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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天文观测图像对卫星及其子部件三维姿态进行估计的方法。该方法利用等积剖分格

网建立多视角姿态模型数据库，利用基于混合噪声的最大似然算法对观测图像进行图像复原与滤波等预处

理，然后进行分割和几何特征提取，提出了一种尺度不变的特征检索方法对卫星几何特征进行编码，并在姿态

数据库中进行最小距离匹配，最终估计出空间目标的三维姿态。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姿态估计方法的有效性

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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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环境感知（ｓｐａｃ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ＳＳＡ）的任务之一，就是空间目标监视与跟踪。估

计卫星及其部件的三维姿态，是空间目标监视的

重要内容，对卫星身份识别、异常行为探测、标定

配置验证、任务状态估计、工作模式及指向、卫星

感兴趣区域确定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１］。要完

成或实现上述任务，就必须识别或估计空间人造

目标、空间碎片以及自然星体的空间位置、形状、

旋转速度、表面材料构成等特征参数，必须估计或

监测空间飞行器的工作状态和健康状况，以达到

对空间目标的监视、跟踪、了解、分类、预警等目

的。目前，国内空间环境感知领域的主要工作集

中在空间目标探测与识别上，对于如何确定已识

别卫星的姿态和方位等外形特征缺乏研究［２３］。

因此，利用望远镜图像估计卫星三维姿态技术具

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应对这一需求，本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估计

空间目标三维姿态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内容包括

多视角姿态模型数据库构造，观测图像预处理、分

割和特征提取，特征索引生成与匹配等，最终实现

空间目标的三维姿态估计。该方法的整体技术路

线如图１所示。

１　姿态模型数据库构造

为了有效获取三维空间目标的不同姿态数

图１　总体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ａｔｈ

据，本文采用以目标为中心的多视点投影法，即用

不同视点的多个二维投影描述三维空间目标，将

获取的目标图像特征与已建立的二维图像模型库

中提取出的特征直接匹配。本文使用的三维空间

目标模型是由 ＮＡＳＡ网站给出的Ｐｌｅｉａｄｅｓ卫星

三维模型，实际应用中也可根据一些已公布的卫

星参数来建立。以该三维模型为对象，选择不同

视点进行观察，即可得到卫星的二维姿态数据库。

有关投影视图的选择，目前有设置正多面体

或等经纬度格网观察球的方法，将三维目标置于

坐标轴中心，以正多面体顶点或格网中心位置作

为投影视角，获得不同视角即不同姿态的目标图

像［４５］。但前者受多面体顶点数限制（如八十面体

仅有４２个顶点），无法得到足够多的姿态数据；后

者的不足在于经纬度格网单元的面积变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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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以及内点位置误差随着纬度升高而逐渐递

增，这导致不同纬度的相邻观察点与格网中心连

线的角度不同，即记录的姿态数据分布不均匀。

考虑到卫星姿态变化的随机性以及匹配数据

库的完整性，任两个相邻观测位置与卫星连线夹

角应相同，且相邻观测姿态旋转角应尽可能小。

从球面格网角度来看，应采用等积格网对其进行

划分，从划分好的各个小区域几何中心位置观察

卫星并进行成像，即能得到绕双轴旋转的不同视

角下的二维图像。当从不同的格网中心观测时，

相当于卫星目标的俯仰角、方位角在发生变化。

目前较成熟的球面等积格网划分方法是基于施耐

德投影的格网生成算法，通过施耐德等积多面体

投影正变换建立球面和多面体表面的对应关系，

从而将问题转化到平面。只需要在多面体表面构

建平面网格，再通过投影逆变换映射到球面即可。

根据文献［６］中的方法，选择六边形对二十面体进

行剖分，其具体步骤如图２所示
［７］。

图２　球面等积网格构建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ＥｑｕａｌＡｒｅａＧｒｉｄ

利用六边形对二十面体进行分割时，第狀层

上的六边形单元数为１０×３狀－１＋２，狀＝１，２，…犽，

前五层单元数分别为１２、３２、９２、２７２和８１２。因

此，可根据姿态估计的精度要求选择创建不同分

辨率的网格，对应生成不同大小的姿态数据库。

若选择利用第四层次的网格划分，则可以获得卫

星在不同视角下的２７２个模拟姿态数据。此时，

若观察球半径为狉，则单个六边形格网边长犪＝

０．１３３４狉。以各个格网中心点为观察点，则相邻观

察点之间夹角θ＝７．６３２°，这也是数据库相邻姿态

间的角度偏差。

模型姿态只需与特征检索对应，不必考虑对

应格网编码或观察点空间坐标，因而只要求实现

遍历剖分格网的同时获得各个视图即可。为简化

视点遍历过程，对等积格网分块时可以将图２（ｂ）

的２０个三角形合并为５个四边形，并依次编号，

分块后的视点在格网区域内的移动方向如图３

（ａ）所示。

由于视点的位置变化相当于卫星沿相反方向

图３　视点变化与二维视图生成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２ＤＶｉｅｗ

的旋转，因此，将旋转角度为固定值θ，旋转方向

与视点移动方向相反，在每次旋转后获取目标二

维视图，依此生成姿态数据库。本文采用六个相

邻视点位置（犘１，犘２，…，犘６）的卫星姿态数据进行

实验，图３（ｂ）、３（ｃ）、３（ｄ）分别为前三个视点对应

的卫星姿态二维视图。

２　图像预处理与部件分割

２．１　成像仿真

为验证姿态估计的精度，本文采用模拟光学

望远镜采集的ＣＣＤ图像进行实验：利用卫星的三

维模型，综合考虑大气湍流和噪声污染的影响，生

成空间目标观测图像。采用姿态１对应的视图作

为观测图像，如图４（ａ）所示。所采用的成像退化

模型为长曝光大气湍流模型［８］，光学系统长曝光

光学传递函数（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ＴＦ）定

义为：

犎（狏）＝ｅｘｐ －３．４４
λ犳狏
狉（ ）
０

｛ ｝
５
３

（１）

式中，λ表示波长；狏＝ 狏２狌＋狏
２

槡 狏为频率；犳为望远

镜焦距；狉０ 为大气相干长度。本文的大气相干长

度选择为５ｃｍ。另外，添加泊松噪声及方差为

０．００１的高斯白噪声，最终生成的模拟退化图像如

图４（ｂ）所示。

２．２　图像预处理

图像预处理的主要工作是消除原始图像中噪

声与湍流的影响，提高图像清晰度，便于目标的识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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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模拟观测图像生成

Ｆｉｇ．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别与分割，这需要利用图像复原的方法进行处理。

对于大多数光学成像系统，可近似认为退化

过程是线性不变的，其成像过程可表示为：

犵（狓，狔）＝犺（狓，狔）犳（狓，狔）＋η（狓，狔） （２）

其中，表示卷积，犺（狓，狔）是系统的点扩散函数

（ｐｏｉｎｔｓｐｒｅａ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ＳＦ），用来表示图像获取

中所有的退化过程，它与加性噪声η一起作用于

输入图像犳（狓，狔），并产生退化图像犵（狓，狔）。

若ＰＳＦ和噪声类型已知，则可利用逆滤波或

维纳滤波等方法进行解卷积，从而复原出原始图

像。但在天文观测中，大气湍流的强度和分布都

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有关成像系统ＰＳＦ的信息是

部分已知或完全未知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利

用盲解卷积的方法，直接根据降质图像复原出理

想结果。

针对受混合噪声影响的天文观测图像，本文

采用一种改进的最大似然盲解卷积算法进行处

理［９］，该算法是一种迭代型的盲解卷积算法，在图

像复原领域应用广泛。基于混合噪声模型的最大

似然算法综合考虑了高斯噪声和泊松噪声的影

响，且算法稳定性和准确性均较好。已知第犽次

结果犳犽 时，其新的迭代结果为：

犳
犽＋１
＝
狓犽犺Ｔ

∑
犻∈犛

犺犻
ｅｘｐ －

１＋２（犺犳
犽
＋犫－犵）

２（犺犳
犽
＋犫＋σ

２［ ］）

（３）

其中，高斯噪声的方差σ
２ 以及泊松噪声的均值犫

的近似值可以利用矩估计法得到。由于图像分割

需要去除卫星表面纹理，因此，将平滑过程加入图

像复原中，在每次迭代之后利用小卷积模板对迭

代结果进行一次滤波，使最终结果更有利于分割

处理。

２．３　图像分割

图像分割的目的有两个：①将卫星整体从背

景中提取出来；②将卫星主体与各块帆板分离，以

便于分别提取各个子部件的几何特征。针对这两

个目的需要采用不同的分割方法。

对于空间目标图像而言，在去除湍流及噪声

影响之后，背景较为单一，因而很容易利用阈值化

分割方法将目标整体与背景分割开来。利用迭代

式阈值选择法，采用图像灰度中值作为初始阈值

进行分割，可以较精确地将卫星整体从背景中提

取出来。

考虑到主体部分灰度变化的连续性，采用区

域生长法进行处理。区域生长是基于物体有平滑

均匀的表面，与图像中灰度恒定或缓慢变化的区

域相对应。边缘所包围的部分可以看作是区域，

通过寻找阈值，使得分割后同一区域中的各像素

灰度分布具有同一统计特性。采用区域生长法可

将卫星主体与帆板近似分割开来。但由于卫星边

缘处的灰度近似性和连续性，分割结果并不十分

理想。图５给出了图像复原以及二次分割后得到

的结果。

图５　图像复原与分割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

２．４　形态学处理

为了得到完整的卫星主体，并消除中间的孔

洞，扩展并平滑边缘，可以对区域生长法分割得到

的二值图像进行先膨胀后腐蚀的闭运算，通过实

验分别确定膨胀和腐蚀的次数以达到理想效果。

然后将分割出的目标图像与结果图像相减，则可

得到彼此分离的卫星帆板。为了补偿在图像恢复

及前两次分割过程中损失的目标边缘信息，采用

不对称的开运算，在不影响目标特征的情况下，适

当增加膨胀次数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图６分

别给出了形态学处理前后的子部件二值图像。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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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形态学处理后的分割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ｅｇ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　特征检索与模型匹配

３．１　特征检索设计

基于特征的模型匹配是目前对三维目标进行

识别所使用的常用方法，模型数据库里的每条记

录都对应着卫星一个姿态，匹配得到的最佳结果

就可以作为卫星的初始姿态。但基于灰度特征的

匹配受限于成像质量等因素，而且往往十分耗时，

运算效率很低。

为避免这一问题，可采用检索技术对不同姿

态进行编码［１０］。其基本思想是使数据库里的每

个姿态对应一个唯一的检索值，比较观测图像提

取的特征检索与数据库里的各个模型的检索值，

通过计算最小欧氏距离确定最佳匹配。由于模型

数据库里的各个模型分别对应于卫星的某个姿

态，为了将这一检索方法应用到姿态估计问题中，

需要找到一些与视角相关的特征。这样的特征在

给定视角下对模型的描述是唯一的。最明显的特

征是子部件的数目，其他一些特征，如子部件的面

积及各部件之间的距离等也是很好的与视角相关

的变量。

根据以上分析，定义一个犖×犖 的矩阵犕，

犖 为模型中子部件的数目。（犻，犼）处的值犕犻犻为第

犻个部件的表面积犪犻 与最大子部件面积犪ｍａｘ之

比。（犻，犼）处的值犕犻犼为１－ 犱犻犼／犱（ ）ｍａｘ
２，其中，犱犻犼

为第犻个部件与第犼个部件质心距离之比，犱ｍａｘ为

所有部件质心间的最远距离。因此，当两个部件

彼此间隔很远时，犕犻犼趋近于１，反之，犕犻犼趋近于

０。这样，矩阵的非对角线元素就表达了模型中各

部件的邻接性。矩阵 犕 即可用来作为某一模型

的检索值，利用该矩阵的特征向量对模型进行编

码，其优势在于模型的部件数目与矩形的非零特

征值数量相同，而且得到的特征值是尺度不变、二

维旋转不变以及平移不变的。

特征检索的过程可分为两步：首先计算图像

模型化后的检索值，然后计算该值与数据库中的

检索值间之的欧氏距离，具有最小距离的姿态模

型被认为是目标的估计姿态。若进行比较的两个

检索具有不同维数，可以将较小维数的检索扩充

并补零。一般而言，这种情况是由于若干子部件

被遮挡导致的，因此可以看作是高维数的检索值

在某方向的映射。

３．２　几何特征提取

为了进行目标图像及姿态模型的特征检索，

需要得到卫星子部件的质心、面积等几何特征。

这些几何特征可以通过将分割后的各子部件分别

拟合为基本几何体来得到，关键是使拟合形状的

质心、面积、长轴与短轴等几何特征尽可能接近真

实部件。

对卫星子部件进行拟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

对边界或区域进行表示和描述的过程。为了将分

割后得到的子部件拟合为基本几何形状，本文考

虑利用一些简单的区域描绘子来进行表达。常用

的区域描述子包括区域面积、质心、拓扑特性、纹

理和不变矩等。区域面积描述了区域的大小，计

算区域面积的一种直接方法就是对该区域的像素

进行计数，而区域质心的坐标可通过计算其一阶

矩得到。

大小为犕×犖 的数字图像犳（狓，狔）的二维（狆

＋狇）阶矩定义为：

犿狆狇 ＝∑
犕－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狓狆狔
狇
犳（狓，狔） （４）

其中，狆＝０，１，２，…，狇＝０，１，２，…。相应的（狆＋

狇）阶中心矩定义为：

μ狆狇 ＝∑
犕－１

狓＝０
∑
犖－１

狔＝０

（狓－珚狓）狆（狔－珔狔）狇犳（狓，狔）（５）

图像的两个一阶矩犿１０和犿０１用来确定区域的质

心。其质心坐标为：

珚狓＝
犿１０
犿００
，珔狔＝

犿０１
犿００

（６）

区域对象的延伸方向（即长轴方向）可定义为：

θ＝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１

２μ１１

μ２０－μ
（ ）

０２
＋
犽π
２

（７）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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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几何意义是与区域有相同二阶矩的椭圆长轴与

狓轴夹角。区域的长轴犪与短轴犫也同样用此椭

圆的长轴与短轴长度近似：

犪＝
２μ２０＋μ０２＋ （μ２０＋μ０２）

２
＋４μ

２
１槡［ ］１

μ槡 ００

（８）

犫＝
２μ２０＋μ０２－ （μ２０＋μ０２）

２
＋４μ

２
１槡［ ］１

μ槡 ００

（９）

通过计算区域的一阶矩和二阶矩，可以分别获得

区域的质心和长短轴，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卫星部件的几何特征

Ｆｉｇ．７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分别得到各部件的长短

轴长及区域面积（像素数）。另外，拟合椭圆和拟

合矩形的面积分别由长短轴长度按相关面积公式

计算得到，结果如表１所示（图７（ｂ）由左至右三

块区域分别对应帆板１～３）。

表１　卫星部件几何参数

Ｔａｂ．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主体 帆板１ 帆板２ 帆板３

质心
犡 １３７．３ ４８．６ １２５．４ １８０．９

犢 １３８．３ １２３．６ ５６．２ ８３．６

长度
长轴 １６５．７ ８５．９ ３７．４ ５０．９

短轴 ８６．０ １５．９ ２１．５ １９．０

面积

区域 １０９８５ ９８９ ５８５ ７１７

椭圆 １１１９４．２ １０７５．０ ６３１．０ ７６０．１

矩形 １４２５３．０ １３６８．７ ８０３．４ ９６８．６

　　通过比较三种计算方法得到的部件面积可以

看出，外接椭圆与外接矩形面积均大于区域所占

的像素数，由于分割过程中边缘像素值的损失以

及某些姿态的遮挡影响，区域的像素数往往比实

际面积要小；而与矩形面积相比，椭圆面积与真实

面积相差不大，更接近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这两

方面因素，选择拟合椭圆的面积进行计算。

获得子部件几何参数后，由质心坐标计算各

部件间的欧氏距离，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部件质心间的欧氏距离

Ｔａｂ．２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主体 帆板１ 帆板２ 帆板３

主体 ０ ８９．９ ８３．０ ７０．０

帆板１ ８９．９ ０ １０２．２ １３８．２

帆板２ ８３．０ １０２．２ ０ ６１．９

帆板３ ７０．０ １３８．２ ６１．９ ０

　　根据表１和表２计算得到的结果，分别计算

１－（犱犻犼／犱ｍａｘ）
２ 与犪犻／犪ｍａｘ，可以得到该观测图像的

特征检索矩阵犕：

犕 ＝

１ ０．５７６７ ０．６３９３ ０．７４３６

０．５６７７ ０．０９６０ ０．４５３７ ０

０．６３９３ ０．４５３７ ０．０５６４ ０．７９９４

０．７４３６ ０ ０．７９９４ ０．

熿

燀

燄

燅０６８０

（１０）

该矩阵的特征向量为 ［－０．８８６７ －０．１２９１

０．１２０１２．１１６１］，这便是由观测图像最终得到的

特征检索向量。

３．３　姿态模型匹配

利用特征检索方法得到姿态模型各部件质心

与面积等信息后，就可以分别生成各个模型对应

的特征向量，计算待估计目标的检索向量与它们

之间的欧氏距离，距离最小的模型姿态就可以作

为目标的概略姿态。

由于姿态数据库的视图为理想清晰图像，因

而生成模型检索向量的过程更为简单，将图像复

原过程改为低通滤波，以平滑目标表面纹理，使各

个部件内的灰度分布趋于统一。在此基础上进行

图像分割与形态学处理，提取几何特征并获取各

个姿态对应的特征向量。

为验证检索向量匹配的精度，分别利用本文

方法获取犘１～犘６ 六个姿态模型的特征检索向

量，并求其与观测图像检索向量的欧氏距离，结果

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姿态检索向量及与目标检索的欧氏距离

Ｔａｂ．３　ＩｎｄｅｘＶ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ｏｓｅｓ

姿态 检索向量 欧氏距离

姿态１ ［－０．８２０３－０．０１１６０．１９２３２．０９３７］ ０．１４３４

姿态２ ［－０．９１１８－０．０６０２０．２３１２２．０１４５］ ０．１６４０

姿态３ ［－０．７５３１－０．０１３４０．２０９２２．０９２１］ ０．１８６７

姿态４ ［－０．６１６８－０．１３７８０．２４８０２．１７０４］ ０．２９０５

姿态５ ［－０．８４１５－０．０２７７０．３０１４１．９４１０］ ０．２６９４

姿态６ ［－０．５２２５－０．１７２６０．３８３０２．１４５４］ ０．４３９１

　　其中，姿态１对应的图像为本文模拟实验所

用的原始图像。结果表明，观测图像的最佳匹配

为姿态１，它们特征检索之间的欧氏距离最小，姿

态２和姿态３与之相差不大，这也与二维视图情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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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相符。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在接近真实

天文观测的情况下，成功进行匹配并准确得到卫

星的三维姿态估计，估计精度至少为７．６３２°。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利用天文观测图像估

计空间目标三维姿态的方法。对于简单卫星模型

而言，各子部件形状较为规则，可直接将其拟合为

矩形或椭圆。对于复杂空间目标，需要利用不规

则多边形进行拟合，再提取多边形的几何特征。

另外，本文姿态估计方法是将目标姿态与模型数

据库里某条记录对应起来，其实际姿态可能不在

数据库中。因而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将该估计

结果作为目标的粗略姿态，采用二维仿射变换等

方法进行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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