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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空探测巡视器多相机目标交接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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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空探测巡视器多相机间的目标交接是支持探测巡视器接近科学目标、部署仪器进
行就位探测的一项关键技术。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尺度不变特征转换（Ｓｃａｌ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ＦＴ）匹配和光束法平差的多相机目标交接新方法，实现了多相机间目标的自动化高
精度交接。利用勇气号火星巡视器相机获取的立体影像进行测试，与传统方法相比，可以大幅度提
高交接精度，满足布设就位探测仪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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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嫦娥工程的第二期探月活动中，也将开展月
１

面着陆器探测和月面巡视器探测¨一。深空探测巡视

引言

器在探测活动中，需要接近和到达科学家指定的科
着陆巡视探测是深空探测的主要方式之一，近

学目标并且部署相关仪器对目标进行就位探测或者

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深空着陆巡视探测活动是美国国

取样。｝。在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探测巡视器任务

家航空航天局火星探测巡视器勇气号和机遇号的火

中，火星巡视器自确定目标到接近目标部署科学仪

星表面巡视探测，好奇心号火星巡视器于２０１２年８

器至少需要３个指令周期，即３个火星日（一个火星

月６日着陆火星，开启了人类深空探测的新篇章。

日为２４ 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２

１２

３９

ｍｉｎ ３５

ｓ）』］。科学家一般先从火星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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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视器全景相机影像中，确定一定距离外（如几十米以

成像；两对避障相机（ｈａｚａｒｄ－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外）所关注的目标（如石块、岩层、沙丘等），在接近目

Ｈａｚｃａｍ）分别安装在火星巡视器车头和车尾、太阳

标途中，通过导航相机获取目标影像，对其进行识别

能电池板下，称为巡视器相机，用来对近距离的地物

和交接，接近目标时，再将目标从导航相机影像交接

进行成像。Ｎａｖｃａｍ是一对中视场角（４５。）全色相

到避障相机影像，科学目标在相机间的交接，是由科

机，主要用于导航；Ｐａｎｃａｍ是一对窄角（１６．８。）多光

学家和工程师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实现的，最终根

谱相机，主要用于对地质、地形、地貌等的科学研究；

据科学目标在避障相机影像中的位置，用机械臂上

Ｈａｚｃａｍ是宽角（１２０。）全色相机，主要用于探测和避

的科学仪器进行就位探测。目前的好奇心号火星巡

开障碍物，以及布设机械臂上仪器前的近距离量测。

视器也基本沿用了上述目标接近方法，未来的深空

文献［５—６］对于这些相机的具体参数，以及在地形测

探测巡视器需要更加高效、智能地接近目标部署科

图和火星巡视器定位方面的应用有更为详细的

学仪器，如果可以实现目标在影像间的自动交接，便

介绍。

可大幅度缩短深空探测巡视器接近目标部署仪器的

戗｛＝榭机（／、－Ｘｑ）

时间（例如缩短到一个指令周期），从而提高科学探

曼琶孽

椭栩机卜川ｋ手·；

测的效率。

ｃａｍｅｒａ，

Ｌ低增益天线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ＪＰＬ）的研究者们，近年
线

来开始研究火星巡视器单指令周期接近目标和部署
仪器的技术［３’４］，其技术路线包括确定和量测目标、
追踪目标、目标交接和部署科学仪器几个过程，文献
板

［４］中的自动交接方法，是通过前一个位置拍摄的桅
杆相机（ｍａｓｔ ｃａｍｅｒａ）立体影像，计算出目标点及其
周围像点的三维坐标，然后生成巡视器相机（ｂｏｄｙ
ｃａｍｅｒａ）的虚拟图像，并与后一个位置实际拍摄的巡
视器相机影像进行匹配，实现目标交接，其交接精度

图１火星巡视器上的相机及其它仪器

为几个像素。此目标交接方法需要在交接前连续追

Ｆｉｇ．１

ｏｎ

踪目标，也就需要连续获取影像，资源消耗较多；目
标交接在相距很近拍摄的桅杆相机和巡视器相机影

Ｃａｍｅｒａ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ｓ

ｒｏｖｅｒ

２．２目标交接概念

像间进行，难以应用于相距较远拍摄的影像间交接；

多相机影像的目标交接（ｃａｍｅｒａ ｈａｎｄｏｆｆ），指的

另外，直接通过匹配追踪和交接目标，没有充分利用

是将某一个相机影像内的特定目标传递到在另一个

影像中其它的明显特征点，因此交接的精度和可靠

位置拍摄的另一个相机的影像上，两个相机的影像

性都有待提高。

间要有一定的重叠度。如图２所示，当探测巡视器

本文提出利用ＳＩＦＴ匹配和光束法平差方法，

距离目标１０ ｍ左右时，首先用焦距较长的全景相

实现多相机间的图像配准和目标交接，以利于提高

机对目标拍照；随着火星巡视器向前行进，如在距离

目标交接精度和可靠性，同时，还可用于相距较远拍

目标５ ｍ左右时，用导航相机拍照，并将目标从全

摄的影像间交接。

景相机传递到导航相机；而随着火星巡视器进一步
接近目标，如距目标１ ｍ以内时，由于太阳能电池

２多相机间目标交接算法

板的遮挡，全景相机和导航相机均难以拍摄到目标
物，因此采用避障相机拍照，并需要将目标从导航相

２．１火星巡视器相机

机传递到避障相机；最后，根据避障相机对目标的量

典型的深空探测巡视器一般都配有多对立体相
机，以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巡视器为例，巡视器上配
有四对立体相机（如图１）：全景相机（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
ｃａｍｅｒａ，Ｐａｎｃａｍ）和导航相机（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测，部署机械臂上的相关科学探测仪器进行就位
探测。
图３给出了目标交接的一个示例，图３（ａ）、（ｂ）

ｃａｍｅｒａ，

分别为火星巡视器导航相机、避障相机在由远到近

Ｎａｖｃａｍ）安装于同一根相机横杆上，统称为桅杆相

不同位置获取的同一地区的影像，由于两个相机在

机，分别用来对远、中距离和中、近距离的地物进行

火星巡视器上安装的位置不同及拍照的时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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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幅图像的视角和尺度均有较大差异，导航相机到

像间进行ＳＩＦＴ匹配，提取同名点并剔除粗差，将

避障相机的目标交接，就是要确定导航相机中所关

不同相机所拍摄的影像连接起来，构成影像区域

注的目标点（如图３（ａ）中十字标示的点）在避障相

网，通过对影像网的光束法平差，提高所有相机影

机影像（如图３（ｂ））上的位置。在美国的勇气号和

像姿态位置参数的一致性；然后，根据平差后的影

机遇号火星探测巡视器任务中，这一过程是由人工

像外方位元素，将目标从一个相机的立体影像上

实现的。下文中探讨了自动化、高精度实现这一交

精确地投影到另一个相机的影像上，实现目标的

接过程的方法。

高精度交接。图４以火星巡视器上导航相机影像
和避障相机影像间的目标交接为例，给出了所提
出方法的流程图。
／导航相机左影像／

／

／避障相机左影像

／

Ｎａｖｃａｍ－Ｌ１

／

Ｉ－Ｉａｚｃａｍ－Ｌ１

／

／

●

导航相机

／

／右影像Ｎａｖｃａｍ－Ｒ１／

／

ＳＩＦＴ匹善ａ得到同名Ｉ／避障相机
／
点集ｓ。
Ｊ／右影覆。商ｉ茹面Ｒ１／

●

Ｉ

Ｎａｖｃａｍ－Ｒ１上最小

Ｈａｚｅａｍ－Ｒ１＿ｋｔｔｄ，

二乘匹配求待交接点
ｓ和点集ｓ。同名点
图２相机交接概念图
Ｆｉｇ．２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ｅｒａ ｈａｎｄｏｆｆ

二乘匹配求Ｓ。同名点

Ｉ

ｌ

前方交会，求解
ｓ和ｓ．在导航相机
模型内的三维坐标

Ｓ，在避障慨嘲内
前方交会，求解

‘的三维坐标

●

ＲＡＮＳＡＣ剔除匹配错误点．．
得到正确的ＳＩＦｔ匹配点集ｓｌ‘
●

光束法平差

将目标点ｓ的三维坐标删
●

避障相机像方上。实现目标交接
●

（，

结束

、）

图４目标交接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ａｍｅｒａ
ｈａｎｄｏｆｆ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３．１

ＳＩＦＴ特征匹配

ａ１导航丰Ｈ机影像

由于探测巡视器上装载的不同相机（例如避障
相机和导航相机）在不同位置拍摄同一目标时，距离
目标的距离不同、视角不同，光照条件也不同，因此
不同相机间影像的差异较大，常规的相关系数等匹
配算法，不适合用于多相机间影像的匹配。ＳＩＦＴ关
键点特征对图像平移、缩放和旋转保持不变性Ｉ－川，对
差异较大的图像具有稳定的特征匹配能力，在遥感
影像［８］、医学影像［９］的匹配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文中，采用ＳＩＦＴ匹配来实现火星巡视器多相机
间影像的特征匹配。提取ＳＩＦＴ关键点后，用关键
点特征向量的欧式距离作为两幅图像中关键点的相

（ｂ）避障十Ｈ机影像
图３
Ｆｉｇ．３

Ａｎ

似性判定度量，如果最近距离与次近距离的比值小

目标交接示例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ａｌｎｅｒａ

ｈａｎｄｏｆｆ

于某个比例阈值，则认为最近距离的点是匹配点。
匹配阈值越大，匹配点数目越多，误匹配的可能性也

２．３

基于蛐Ｆ１ｒ匹配和光束法平差的多相机目标交接

就越大，阈值越小，匹配点的数目也相应减少，但匹

本文提出的方法，首先在不同位置多相机图

配的正确率也越高［７］。根据勇气号火星巡视器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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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特点，ＳＩＦＴ匹配的阈值取０．７５时，一般可以

个误差方程［１１。：

ｆ％＝口１１△Ｘ。＋ａ１２△ｙｓ＋ａ１３必＋口１４觚＋口１５卸＋

获取足够数目的匹配点，能够满足目标交接要求。
以上设置的阈值为多次试验得到的经验值，处理其
它巡视器影像时可能需要调整。
２．３．２随机抽样一致性方法剔除匹配粗差

口１６血一口１１△Ｘ一口１ｚ△ｙ一口１３△Ｚ一乞
１

ｑ＝口２１△ｘ。＋ａ２２△Ｅ＋口２３必＋ａ２４劬＋ａ２５△９＋
口２６血一口２ｌ△ｘ一口２２△：ｙ—ｎ２３△Ｚ一０

ＳＩＦＴ关键点匹配结果中难免有错误匹配点，即

（１）

粗差。粗差会严重影响后续的光束法平差和目标交

式中：吼、口，为像点误差；ａ。。～口２６为误差方程系

接，需要设法剔除。随机抽样一致性（ＲＡＮｄｏｍ

数；△Ｘ。、△ｙ３、△Ｚｓ、△硼、△叭缸分别为外方位线元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对包含大量粗

素和角元素的改正数；△Ｘ、“、△Ｚ为对应物方点

差的数据仍能有效地估计参数［１州，其过程如下：首

三维坐标的改正值；疋、“为像点观测坐标观测值与

先，针对具体问题设计一个目标函数；然后，反复迭
代抽取尽可能少但有足够多的数据点集，来估算目
标函数参数的初始值，并利用这些初始值把数据划

迭代过程中坐标近似值之差。误差方程组联立后，
最小二乘迭代求解影像外方位的改正数，最终得出
较高精度影像外方位元素。

分为所谓的内点（Ｉｎｌｉｅｒｓ，满足参数估计的点）和外
点（Ｏｕｔｌｉｅｒｓ，不满足估计参数的点，即粗差）；最后，
反过来用所有的内点重新估算目标函数的参数值。
与传统优化算法所不同的是，ＲＡＮＳＡＣ算法最开始
是利用一小部分数据作为内点得到参数初始值，然
后根据初始值寻找数据集合中其他的内点，这样可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和外点的影像，算法具有很
强的抗粗差能力。

３实验验证与分析
实验的数据采用勇气号火星巡视器在２００４年
２月间，接近一个叫“Ｈｕｍｐｈｒｅｙ”的石头时，获取的全
景、导航和避障相机共１０对立体影像，其中全景相机
影像２对，导航相机影像４对，避障相机影像４对。
数据从ＭＥＲ

根据导航相机立体像对的左片与避障相机立体
像对的左片，通过ＳＩＦＴ关键点匹配得到的同名点

坐标，分别在同一立体像对右片通过相关系数和最
ｔｂ－－乘匹配寻找同名像点，前方交会求解出匹配点
的三维坐标［１１｜。对于同一点在不同立体模型下的
平面坐标Ｘ、ｙ满足一个简单的旋转、平移变换，故
用相似变换模型构建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对于不满足
相似变换的三维坐标，作为粗差剔除。
对于剔除粗差后的ＳＩＦＴ匹配点，在图像上用
５０×５０像素大小的格网进行分块，在每一个格网内
随机选取一个点，这样，可以自动选取出足够数目分
布均匀的模型连接点用于后续的光束法平差。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网站［１２］下载得到，

选取的是经过处理的核线影像。影像文件中，包含了
由里程计和惯性测量器件（ＩＭＵ）数据，根据航迹推
算（ｄｅａｄ 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方法得到的影像的外方位元素，
由于巡视器轮打滑和ＩＭＵ漂移的影响，这些外方
位元素的精度一般不高［１引。
以上文提到的导航相机和避障相机影像的交接
为例，图５是图３中两幅影像ＳＩＦＴ特征点匹配结
果，连线的两端是匹配的同名点，共得到５１对匹配
点，显然存在匹配粗差。图６是用ＲＡＮＳＡＣ方法
剔除粗差后得到的４２对正确匹配点。在正确匹配
的ＳＩＦＴ关键点格网分块，共选择出１４对分布比较

２．３．３光束法平差和目标交接
将正确匹配和选取的同名特征点作为连接点，
把火星巡视器不同位置、不同相机获取的影像连接
起来，构建成影像网，对影像网进行摄影测量光束法
平差，提高影像位置和姿态参数的精度和一致性。
本文实验中，为了实现目标从导航相机到避障相机
的交接，固定导航相机影像的外方位元素，平差调整
避障相机的外方位元素。最后，将导航相机内科学
目标的三维坐标，根据避障相机平差后的外方位元

素，投影到避障相机影像上，实现目标交接。
对于光柬法乎差中的连接点，每个像点可列两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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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Ｆｉｇ．５

ＳＩＦＴ匹配结果（含粗差）

ＳＩＦ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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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的点作为模型连接点进行光束法平差，因为两

别用光束法平差前后导航相机的外方位元素进行投

幅图像的视角、光照等相差较大，人工选取检查点会

影，以对比平差前后交接的精度。实验表明，平差前，

引入较大误差，故将ＳＩＦＴ匹配其余的２８个匹配

交接的精度为Ｘ方向１６．４９像素，ｙ方向１２．２３像

点，作为检查点检验目标交接的精度。

素，平差后交接的精度为Ｘ方向３．４９像素，Ｙ方向

１．４９像素。导航相机、避障相机间的距离为３．６３

ｍ。

本次实验根据获取的１０对立体像对，进行了不同类
型相机的交接实验，实验结果汇总见表１。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到，当２个拍摄站点距离较近
时（１ ｍ以内），光束法平差前的交接精度为３～４个
像素，表明在很短距离航迹推算得到影像位置和姿态
累积误差不大，而本文方法交接的精度更高，为２个

像素；拍摄站点距离不断增大（大于３ ｍ），传统的直
接反投的误差迅速增大，有２０～４０个像素之多，而
图６剔除粗差后的ＳＩＦＴ匹配结果和光束法

本文提出方法的交接精度仍然保持在２～３个像素，

平差后的目标交接结果

与直接利用航迹推算得到的影像位置和姿态交接相

ＳＩＦ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ｕｔｌｉｅ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６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ｏｆｆ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ｆｔｅｒ ｂｕｎｄｌ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比精度大幅度提高。因为在火星巡视器前进的过程
中，基于航迹推算的定位、姿态等误差会不断累积，

为了检验目标交接的精度，将导航相机影像与

因而降低直接交接的精度，而通过光束法平差，可以

避障相机影像匹配的２８个检查点的像点坐标作为

大幅度提高方位参数的一致性，从而显著提高了目

真值，由导航相机三维点投影到避障相机影像的坐

标交接精度。一般２～３个像素的交接精度，能够满

标与真值的差值作为相机目标交接的像方误差。分

足部署就位探测仪器的要求。

表１交接误差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光束法平差前交接误差／像素

交接相机类型
全景（ｓｉｔｅ １１ ｐｏｓ ２４ ｓｏｌ ５３）

导航（ｓｉｔｅ

１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ｒａ ｈａｎｄｏｆｆ

１１

Ｘ方向

ｙ方向

／ｍ

４３．２２

４．１３

１．４９

３．０６

３．６７

９．６７

５．４４

２．５７

０．６３

３．８０

１６．４９

１２．２３

３．４９

１．４９

３．６３

４．６９

２．８６

Ｏ．９２

２．１６

Ｏ．９８

３６．２０

８．２０

２．１２

１．１９

４．１９

ｐｏｓ ００ ｓｏｌ ５１）
ｐｏｓ

避障（ｓｉｔｅ

ｐｏｓ ２９ ｓｏｌ ５４）

２０ Ｓ０１ ５２）

导航（ｓｉｔｅ １１ ｐｏｓ ４７ ｓｏｌ ５５）

避障（ｓｉｔｅ

１１

ｐｏｓ ４７

ｓｏｌ ５５）

全景（ｓｉｔｅ １１

ｐｏｓ

２４

ｓｏｌ ５３）

避障（ｓｉｔｅ

ｐｏｓ ５１

ｓｏｌ ５５）

１１

相机距离

ｙ方向

ｐｏｓ ４７ ｓｏｌ ５５）

导航（ｓｉｔｅ １１
１１

光束法平差后交接误差／像素

Ｘ方向

全景（ｓｉｔｅ １１ ｐｏｓ ２４ ｓｏｌ ５３）

导航（ｓｉｔｅ

ｅｌ ｌ－ｏｒｓ

注：ｓｉｔｅ、ｐｏｓ、ｓ０１分别指影像对应的站号、位置号和火星日。

探测的效率和自动化程度。

４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ＳＩＦＴ匹配和光束法平差
的深空探测巡视器多相机目标自动交接方法，能够
显著提高目标交接的精度和可靠性，满足布设机械
臂上仪器进行就位探测的要求。经过进一步完善和
测试，可应用于未来深空巡视器探测任务中，实现单
指令周期接近目标和部署就位探测仪器，提高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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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杯＂探测器成功撞月

“圣杯”
地点Ｓａｌ

故美罔首ｆ

女航天！，！
ＳａｌＩｖ Ｒｉｄｅ

“圣杯”撞击月球地点图

据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ｎｏｗ网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报道，当日美国东部时间１７点２８分，一对美国“圣杯”月球探
测器（ＧＲＡＩＬ—Ａ、ＧＲＡＩＬ－Ｂ），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按计划撞向月球上一座２５００ ｍ高的山峰，２个探测器的撞
击间隔大约为３０ Ｓ。此次撞月旨在避免“圣杯”燃料耗尽而自行坠毁——这可能会破坏月面上的一些重要历
史遗迹，如当年阿波罗飞船探月的着陆点等等。在其撞击成功之后，ＮＡＳＡ随即宣布将此次撞击的地点命
名为Ｓａｌｌｙ Ｒｉｄｅ，以纪念已故美国首位女宇航员Ｓａｌｌｙ Ｒｉｄｅ。ＧＲＡＩＬ探测器的正式名称是“重力恢复和内部
实验室”，由２个相同的探测器组成阵列开展探测工作，它们发回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获得迄今为止精度最高
的月球重力场数据，可帮助科学家们解开许多有关月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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