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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犃犚犕＋犇犛犘架构的机载影像实时拼接方法

郑顺义１　马　电１　桂　力１　王晓南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将嵌入式系统与实时摄影测量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嵌入式系统上 ＡＲＭ＋ＤＳＰ架构的机载影像实时

拼接方法。ＡＲＭ＋ＤＳＰ架构中，由ＡＲＭ负责数据接收和结果的保存与显示，ＤＳＰ负责数据处理过程，通过

数据缓冲和内存共享机制，实现数据接收和数据处理的并行化以及ＡＲＭ与ＤＳＰ数据交互的零开销。同时，

使用递推的纠正方式和最邻近采样进一步加快拼接处理过程。实验验证，针对ＧＳＤ为２．５ｍ、像幅为３０２７

像素×５５３０像素的Ｂａｙｅｒ影像数据，生成ＧＳＤ为５ｍ的具有地理参考的全景图，该方法能保证每秒１张的

拼接速度，完全满足航摄曝光的时间间隔需求。

关键词：实时摄影测量；影像拼接；ＡＲＭ＋ＤＳＰ；机载影像；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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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摄影测量是指将数据获取、处理和成果

输出集为一体，实时快速完成的摄影测量，是摄影

测量与遥感发展的重要方向。机载影像实时拼接

作为实时摄影测量的一部分，能保证在航飞阶段

实时提供全景拼接结果。该成果能用来实时评估

航摄质量，引导航飞，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灾情评

估的第一手材料，对灾害应急响应具有不可估量

的指导意义。

航空影像拼接实现方式主要分两类：基于微

分纠正的物方拼接与基于特征匹配的像方拼

接［１］。基于微分纠正的物方拼接是指在已知内外

方位元素和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的前提下，基于

共线方程对影像逐片微分纠正，纠正影像再采用

叠加显示或镶嵌融合［２４］的方式生成全景图。该

拼接方式对定位定姿系统（ＰＯＳ）较为依赖，在无

ＰＯＳ的支持下，需实行空中三角测量解算外方位

元素［５６］。而基于特征匹配的像方拼接是指在影

像匹配的基础上求解影像间的变换矩阵，再将所

有影像纠正到同一参考平面上。该拼接方式的优

点在于只需利用像方信息，简便易行，已成为目前

的研究热点［７１０］。其不足之处在于依赖匹配结

果，要求影像包含较丰富的纹理信息。另外，航带

过长时，误差累积严重，甚至会出现条带扭曲和变

形，仍然需要全局的平差纠正［７］。然而，目前针对

航空影像的拼接多为地面后处理方式，以拼接几

何精度、色彩均匀度、拼接线优化等研究为主，鲜

有从实时性角度出发的机载拼接成果。

机载影像实时拼接从相机处直接获取数据，

要求拼接速度高于采集速度，每帧处理时间稳定，

受系统负载影响小，最坏处理时间在可预计范围

内，且受机载环境的限制，要求拼接系统具有体积

小、重量轻、功耗低、散热好等特点。因此，基于

ＰＣ或工作站的传统作业方式很难直接应用于机

载作业。嵌入式系统是指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

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减，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

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

系统［１１］，其体积小、功耗低、集成度高的特点特别

适合机载作业。本文以实时性为切入点，提出了一

种ＡＲＭ＋ＤＳＰ架构的机载影像实时拼接方法。

１　硬件架构

嵌入式系统一般由嵌入式微处理器、外围硬

件设备、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用户的应用程序等

四个部分组成。嵌入式系统的硬件核心部分一般

由 ＡＲ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ＩＳＣ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其中 ＲＩ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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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ｄｕｃ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意为精简指

令集计算机［１２］）、ＤＳ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或

ＦＰＧＡ（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ｇａｔｅａｒｒａｙ）等一种或

多种组合而成。ＲＩＳＣ结构优先选取使用频率最

高的简单指令，避免复杂指令；将指令长度固定，

指令格式和寻址方式种类减少；以控制逻辑为主，

不用或少用微码控制等。基于ＲＩＳＣ体系结构的

ＡＲＭ处理器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成本低、性能

高的特点，同时作为一种通用处理器，数据管理能

力强，扩展接口丰富，既能适应机载数据实时拼接

高数据传输率的要求，也易于实现拼接结果的实

时存储及显示输出。而ＤＳＰ作为专用的数字信

号处理单元［１３１４］，相较于ＡＲＭ，具有更好的数字

运算能力，同时，ＤＳＰ一般无缓存或者缓存较小，

运行周期数稳定且可预测，具有零或很小的系统

开销，将实时拼接核心算法写入ＤＳＰ运行，能充

分保证数据处理的实时性。ＦＰＧＡ是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１５］，实质上是一种硬连接逻辑电路，但由

于有现场可编程能力，允许根据需要迅速重新组

合基础逻辑来满足使用要求。ＤＳＰ相较于ＦＰ

ＧＡ，开发简单，易于实现更高级灵活的算法，也具

有更小的成本和功耗。基于机载影像实时拼接中

高数据传输率、高处理性能、低功耗的要求，本文

讨论了一种ＡＲＭ＋ＤＳＰ的处理方式（见图１），由

ＡＲＭ负责系统的流程控制和数据管理，ＤＳＰ作

为协处理器，负责核心算法的实时处理。

图１　ＡＲＭ＋ＤＳＰ处理架构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ＲＭ＋ＤＳＰ

１．１　数据缓冲

数据缓冲的目的是使数据接收和数据处理并

行化，同时缓存突发数据，保证数据接收的完整

性。航空影像幅面大，则单帧影像在３０ＭＢ以

上，假设接收速率为２５０ＭＢ／ｓ，则单帧影像传输

耗时１２０ｍｓ以上。飞机航摄过程中，若采用一般

接收处理接收的方式，数据接收则相对占据大

量时间，制约了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另外，在航摄

阶段，相邻航片的拍摄时间间隔具有轻微的不确

定性，在极限情况下，当前数据正在处理，而下一

帧数据已经到来，会导致数据丢失。为解决传输

耗时问题和应对突发数据，本文引入数据缓冲机

制，其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缓冲机制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在数据接收和数据处理之间建立内存缓冲

区，当缓冲区处于“未满”状态时，数据接收模块将

每帧数据按照犃犅犆犃 的顺序依次放入缓冲区

中；当缓冲区处于“未空”状态时，数据处理模块按

照犃犅犆犃 的顺序依次从缓冲区中取出影像数

据进行拼接处理。时序意义上，数据被先接收再

处理依次顺序执行，但是在连续意义上，数据接收

和数据处理并行执行。设每帧数据的传输时间为

犜狋，处理时间为犜狆，平均每帧数据处理完成时间

为犜犻。采用接收处理接收的方式，则犜犻＝犜狋＋

犜狆；而采用多帧缓冲的方式，则有犜犻＝ｍａｘ｛犜狋，

犜狆｝。当犜狋＜犜狆 时，数据传输时间将会被忽略，

这为数据处理准备了更多的工作时间。此外，采

用多帧缓冲，突发数据将会被置入缓冲区而不会

丢失，保证了实时处理的稳定性。

１．２　内存共享

ＡＲＭ＋ＤＳＰ架构的关键点在于 ＡＲＭ 与

ＤＳＰ的通讯以及数据交互。ＡＲＭ 和 ＤＳＰ分别

具有不同的指令集和编译器，也具有不同的运行

环境。ＡＲＭ一般使用Ｌｉｎｕｘ系统，利于通过ＯＳ

管理外设和内存。ＤＳＰ一般无操作系统或者使

用实时操作系统，直接使用物理内存，利于ＤＳＰ

的快速实时数据处理。但若将两者割裂，ＡＲＭ

与ＤＳＰ通过硬拷贝的方式传送数据，不仅耗时费

力，而且传输速率也无法达到要求。笔者基于

ＤＭ６４４６开发版，使用消息队列 ＭＳＧＱ（ｍｅｓｓａｇｅ

ｑｕｅｕｅ）方式从ＡＲＭ 向ＤＳＰ搬运数据，速率仅达

到２ＭＢ／ｓ，无法满足航空影像实时处理的需求。

本文实现了一种基于共享内存的 ＡＲＭ 与

ＤＳＰ的交互方式。如图３所示，物理内存被划分

为三部分，设计在ＡＲＭ和ＤＳＰ之间分配一块连

续的物理内存，当由ＡＲＭ 向ＤＳＰ提供待处理数

据时，ＡＲＭ 端先基于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通过虚拟

地址对该内存进行写入操作，然后再将该虚拟地

址转化为物理地址传给ＤＳＰ。当ＤＳＰ端处理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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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会通过接收的物理地址对该内存进行读

取操作。同样，ＤＳＰ基于物理地址在共享区域写

入处理结果后，ＡＲＭ 通过其对应的虚拟地址访

问该数据，实现对ＤＳＰ处理结果的显示输出。内

存共享方式能实现 ＡＲＭ 与ＤＳＰ数据传输的零

开销，将ＡＲＭ与ＤＳＰ融为一体，充分发挥ＡＲＭ

和ＤＳＰ各自的优势。本文将输入缓冲区和输出

缓冲区置于共享内存中，实现原始数据和拼接结

果在ＡＲＭ 与ＤＳＰ间的数据交换。以Ｃ６Ａ８１６８

为例，其实现内存共享方式的开发流程如下。

１）配置开发平台，分配ＤＳＰ共享内存和私

有内存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２）基于平台配置参数，编译开发版ＤＳＰ驱

动模块，其中包括ＣＭＥＭ 模块，负责对共享内存

空间的申请和释放以及虚拟／物理地址之间的转

换。

３）配置Ｌｉｎｕｘ启动参数，分配ＡＲＭ 启动占

用物理内存的起始地址和大小，启动ＡＲＭ。

４）在ＡＲＭ中加载ＤＳＰ驱动，由ＣＭＥＭ 模

块提供的ＡＰＩ函数实现对共享内存的申请和释

放以及虚拟／物理地址之间的转换。

图３　共享内存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Ｍｅｍｏｒｙ

２　软件架构

基于实时性和稳定性的考虑，本文使用由

ＰＯＳ提供的外方位元素信息和硬盘中预存的

ＤＥＭ信息，先基于数字微分纠正方式进行单像纠

正，再把纠正后的正射影像叠加显示得到全景图。

在航飞前，依据航摄计划大致确定飞行区域，利用

该区域已有的ＤＥＭ 数据或全球公开的ＤＥＭ 数

据 ＳＲＴＭ３ （ｓｈｕｔｔｌｅ ｒａｄａ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ｉｓ

ｓｉｏｎ）
［１６］生成飞行区域内格网间隔与预期全景图

地面采样间隔（ｇｒｏｕ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ＳＤ）

或是其犓 倍的ＤＥＭ数据。倍率犓 为正整数，方

便纠正过程中对ＤＥＭ 的快速访问；其大小根据

影像实际覆盖的地面范围和硬盘读写速度确定。

如文中估计每帧影像纠正后像幅最大为４０９６像

素×４０９６像素，ＤＥＭ 存储为４ｂｙｔｅ浮点型，硬

盘读取速度为１００ＭＢ／ｓ，确定ＤＥＭ 格网间隔为

２倍ＧＳＤ，则每帧影像需要载入的ＤＥＭ 数据大

小约为１６ＭＢ，耗时约为１６０ｍｓ，不影响纠正过

程的实时性。航摄阶段，航空影像对应的由ＰＯＳ

提供的外方位元素会优先通过ＰＣＩＥ接口传入

实时拼接系统，根据内外方位元素、像幅大小以及

大致地面高程，可以确定影像所覆盖的地面范围。

根据地面覆盖范围，由 ＡＲＭ 负责在预存 ＤＥＭ

数据中载入当前区域所需的ＤＥＭ 信息。待航空

影像与对应的ＤＥＭ 信息载入完毕后，转入ＤＳＰ

进入数据处理。对于ＤＳＰ处理后生成的正射影

像结果，再由 ＡＲＭ 负责叠加显示和输出。软件

架构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软件架构图

Ｆｉｇ．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１　纠正

基于共线方程［１７］，已知空间物方坐标及影像

内外方位元素，可以计算对应的像方坐标。设

（狓，狔）为像点的像平面坐标，狓０、狔０、犳为影像的

内方位元素，（犡犛，犢犛，犣犛）为摄站点的物方空间

坐标，（犡，犢，犣）为物方点对应的物方空间坐标，

犪犻、犫犻、犮犻（犻＝１，２，３）为影像的３个外方位角元素

组成的９个方向余弦。共线方程表述为：

狓＝狓０－犳·

　
犪１（犡－犡犛）＋犫１（犢－犢犛）＋犮１（犣－犣犛）

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犣犛）

狔＝狔０－犳·

　
犪２（犡－犡犛）＋犫２（犢－犢犛）＋犮２（犣－犣犛）

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犣犛

烅

烄

烆 ）

（１）

　　若直接依据共线方程表达式逐点微分纠正，

在充分考虑重复计算条件下（如犡－犡犛 只需要计

算一次），每点至少需要１１次加（减）法、１１次乘

法、１次除法（在ＤＳＰ中，除法最耗时，将其中１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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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化为乘法）。

本文采用递推的方式对共线方程进行改化。

令犃１＝狓０犪３－犳犪１，犅１＝狓０犫３－犳犫１，犆１＝狓０犮３－

犳犮１，犃２＝狔０犪３－犳犪２，犅２＝狔０犫３－犳犫２，犆２＝狔０犮３－

犳犮２，设

犕 ＝犃１（犡－犡犛）＋犅１（犢－犢犛）－犆１犣犛

犖 ＝犃２（犡－犡犛）＋犅２（犢－犢犛）－犆２犣犛

犠 ＝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

烅

烄

烆 犛

（２）

则共线方程可化为：

狓＝
犕＋犆１犣

犠 ＋犮３犣
，狔＝

犖＋犆２犣

犠 ＋犮３犣
（３）

　　对于每张影像，在微分纠正过程中，犃１、犅１、

犆１、犃２、犅２、犆２ 以及犡犛、犢犛、犣犛、犪３、犫３、犮３ 保持不

变。设预期生成的全景图ＧＳＤ为犵，则当犢 保持

不变时，犡 增加犵，犕、犖、犠 分别增加犃１犵、犃２犵、

犪３犵；当犡保持不变时，犢 增加犵，犕、犖、犠 分别增

加犅１犵、犅２犵、犫３犵。因犃１犵、犃２犵、犪３犵、犅１犵、犅２犵、

犫３犵在单像微分纠正过程中保持不变，可以提前

计算，故依据式（２）计算出影像物方覆盖范围左下

角点 （犡（０，０），犢（０，０），犣（０，０））对应的 犕（０，０）、犖（０，０）、

犠（０，０）后，若采用从左到右、从下到上逐行扫描的

方式计算，每一行起始点的犕（犻，０）、犖（犻，０）、犠（犻，０）可

以由前一行起始点的犕（犻－１，０）、犖（犻－１，０）、犠（犻－１，０）经

过１ 次加法获得。在每行中，每点的 犕（犻，犼）、

犖（犻，犼）、犠（犻，犼）均可以由前一点的 犕（犻，犼－１）、犖（犻，犼－１）、

犠（犻，犼－１）直接经过１次加法获得，其中（犻，犼）代表物

方点在纠正后正射影像中所对应的行列号。再根

据式（３），则每点微分纠正仅需要计算６次加法、５

次乘法和１次除法。相比直接使用共线方程表达

式纠正，将极大地提高微分纠正的效率。

２．２　采样

当生成航空影像对应的纠正信息，且航空影

像通过ＰＣＩＥ接口传入完毕，存入缓冲区后，将

根据纠正结果在航空影像中采样，获得对应的色

彩信息。机载影像实时拼接直接从相机处获取原

始影像数据，则须考虑原始Ｂａｙｅｒ格式到ＲＧＢ格

式的转换，Ｂａｙｅｒ彩色滤光阵列如图５（ａ）所示。

颜色插值方法有很多种，常用的算法有邻域插值

法、线性插值法、立体卷积插值法［１８］、神经网络插

值法［１９］、考虑相关性的线性插值法［２０］等。一般而

言，选用方法越复杂，插值产生的图像质量越高，耗

时也越多。在机载影像实时拼接中，生成的全景图

ＧＳＤ小于原图，对色彩还原要求不高。本文以实

时性研究为主，使用最简单快速的邻域插值法。

以图５（ａ）为例，从左下角起，每两行两列并

为一个ｐａｔｃｈ块，如图５（ｂ）所示。简单认为ｐａｔｃｈ

图５　Ｂａｙｅｒ彩色滤光阵列和ｐａｔｃｈ块划分

Ｆｉｇ．５　ＢａｙｅｒＣｏｌｏｒＦｉｌｔｅｒＡｒｒａｙａｎｄＰａｔｃｈ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

块所包含的４个像素具有相同的ＲＧＢ色彩值，且

犅取犅，犚取犚，犌为犌１ 与犌２ 的平均值。该方法

能最大程度地节省计算量，虽损失了一定的色彩

精度，但当全景图ＧＳＤ小于原始图像的１／２时，

可以忽略不计，不影响最终全景图在应急响应中

所发挥的作用。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选用Ｃ６Ａ８１６８处理器
［２１２２］作为实验平

台，验证所述方法的实时性与实用性，但本文方法

不限于该平台，可以推广至集成 ＡＲＭ＋ＤＳＰ的

所有平台。Ｃ６Ａ８１６８集成 ＴＭＳ３２０Ｃ６７４Ｘ浮点

与定点 ＤＳＰ和 ＡＲＭ ＣｏｒｔｅｘＡ８处理器，其中

ＡＲＭ上移植Ｌｉｎｕｘ系统，负责系统的流程控制

和数据管理，ＤＳＰ上运行ＳｙｓＢｉｏｓ系统
［２３］，作为

协处理器，负责拼接算法的实时处理。

３．１　实时性验证

为验证ＡＲＭ＋ＤＳＰ平台在实时处理上的优

越性，本文通过在Ｌｉｎｕｘ系统中额外运行 ｗｈｉｌｅ

（１）程序的方式来模拟数据传输、界面交互、结果

显示等对系统产生的负载压力。

本实验输入为３０７２像素×５５３０像素、ＧＳＤ

为２．５ｍ、大小为３２．４ＭＢ的Ｂａｙｅｒ影像，由ＰＯＳ

系统提供的相机外方位元素以及该区域对应的格

网大小为１０ｍ的ＤＥＭ数据，内方位元素提前检

校作为已知值，输出为ＧＳＤ为５ｍ的ＲＧＢ正射

影像。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犡 为额外运

行，犡犖 表示有额外犖 个 ｗｈｉｌｅ（１）程序同时运

行。

本文采用递推的纠正方法和邻域插值的采样

方法，纠正体现系统的数字运算能力，采样则主要

体现系统的内存读写能力。由表１可以看出，当

无系统负载时，ＤＳＰ 的数字运算能力远优于

ＡＲＭ（１７５∶６１１），内存读写能力与 ＡＲＭ 相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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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１８９）。随着系统压力的增大，ＤＳＰ处理时

间几乎保持恒定，而单纯由 ＡＲＭ 构成的拼接系

统的处理时间呈线性增长。显然，相比于单纯的

ＡＲＭ平台，ＡＲＭ＋ＤＳＰ平台的拼接系统更能有

效保证数据处理的稳定性，适应机载影像实时拼

接的要求。

表１　单犃犚犕平台与犃犚犕＋犇犛犘平台在不同负载下的处理耗时对比／ｍｓ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ＭａｎｄＡＲＭ＋ＤＳＰ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ａｄ／ｍｓ

负载压力 犡０ 犡１ 犡２ 犡３ 犡４ 犡５

ＡＲＭ纠正耗时 ６１１ １２２３ １８３０ ２４４４ ３０４５ ３６７３

ＡＲＭ ＡＲＭ采样耗时 １８９ ３７８ ５６７ ７５９ ９４５ １１３４

ＡＲＭ处理总耗时 ８００ １６０１ ２３９７ ３２０３ ３９９０ ４８０７

ＤＳＰ纠正耗时 １７５ ２１８ ２５３ ３０８ ３５５ ３９１

ＡＲＭ＆ＤＳＰ ＤＳＰ采样耗时 ２２８ ２４４ ２７０ ２９６ ３１２ ３３１

ＤＳＰ处理总耗时 ４０３ ４６３ ５２３ ６０４ ６６７ ７２３

３．２　可行性验证

为验证本文所述方法的可行性，对某测区５

航带共３００张航片进行实时拼接。拼接系统以每

秒一帧的速率接收大小为３０７２像素×５５３０像

素、ＧＳＤ为２．５ｍ的Ｂａｙｅｒ格式影像和由ＰＯＳ系

统发出的对应影像的外方位元素信息，同时分块

载入预存的格网大小为１０ｍ的ＤＥＭ 数据。原

始影像被纠正成ＧＳＤ为５ｍ的ＲＧＢ格式正射影

像，正射影像通过叠加的方式实时显示并存储全

景图。拼接最终效果见图６。由图６可以看出，实

时生成的全景图拼接效果良好，接缝不明显，能实

时有效地反映漏拍区域，评估飞行质量，同时，作

为标准ＤＯＭ 的预产品，能快速有效地反映测区

全貌，为灾害应急响应提供有效的参考。

图６　拼接全景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ｏｓａｉｃ

对３００帧航片处理时间（纠正和采样）进行统

计，统计结果见图７。其中，每帧平均处理时间为

４９４ｍｓ，最大处理时间为５０６ｍｓ，处理时间几乎

恒定，完全满足航摄曝光的时间间隔需求。

图７　每帧处理时间统计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Ｆｒａｍｅ

３．３　对比分析

本文所述的软件处理方法在普通ＰＣ上仍然

可以获得准实时的处理速度，但对比普通ＰＣ，本

文所述方法在体积、功耗以及实时性和系统稳定

性上具有绝对的优势。① ＡＲＭ 与ＤＳＰ具有高

集成度的特点，本文实验平台体积大小为２０ｍｍ

×１５ｍｍ×５ｍｍ，工程化可以有更小的体积，对

于传统ＰＣ，目前体积远大于本文实验平台，而工

程化设计又受制于大的发热量，体积仍较嵌入式

系统大得多。② ＡＲＭ 与ＤＳＰ专为嵌入式应用

设计，其功耗都有严格控制，本文实验平台（包含

附带的固态硬盘等存储外设）测试其功耗为１１

Ｗ，而普通ＰＣ仅ＣＰＵ功耗也在７０Ｗ以上，不适

合安装于能源紧张的飞机上。③ ＡＲＭ＋ＤＳＰ架

构使数据处理效率几乎不受数据传输、界面交互、

结果显示等额外因素的影响，能保证在预定时间

内完成影像拼接，而普通ＰＣ与单 ＡＲＭ 结构类

似，受外因影响，拼接时间波动较大，无法满足实

时性需求。④ 普通ＰＣ和嵌入式系统有着各自的

应用领域，较普通ＰＣ的通用性而言，嵌入式系统

功能单一，结构简单，但嵌入式系统更加稳定可

靠，能适应飞机震动和恶劣环境条件，能更加灵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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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相机和ＰＯＳ系统集成。因此，对于机载实时

处理设备，因对设备体积、功耗以及处理的实时性

和稳定性的特殊要求，嵌入式设计将会是首选，且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４　结　语

机载影像全景图作为常规ＤＯＭ 的预产品，

其时效性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以实时性为研究重

点，提出并实现了一种 ＡＲＭ＋ＤＳＰ架构的机载

影像实时拼接方法。较基于ＰＣ的传统拼接而

言，本文所述方法在体积、功耗和实时性上具有明

显优势，且能在数据获取阶段实时进行数据处理；

而较纯ＡＲＭ嵌入式系统而言，本文所述方法具

有更高的处理效率和更好的实时性。实验证明，

ＡＲＭ＋ＤＳＰ架构的机载影像拼接方法的计算效

率完全满足航摄曝光的时间间隔需求。本文所论

述的ＡＲＭ＋ＤＳＰ架构可以作为一种实时摄影测

量的基本框架应用于更多的摄影测量算法，对实

时摄影测量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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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ｍａ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Ｍｏｓａ

ｉｃｋｉｎｇｏｆＵＡＶ［Ｊ］．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犛狌狉狏犲狔犻狀犵犪狀犱犕犪狆

狆犻狀犵，２０１２，３７（５）：２３２６（王勃，龚志辉，顾广杰，

等．一种快速的无人机影像无缝拼接方法［Ｊ］．测

绘科学，２０１２，３７（５）：２３２６）

［８］　ＸｕＹａｍｉｎｇ，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ＡＭｏｓａ

ｉｃ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ＵＡＶ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ＳｅａｍＬｉｎｅ［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

狅犳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１１，３６（１１）：１２６５１２６９

（徐亚明，邢诚，陈晓东．一种基于拼接线的无人机

序列影像拼接方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１１，３６（１１）：１２６５１２６９）

［９］　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ｊｕ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ＬｏｗＡｌｔｉ

ｔｕｄ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Ｕｎ

ｍａｎｎｅｄＡｉｒｓｈｉｐ［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 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０９，３４（３）：２８４

２８８（张永军．无人驾驶飞艇低空遥感影像的几何处

理［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４（３）：

２８４２８８）

［１０］ＬｉＭｉｎｇ，ＬｉｕＨｕａｎ，ＺｈｕＸｉｎｙ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Ｆａｓｔ

ＭｏｓａｉｃＵＡＶＩｍａｇｅｓｆｏ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犪狋犪狊狋狉狅狆犺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２，２７（３）：１３９１４５

（李明，刘欢，朱欣焰．一种面向灾害应用的 ＵＡＶ

影像快速拼接方法［Ｊ］．灾害学，２０１２，２７（３）：１３９

１４５）

［１１］ＭａＹｉｄｅ，ＬｉｕＹｉｎｇ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ｕｏ．Ｔｈｅ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１（１２）：５７５９（马

义德，刘映杰，张新国．嵌入式系统的现状及发展

前景［Ｊ］．信息技术，２００１（１２）：５７５９）

［１２］ＦｕｒｂｅｒＳ Ｂ．ＡＲＭ 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ｃｈｉｐ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Ｍ］．Ｂｏｓｔｏｎ：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Ｌｏｎｇｍａｎ，２０００

［１３］ＬｉＣｈａ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Ｘｉｑ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ＳＰ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犃犮狋犪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２，２０（１）：６７７３

（李昌立，陈希清．ＤＳＰ的发展及其在通讯工程中

的应用［Ｊ］．电子学报，１９９２，２０（１）：６７７３）

［１４］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ＳｕｎＹｉｈ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ｉｍ

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ＭｕｌｔｉｔｈｒｅａｄｉｎｇＶＬＩＷＤＳＰ［Ｊ］．犃犮狋犪犈犾犲犮

狋狉狅狀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０，３８（２）：３５２３５８（沈钲，孙义

和．一种支持同时多线程的 ＶＬＩＷ ＤＳＰ架构［Ｊ］．

电子学报，２０１０，３８（２）：３５２３５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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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ＹａｎｇＨａｉｇａｎｇ，ＳｕｎＪｉａｂｉ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Ａｎ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ｔｏＦＰＧＡ ＤｅｖｉｃｅＤｅｓｉｇ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牔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狅

犵狔，２０１０，３２（３）：７１４７２７（杨海钢，孙嘉斌，王慰．

ＦＰＧＡ器件设计技术发展综述［Ｊ］．电子与信息学

报，２０１０，３２（３）：７１４７２７）

［１６］ＣｈｅｎＪｕｎｙｏ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ＳＲＴＭ３ａｎｄＧＴＯＰＯ３０［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

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 犠狌犺犪狀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２００５，３０（１１）：９４１９４４（陈 俊 勇．对 ＳＲＴＭ３ 和

ＧＴＯＰＯ３０地形数据质量的评估［Ｊ］．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０（１１）：９４１９４４）

［１７］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ｑｉｎｇ，Ｐａｎ Ｌｉ，ＷａｎｇＳｈｕｇｅｎ．Ｐｈｏｔｏ

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Ｍ］．２ｎｄｅｄ．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３６４２（张剑清，潘励，王树根．摄影测

量学［Ｍ］．２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６

４２）

［１８］ＫｅｙｓＲ．Ｃｕｂｉｃ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犃犮狅狌狊

狋犻犮狊，犛狆犲犲犮犺犪狀犱犛犻犵狀犪犾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ｌ９８１，２９（６）：

１１５３１１６０

［１９］ＪｉｎｗｏｏｋＧ，ＫｗａｎｇｈｏｏｎＳ，Ｃｈｕｌｈｅｅ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

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ｔｉｌｌＣａｍｅｒ

ａｓ［Ｊ］．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犈犾犲犮狋狉狅狀

犻犮狊，２０００，４６（３）：６１０６１６

［２０］ＬｉＱｉ，ＸｕＺｈｉｈａｉ，ＦｅｎｇＨｕａｊｕ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ＳＣ’ｓ

ＣＣＤＣｏｌ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犔犪狊犲狉牔

犐狀犳狉犪狉犲犱，２００２，３２（５）：３００３０２（李奇，徐之海，

冯华君．用于数字相机的ＣＣＤ颜色插值算法研究

［Ｊ］．激光与红外，２００２，３２（５）：３００３０２）

［２１］ＴＩＴｅｘａ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ＤＭ８１６ｘ，Ｃ６Ａ８１６ｘ，

ａｎｄＡＭ３８９ｘ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ｐｒｏｃｅｓ

ｓｏｒｓ．ｗｉｋｉ．ｔｉ．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ＤＭ８１６ｘ＿Ｃ６Ａ８１６ｘ＿

ＡＭ３８９ｘ＿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２０１１

［２２］ＴＩＴｅｘａ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ＴＭＳ３２０ＤＭ８１６ｘＤａ

ＶｉｎｃｉＶｉｄ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

ｃｏｍ／ｌｉｔ／ｄｓ／ｓｙｍｌｉｎｋ／ｔｍｓ３２０ｄｍ＿８１６８．ｐｄｆ，２０１２

［２３］ＴＩＴｅｘａ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ＴＩＳＹＳ／ＢＩＯＳｖ６．３４Ｒｅ

ａｌｔｉｍ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ｃｏｍ／ｌｉｔ／ｕｇ／ｓｐｒｕｅｘ３ｌ／ｓｐｒｕｅｘ３ｌ．

ｐｄｆ，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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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犲犃犚犕＋犇犛犘犃狉犮犺犻狋犲犮狋狌狉犲

犣犎犈犖犌犛犺狌狀狔犻
１
　犕犃犇犻犪狀

１
　犌犝犐犔犻

１
　犠犃犖犌犡犻犪狅狀犪狀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ａ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ａｉｒ

ｂｏｒｎｅｉｍａｇｅｍｏｓａ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ａ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ＲＭ＋ＤＳＰ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ｉｔｓｓｍａｌｌｖｏｌｕｍｅ，ｌｏｗ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ａ

ｖｅｒｙ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ｏｕｒｗｏｒｋ，ＡＲＭ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ＤＳ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ａｔｄａｔａ，ｔｈｅｎＡＲＭｓａｖ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Ｄａｔａｂ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ｍｅｍｏｒｙ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ｒｅｕｓ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ＭａｎｄＤＳＰ，ｓｏ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ｃａｎｂ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ｉｚｅｄ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ｄａｔ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ＭａｎｄＤＳＰｕｓｅｓｌｉｔｔｌｅｔｉｍ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ｍｏｓａ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ｇｅ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ｍｏｓａ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ＧＳＤ５ｍｉｎ１ＦＰＳ

（ｆｒａｍｅｓｐ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Ｂａｙｅｒｉｍａｇｅｓａｔａｓｉｚｅｏｆ３０２７×５５３０ｐｉｘｅｌｓａｎｄＧＳＤ２．５ｍ．Ｔｈ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ｉｍａｇｅｍｏｓａ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Ｍ＋ＤＳＰ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ｅｅｔｓｔｈ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ｅｒｉ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ｉｍａｇｅｍｏｓａｉｃ；ＡＲＭ＋ＤＳＰ；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ｉｍａｇ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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