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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无人机交叉口悬停影像抖动纠正

汪炯骅１　许　涛１　李　响１

１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低空无人机影像在交通规划、城市管理、应急监控等领域正逐渐体现出其独到的优势，而将影像快速、

准确地纠正与配准则是其发挥功用的必要前提。以拍摄于道路交叉口上方的无人机悬停视频为研究对象，探

讨对其实现影像抖动纠正配准的方法。视频中的连续影像包含大量的近似地物及移动地物，难以直接采用传

统的空间域或频率域方法进行配准。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横道线识别的影像配准方法，经由图斑提取、筛选

分类、轴线拟合及影像配准等步骤，实现了影像任意帧间的配准。利用无人机悬停拍摄的交叉口视频进行了

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稳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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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便捷地获取特定路口的时空高分辨率

连续影像数据在交通规划、城市管理及灾害响应

等工作［１２］中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传统遥

感方法的补充，以低空无人机为云台，搭载各种数

据传感器可为上述需求提供一个可能的解决方

案［３５］。无人机小巧灵活，但飞行稳定性较弱，易

受气流影响，加之自身的机械震动令其所采集的

图像不可避免地出现抖动、形变等问题［６，７］，而且

其抖动的频率和幅度都远大于传统的航空和卫星

遥感影像。

现有的对无人机影像的研究和应用多致力于

解决图像的拼接工作，并在图幅包含较大地理范

围的图像配准问题中可达到令人满意的效

果［８，９］。其工作方式类似于传统的航空遥感，即

无人机沿给定路线推扫，获得的逐帧图像根据共

有部分和同名点实现大范围的影像拼接与还原，

通常假设图像中的地物在拍摄过程中是静止不动

的，因此单帧影像的抖动往往无需进行纠正。

随着无人机操控技术的发展，其工作方式也

发生了变化，除推扫式外，也可将其悬停于空中某

给定位置实现对地面动态地物的长时间监控。如

通过在道路交叉口上方悬停，获得给定时段车辆

通过交叉口的影像，进而实现快速评估该交叉口

通行服务能力的目的。在此工作方式下，由于悬

停高度较低，监控范围较小，帧间位置发生变化的

地物较多，为了实现移动地物位置变化信息的自

动识别，抖动纠正就成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本文中涉及的无人机视频图像帧纠正配准工作即

为解决上述问题，针对低空悬停无人机监控道路

交叉口的情况进行的研究。

传统面向抖动问题的图像配准算法多基于特

征点匹配和空域、频域变化对比，往往面向地理范

围较大的研究区域［１０］。其中，Ｌｏｗｅ
［１１］提出的

ＳＩＦＴ算法较好地解决了存在仿射变换的影像配

准问题，并且Ｋｅ
［１２］、ＡｂｄｅｌＨａｋｉｍ

［１３］及Ｂａｙ
［１４］等

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诸多改进算法；Ｈａｒｒｉｓ
［１５］角点

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图像的特征提取中。上述方

法均需要待配准图像具有以下共同特点：① 被匹

配图像中能得到数对互异（图像属性或空间属性）

的特征点，如河道拐点、山峰、山脊线等形态与颜

色特征上具有较好排他性的同名点，并可在影像

间加以配对；② 大部分地物在配准图像中所存在

的实际地理位置未发生改变或这种改变不足以影

响配准结果。在一些面向低分辨率、大尺度遥感

影像的研究中，将使用上述方法所提取的特征点

配对后的结果视为一个同时包含正确与错误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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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集合，并使用 ＲＡＮＳＡＣ（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方法去除匹配中所产生的粗差，可取得

较好的成果［１６］。然而在较小的尺度内，大量移动

与相似的地物加剧了这种随机抽样的不确定性，当

影像内存在多种合理匹配模式时，其去粗差效果可

能受到影响，并且ＲＡＮＳＡＣ是基于多次迭代以获

取最大一致集，其获取正确匹配模式的概率随迭代

次数递增，故其在计算量与正确性上需有所取

舍［１７］。

在本文针对的无人机悬停视频图像帧配准问

题中，上述特点难以得到保证。其原因有：① 大

量近似的地物如横道线、同型号汽车、路边设施等

在图像中频繁出现，由此，仅基于图像信息通过传

统的频率域或空间域方法进行匹配容易发生较大

错误；② 图像内部存在大量移动地物，如车辆，其

位置持续动态变化，基于特征点匹配将有较大误

差，甚至无法进行；而当采用域变换的方法来配准

图像时，移动地物同样也会带来大量的频率噪声，

严重干扰配准的准确度。由此，传统的基于特征

点、域变换的方法将无法直接应用于本文研究对

象的抖动处理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交叉口道路标线特征提取的无人机低空悬停监控

影像配准方法。该方法以交叉口的人行横道线为

基准，可实现任意帧间的影像配准。

１　配准算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无人机低空悬停于道路交

叉口上空拍摄的车辆通过交叉口的视频，通过逐

帧提取的方式获取单帧位图影像序列，影像序列

中的人行横道线（图斑）分布在交叉口四周，形状、

颜色一致，且排列齐整，一般不会被完全遮盖，具

有较高的识别度。因此，本文选择人行横道线作

为配准依据，通过对人行横道线的提取、筛选分类

及轴线回归拟合等步骤，最终获取图像帧之间的

几何校正参数，针对抖动图像帧进行快速配准。

其主要步骤如下。

１）图斑创建。其目的是选择出可能为单根

人行横道线的图斑。以颜色及包含的像元个数作

为限制条件创建符合提取规则的图斑集合。采用

递归算法，由单个像元开始向四邻域像素扩展，发

现颜色和像元数量符合单根人行横道线特征的图

斑。实验发现，采用四邻域或八邻域的像素搜索

方法有相似的提取效果，考虑运算速度，采用四邻

域像元搜索原则。被初步判断属于单根横道线的

像元将会被添加上标记，并不再接受由其他像元

发起的递归；超过一定迭代次数（具体次数由实际

图像特征决定）将停止递归，以减少非必要图斑的

计算耗时；每幅单帧影像的所有像元都将被遍历

一次，直至无需判断像元或超过限定迭代次数为

止。

２）图斑筛选。第１）步提取的结果中可能包

含大量单根横道线和其他白色的地物或车辆，为

此，需要根据分布与形态特点进一步筛选与分类，

提取出规则的横道线组。经分析发现，单根横道

线图斑在图斑长宽比与像元个数上与影像中的其

他图斑相比有明显区别。如图１所示，令犘１、犘２

分别代表单个图斑中纵坐标最小值和最大值所在

的像元，犘３代表单个图斑中横坐标最大值所在的

像元，令ｄｉｓ（犪，犫）代表像元犪与犫之间的直线距

离，则长宽比犆可用式（１）进行计算：

犆＝ｄｉｓ（犘１，犘３）／ｄｉｓ（犘２，犘３） （１）

图１　图斑形态长宽比中参量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

　　单根横道线的像元个数与长宽比阈值的确定

与具体图像有关。除上述两个特征值作为图斑筛

选条件，还可利用邻近规则进一步筛选。横道线

通常呈密集状平行分布，故其分布可以认为具有

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即横道线周围应该还有

横道线，反之，单独存在的横道线图斑则可能为错

误图斑。因此，当一个图斑周围没有其他多个横

道线图斑时，其将被删除。

经过上述过程，剩余图斑可根据位置及其长

宽比被归为多组（如图２所示），代表不同方向或

路段上的横道线组。

图２　经过图斑筛选后获得的多组横道线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ｇｒｏｕｐＺｅｂｒａＬ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３）轴线拟合。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基于横道

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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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分布的同名点，用于配准不同图像帧。如图３

所示，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单组横道线

轴线，然后计算相邻轴线的交点，即为同名点。拟

合单组横道线的轴线方法如下：假定单组横道线

包含狀个图斑，则有点集合犘＝［狆１，狆２，…，狆狀］，

其中狆狀为第狀个图斑的重心点，并且可由此点集

依据最小二乘法原理拟合得到该组横道线轴线方

程狔＝犪＋犫狓，其中系数犪、犫可通过式（２）及式（３）

计算得到：

犪＝∑
狀

犻

狆
狔
犻／狀－犫（∑

狀

犻

狆
狓
犻／狀） （２）

犫＝

狀∑
狀

犻

狆
狓
犻狆

狔
犻 －∑

狀

犻

狆
狓
犻∑

狀

犻

狆
狔
犻

狀∑
狀

犻

狆
狓
犻 －（∑

狀

犻

狆
狓
犻）
２

（３）

图３　轴线拟合及获得多个同名点的过程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ｘｅ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４）图像配准。通过轴线生成，每幅图像通常

可获得４个同名点（如图３所示），在连续帧图像

中，可选择其中第一或任意一帧具有上述４个同

名点的图像作为基准帧，之后，针对其他图像，可

基于４对同名点，利用仿射变换的方法实现与基

准帧的配准。令狓、狔分别代表待配准帧中任意

像元的横纵坐标，狓犮、狔犮分别代表该像元配准后的

横纵坐标。配准方法如下：首先利用基准帧与待

配准帧中对应的４对同名点建立仿射变换系数矩

阵犕３×３，然后利用式（４）获取狓犮及狔犮。

狓

狔

熿

燀

燄

燅１

＝犕３×３·

狓犮

狔犮

熿

燀

燄

燅１

（４）

　　配准后，所有视频帧可通过裁切方法获得大

小相同的连续影像，裁切范围可根据包含所有４

个同名点的最小外接矩形或给定缓冲距离的最小

外接矩形确定。

５）误差分析。为评价上述配准效果的准确

性，可以通过手工选取多个同名点的方式对单帧

纠正效果进行检验，选取的同名点可为各种道路

标线的角点或端点。令狑 及犺分别代表裁切后

的影像宽及高，狓０犻 及狔
０
犻 分别代表第犻个同名点在

基准帧上的横纵坐标，狓犻、狔犻分别代表第犻个同名

点在某配准后图像上的横纵坐标，其中１≤犻≤狀，

狀为找到的同名点数量，则平均误差率（用犈 表

示）可定义为：

犈＝
１

狀∑
狀

犻＝１

狘狓
０
犻 －狓犻狘＋狘狔

０
犻 －狔犻狘

狑＋犺
（５）

２　实验分析

实验采用的数据为某交叉口无人机悬停拍摄

数据，时长约４ｍｉｎ，每秒帧数为３０帧。经过数

据采集、单帧图像提取等预处理后，针对单帧图像

开始进行图斑创建、图斑筛选、轴线拟合及图像配

准与裁切，之后，将处理后的单帧图像进行连接，

则可获得抖动纠正后的视频，用于进一步的分析

和应用。图４给出了视频中部分帧配准前后的对

比图，可以看出，配准效果较好，抖动现象基本消

除。

此外，为说明实验步骤，特地选择了第４０３０

帧图像（见图５（ａ）），介绍其相对基准帧的配准过

程。

１）根据视频帧的分辨率及所覆盖的空间范

围，可大致得出单根横道线的像元数约为１５０个，

利用图斑提取方法可获得图５（ｂ），除横道线图斑

外，还包括白色车辆、白色房屋、其他道路划线等

地物，这些图斑与横道线的图斑面积、颜色相近，

但在形态与分布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２）利用图斑筛选方法，去除非横道线图斑。

首先根据图斑长宽比犆选择最可能为单根横道

线的图斑，实验中发现，犆取值在０．０５～０．２和８

～１８最为有效；其次，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进一

步筛除错误图斑，所获得的４组横道线图斑用不

同颜色标出，结果如图５（ｃ）所示。

３）利用轴线拟合方法获得配准用的４个同

名点，如图５（ｄ）所示。利用上述过程，多数图像

均可获得这样的拟合轴线与同名点图。

４）确定基准帧，实现图像配准。在实验中，

选择在时序上第一幅具有４个同名点的图像为基

准帧，如图６（ａ）所示，其轴线同名点如图６（ｂ）所

示。首先根据图６（ｂ）及图５（ｄ）中的４对同名点

坐标建立仿射变换系数矩阵，如式（６）所示，然后

根据式（４）实现对图５（ｄ）的配准。全部图像配准

后，人为确定了一个矩形作为裁切区域，其包含交

叉口的全部交通流所在区域，且尽量剔除了由于

仿射变换造成的边缘变形和空白区域。裁切后的

图像基准帧及配准好的４０３０帧如图７（ａ）及７（ｂ）

所示。当然，也可简单地利用４个同名点的最小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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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图像配准前后效果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ａｗａｎｄ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图５　构建单帧图像同名点的过程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

ａＳｉｎｇｌｅＦｒａｍｅ

外接矩形作为裁切区域。

犕３×３ ＝

　０．９９９８０１ ０．１０３４２ －４２．８１９６

－０．０６８１４９ １．０４５８６ －４５．９１１３

－１．８７９０５×１０
－５６．２２２７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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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基准帧

Ｆｉｇ．６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图７　裁切后的图像帧及用于误差分析的同名点

Ｆｉｇ．７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

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误差分析。在实验中，手工选择了１０个

同名点，如图７中所示的两幅图像中的黑色点图

标，这１０个同名点在两影像帧中都同样存在，利

用式（５）计算得到第４０３０帧配准的平均误差率

为０．００１５，其物理意义表示在１万个像元长度单

位上有１５个像元长度的误差。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在针对上述

图像的抖动纠正中有较好的效果，能够尽可能地

实现抖动处理的自动化。该方法以仿射变换为基

本思想，要求存在４个同名点，这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可以满足的。在实验中，共计７２９０帧图像，

其中有６４７８帧图像满足具有４个同名点的条

件，其他８１２帧图像无法利用上述方法配准，但并

不影响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和使用，因为每一帧图

像都具有时间戳，且不适用图像的存在都是短时

的，所以可以利用插值的方法获得这些图像上包

含的动态地物的瞬时位置。在计算速度上，采用

主频为２．８Ｇ的单核ＣＰＵ及２ＧＢ内存的普通

个人计算机处理１００万像素单帧影像约需２ｓ，通

过压缩图像尺寸，隔帧提取地物及采用多核ＣＰＵ

与ＧＰＵ加速技术等可进一步提高处理速度
［１８］。

当然，该方法也对数据采集有一定的要求，无

人机要有一定的悬停高度，确保图像范围尽量覆

盖包含道路交叉口处的人行横道线。此外，针对

无多组横道线或横道线被高架道路等遮挡情况下

的配准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３　结　语

低空无人机影像是一种高时间、空间分辨率

的遥感信息源，其在交叉口上方悬停拍摄的影像

在交通规划、城市管理、应急决策方面拥有较大的

潜力。但影像的抖动问题严重影响了图像本身的

应用，而传统的图像配准方法无法解决此种图像

的抖动问题。本文提出的基于横道线的无人机交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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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口影像配准方法达到了较好的配准精度。本方

法通过递归获取图斑、图斑筛选、横道线轴线拟合

及影像配准等步骤实现了无人机交叉口影像任意

帧间的配准。

实验证明，本文方法在针对上述图像的抖动

纠正中有较好的效果，能够尽可能地实现处理过

程的自动化。该方法目前还仅适用于拥有四组或

以上横道线的交叉口图像，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着

力解决无多组横道线或横道线被严重遮挡情况下

抖动图像的配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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