的像素时域分布不同但统计学分布相似的特点，

在对每帧图像独立学习的同时保证了收敛速度。

经过对比，本文方法对“运动摄像机”场合具有更

强的适应能力。

图５　ＭＵＨ升高过程中的检测结果

Ｆｉｇ．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ｅｎＭＵＨｉｓＲｉｓｉｎｇＵｐ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微型无人直升机平台

的低空航拍动态阴影检测方法。实验证明，本文

方法达到低速航拍图像序列的在线阴影检测要

求，其效果优于目前常用的阴影检测方法。目前，

本文方法可以实现对１～２帧／ｓ的航拍图像序列

的在线阴影检测，但对于２５～３０帧／ｓ的高速航

拍视频，其处理速度尚且不足。随着传输设备和

７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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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能力的进步，可考虑采用交换计算机并行计

算，以提高速度。高速航拍视频的实时阴影检测

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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