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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降落图像匹配的嫦娥三号着陆点位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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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００１０１）

１０００９４）

提出了一种应用着陆器降落相机序列图像和嫦娥二号数字正射影像（ＤＯＭ）的嫦娥

三号着陆点位置评估方法。以高分辨率降落图像上的着陆器位置为基础，通过降落序列图像间的
尺度不变特征转换（ＳＩＦＴ）匹配，计算序列图像间的几何转换参数，完成着陆器在低分辨率降落图
像上的定位。并通过提取降落图像与嫦娥二号ＤＯＭ影像上的撞击坑，实现图像间的匹配与几何转
换参数的计算，最终得到着陆器在嫦娥二号ＤＯＭ影像上的位置。通过对比美国“月球勘测轨道器”
（ＬＲＯ）拍摄到的着陆器真实位置，验证了定位方法的有效性，其定位精度在ＤＯＭ影像１个像素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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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车ＤＯＭ影像同卫星影像的ＳＩＦＴ匹配，将探测车
１

引言

自动定位于“火星勘测轨道器”（ＬＲＯ）的高分辨率
成像科学装置（ＨｉＲＩＳＥ）拍摄的影像上的高精度定

我国探月工程二期嫦娥三号探测器于２０１３年

位方法［６］。由于嫦娥二号卫星影像分辨率较低，高

１２月２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经过１２天在

分辨率的降落相机影像同嫦娥系列卫星影像的匹配

轨运行，于１４日在月球虹湾地区成功实现月面软着

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无法直接应用于嫦娥三号着陆

陆。着陆过程中，着陆器携带玉兔号月球车从近月

点的定位中，因而，利用降落序列图像过渡连续的特

点１５ ｋｍ高度上启动７５００ Ｎ变推力发动机实现着

点，通过降落序列图像建立着陆影像同卫星影像间

陆器的减速下降。在距离月表高度２ ｋｍ时，着陆

几何关系，实现嫦娥三号着陆器在降落图像和卫星

器启动调姿发动机调整着陆器姿态并在ｉ００ ｍ高

图像上的高精度定位。本文探讨的嫦娥二号影像上

度实现悬停避障，自主选择地形平坦的着陆位置后

嫦娥三号着陆点位置的评估方法为后续任务规划提

进入缓速下降段，最终着陆器与玉兔号月球车安全

供了参考。

着陆于虹湾雨海地区。经遥测，确定着陆点位置位
于月球北纬４４．１２。，西经１９．５１。。为了监视着陆过

２获取数据内容分析

程，位于着陆器底部的降落相机获取了大量的降落
序列影像，记录了着陆器下降着陆区的情况。着陆

嫦娥一号是我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其搭载的

后玉兔号月球车通过着陆器上的转移机构安全移动

三线阵ＣＣＤ立体相机获取了全月球影像数据，为我

至月表，完成两器分离后实施月表巡视探测。

国月球科学研究和后续月球探测工程的开展提供了

为了安全高效地实施探测任务，须确定着陆点

重要的月表形貌信息［７］。为了获取更为丰富的着陆

位置及其地形地貌信息，为规划后续两器分离、月表

区的形貌特征数据，嫦娥二号在嫦娥一号的基础上

巡视探测等任务提供数据基础。嫦娥一号、二号卫

作了重要的技术改进，通过搭载成像能力更强的立

星已获取了月表高分辨率立体影像数据，并对着陆

体相机，在１００ ｋｍ／１００ ｋｍ圆轨道上实现了分辨率

区实施了三维制图。着陆点位置则通过无线电测量

优于１０ ｍ的全月成像，并针对虹湾预选着陆区通

获取了初始定位结果。然而，由于测控及坐标系统

过降轨获取了分辨率优于１．５ ｍ的三线阵立体影

转换的误差，使得将遥测的着陆器位置直接叠加在

像数据［８］，为着陆区精细制图提供了数据源，是嫦娥

卫星影像上时存在较大的偏差，误差可达数百米。

三号科学探测任务的基础数据。开发了嫦娥二号立

将着陆器高精度地定位在卫星影像上，能够支持空

体影像自检校光束法平差方法，精化了嫦娥二号推

地一体化的探测，对巡视探测任务的实施以及任务

扫式严格几何成像模型，实现了虹湾区着陆区的高

完成后的综合分析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近期的深空

精度制图，得到了该区域的１．５ ｍ分辨率的数字高

探测任务中，美国火星探路者号（Ｍａｒｓ

程模型（ＤＥＭ）及数字正射影像（ＤＯＭ）数据［９］。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探测器着陆点的定位是通过在着陆器影像及海盗号

目前，在轨运行的、对月表成像分辨率最高的图

（Ｖｉｋｉｎｇ）探测器影像上人工选取５对特征点进行方

像是由美国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发射的ＬＲＯ上携带

位角计算得到的，定位精度１００ ｍ［１］。火星车探测

的窄角相机获取的，分辨率最高可达０．５ ｍ［１０］。２０１３

任务（Ｍａｒ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ｖｅ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中，在火星

年１２月３０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在其官

车全景拼图上选取远处山峰等地标点，通过后方交

方网站上公布了ＬＲＯ窄角相机获取的嫦娥三号着陆

会计算得到着陆点位置，并在随后获取的火星轨道

区１．５ ｍ分辨率影像，通过该影像可以清晰地观测到

器摄影机（Ｍａｒｓ

嫦娥三号着陆器与玉兔号月球车［１川。因而，采用此

Ｏｒｂｉｔｅｒ

Ｃａｍｅｒａ，ＭＯＣ）影像中观测

到了火星车，精化了定位结果［２ｑ］。于２０１１年成功
着陆的美国“火星科学实验室”（Ｍａｒｓ

结果作为真值，验证定位结果精度。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ａｂｏ—

嫦娥三号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软着陆，

ｒａｔｏｒｙ）好奇心号火星车上安置了一台像幅为１６００×

使用了完全自主的月面软着陆方式。着陆过程中，

１２００像素的降落相机，降落过程中以４．５幅／秒获取

着陆器上降落相机获取了大量降落图像。降落相机

了大量降落图像，结合无线电定位结果，实现了着陆

像幅为１０２４×１０２４像素，视场角为４５．４。，以向下垂

点精确定位［４’５］。以上方法较多通过人工交互完成，

直的视角安置于着陆器底部。在着陆器位于１５

对操作人员要求较高。Ｄｉ等人提出了一种通过火

高度时，降落相机启动并以１０帧每秒的速度获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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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器降落至月面静止过程中的共４６７２幅降落影

（高于０．０５ ｍ）远高于着陆区嫦娥二号影像制作的

像。降落过程中着陆器姿态稳定、相机采集帧频高、

ＤＯＭ，无法直接通过该图像同卫星影像ＤＯＭ数据

成像条件良好，所获取的降落序列图像纹理丰富，相

的匹配将着陆器定位于卫星影像上。为此，本文首

邻帧之间视差较小，能够连续地反映着陆器下月表

先通过匹配确定降落序列影像间几何变换关系，将

可视范围的变化。

高分辨率降落图像上的着陆位置传递至低分辨率的
降落图像上，然后依据低分辨率的降落图像同卫星

嫦娥三号着陆器定位

影像ＤＯＭ数据匹配，实现着陆器在卫星影像上的
初始定位。以此结果为基础，在着陆区附近选择一

降落相机在３０ ｍ高度以下的缓速下降段获取

定数量特征点，直接建立高分辨率降落影像同卫星

了着陆器降落至月面的降落图像，通过分析降落区

影像ＤＯＭ问的关系实现着陆点定位。整体操作如

域变化，可获得着陆器在降落影像中的位置，得到高

图１所示。

分辨率的着陆影像。然而，该图像视场较小、分辨率

图１
Ｆｉｇ．１

应用降落图像和卫星图像的着陆点定位流程

Ｗｏｒｋｆｉｏｗ ｏｆ ｌａｎｄｅ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ｓ

３．１着陆器在降落序列图像上的定位

存在变形。因而，在进行定位处理之前先对图像进

３．１．１降落图像预处理

行预处理，根据测控得到的概略姿态将图像投影至

大部分降落图像成像姿态是倾斜的，图像纹理

万方数据

水平面上，使图像由倾斜中心投影图变换为近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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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投影图像。处理的主要步骤有：首先，计算每一个
图像像点对应的地面点坐标，在删除其中距离过远
的点后，得到地面点集；然后，计算点集的外接矩形

３．１．３

２３卷

降落序列图像匹配与着陆点定位

降落相机图像分辨率同拍摄高度相关，在垂直
角度下图像中心分辨率为

地理范围，在确定适当的图幅大小后，计算得到正射

ＲＧ一２Ｈ·ｔａｎ（ＡＦｏｖ／２）／叫

影像分辨率；最后，依据分辨率与外接矩形位置，设

式中：尺。为地面分辨率，Ｈ为成像高度，Ａｍｖ为相

定水平面坐标，采用反投影方法得到近似正射投影

机横向视场角，叫为图像宽度。

（１）

由式（１）可知，成像高度２ ｋｍ的降落图像分

图像。图２所示为预处理结果。

辨率同卫星影像ＤＯＭ分辨率相当。由于原始降
落图像帧频高，数据量较大，为了简化数据处理，
本文抽取在２ ｋｍ左右高度至缓速下降段区间拍
摄的１７幅降落序列图像进行处理。这１７幅降落
序列图像中分辨率最高为０．００２

５

ｍ，即图３中的

图像；分辨率最低约为１．６６ ｍ，接近嫦娥二号卫星
影像ＤＯＭ分辨率。处理过程中，图３得到的着陆
（ａ）原始降落相机图像

（ｂ）预处理后结果

图２降落图像预处理结果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

点位置将通过序列图像匹配逐级传递至最低分辨

率的降落图像上，为后续同卫星影像ＤＯＭ的匹配
作准备。
图像间采用ＳＩＦＴ方法进行特征点提取与匹

３．１．２

着陆点在高分辨率降落图像上的定位

将着陆器定位于在降落相机序列图像，首先须
确定着陆器在某一张降落图像上的位置。由于着陆

器在降落至距离月表为３ ｍ的高度时关闭发动机，

配［１ ２｜，得到的同名特征点经过ＲＡＮＳＡＣ方法剔除
其中的粗差［１ ３｜。在相邻帧之间，利用得到的匹配点
结果，采用如下所示的仿射变换模型计算图像坐标
间变换关系：

以自由落体方式着陆月面。此时，降落相机姿态平

［汁［：：：破］＋［鞠

稳、离月表较近、光线未被遮挡，为了方便处理，本文
将此位置附近获取的降落图像的中心作为着陆点位
置。图３为３ ｍ高度获取的降落图像，其中的绿色
点为设定的着陆点位置。实际上，降落相机安置位
置偏离着陆器质心约１．２６ ｍ，在最终确定着陆点在
卫星影像上的位置时将加入该偏移量。

（２）

式中：ａｏ、ｂｏ、ｃｏ、ｎ１、ｂ１、Ｃｌ为仿射系数；ｚｏ、ｙｏ及ｚ１、
ｙ。分别为两幅图像上匹配点坐标。理论上当存在３
对匹配点时，式（２）即有解。一般情况下，可以得到
远多于３对的匹配点，因而在计算式（２）方程时，可
联立得式（３），采用最小二乘方法求解最优解。
ｐｏ

弘

ｌ

０

０

０

Ｏ

０

ｚｏ

ｙｏ

ｌ
ｒ盘ｏ
Ｌ

０ｑ

Ｃｏ

ｎｌ

ｌ·

Ｊ

ｉ

ｂｏ

１

ｂｌ

Ｃ１］１一ｌ
。

广１］
ｙｌ

（３）

ｌ；Ｊ

解出图像间的模型变换参数后，由两幅图像上
任意一点位置均可互相转换。因而，每幅降落相机
图像上的着陆点位置通过计算得到。图４是相邻帧
间降落图像匹配与定位的结果，通过匹配高分辨率
降落图像上确定的像素位置可传递至低分辨率的降
图３
Ｆｉｇ．３

着陆点在高分辨率降落图像上的定位
Ｌａｎｄｅ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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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图像。图５是１７幅降落图像连续匹配后基于帧
间几何参数进行的配准叠加结果，绿色标志点为着

陆点在序列图像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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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降落序列图像间的匹配

图４

（ｂ）着陆点位置在降落序列图像上的传递

相邻帧降落序列图像匹配与定位结果

Ｆｉｇ．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提取的方法，包括人工识别、基于形态拟合及基于机
器学习的方法［１４－１５］。本文中，从撞击坑在降落图像
与卫星影像ＤＯＭ中的灰度特征出发，检测撞击坑
边缘偏暗与偏亮的区域，拟合圆并确定圆中心位置，
确定撞击坑中心位置。该方法具体步骤如下：首先，
通过Ｍｅａｎ Ｓｈｉｆｔ方法对图像进行分割［１６Ｉ，提取当中
灰度值较亮与较暗的区域，分别标识为明亮区与灰暗
区，作为撞击坑备选区域；其次，在明亮区一定距离范
围内搜索区域面积相近的灰暗区，将两者进行配对得
到撞击坑初始提取结果；然后，统计每一提取结果里
图５着陆点在降落序列图像上的定位
Ｆｉｇ．５

Ｌａｎｄｅ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ｓ

３．２着陆器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上的定位
降落相机图像与卫星影像成像时间不同，在不

明亮区域中心到灰暗区中心的方向矢量，剔除其中不
符合方向约束的区域，得到正确的提取结果；最后，求
取区域最小外接圆，确定撞击坑位置［１

７｜。

３．２．２撞击坑匹配

同的太阳高度角、方位角的影响下导致图像纹理存

由于降落图像与嫦娥二号ＤＯＭ均是校正后的

在较大差异，常见的基于点特征的匹配算法，如模板

影像，因而通过相似变换模型建立两类图像上撞击

匹配、ＳＩＦＴ匹配等方法，无法在此类图像间取得满

坑位置数据的转换关系。相似变换模型可表示为

意的匹配结果。实际上，在火星、月球等星球表面，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撞击坑，是行星表面最显著的特
征。由于地形高度上凹陷，撞击坑在影像中多呈现

嘲一［：珈汁［习

㈤

式中：ｎ，ｂ，ｆ，ｄ为相似变换系数。

两侧坑沿明暗对比明显的特点。因而，本文通过提

为了对两类图像上的撞击坑进行匹配，本文采

取降落影像与卫星影像ＤＯＭ中的撞击坑中心位

用基于相似变换模型的ＲＡＮＳＡＣ方法检测撞击坑

置，得到相应的撞击坑分布状态，求取两类影像中撞

的匹配关系。主要步骤有：首先在两个数据集内任

击坑分布的几何关系，实现影像间特征的匹配。

取的两对点坐标计算相似变换参数；然后利用此参

３．２．１撞击坑提取

数计算所有的降落相机上点在嫦娥二号ＤＯＭ上对

自动识别与提取撞击坑一直是行星研究遥感的

应的位置，在此位置一定范围内搜索是否存在撞击

热点和难点之一。目前，已有多种对撞击坑识别与

坑，若存在，则将所有已匹配上的点利用最ｄｘ＿＿－乘求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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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３卷

解变换系数并计算残差方均根；最后，对数据集内所

图６（ｂ）与图６（ｅ）为对图像进行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分割以

有点做以上处理，在残差方均根满足阈值的情况下，

后的结果；图６（ｃ）与图６（ｆ）为对分割结果进行撞击

选定匹配点对数量最多的情况下对应的相似变换参

坑区域提取的结果，图中白色和黑色区域为提取出

数作为最终的结果。利用该参数建立降落相机图像

的撞击坑明亮与灰暗的区域，经过对两类区域的自

与嫦娥二号ＤＯＭ影像间坐标的变换关系。图６为

动选取与合并，提取出了撞击坑区域，即图中红色圆

撞击坑提取与匹配的结果。在图６（ａ）与图６（ｄ）分

圈区域；图６（ｇ）为利用ＲＡＮＳＡＣ方法检测出的撞

别为嫦娥二号卫星影像与降落相机预处理后图像；

击坑匹配结果，即图中绿线所连接的撞击坑对。

（ｂ）

（ｄ）

（ｅ）

（ｆ）

图６卫星图像和降落图像中的撞击坑提取与匹配
Ｆｉｇ．６

Ｃｒ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

３．２．３着陆点精确定位

通过３．２．１节中确定的降落相机图像同嫦娥二
号ＤＯＭ影像间几何关系，可得到低分辨率降落序
列图像上的着陆点位置在嫦娥二号ＤＯＭ影像上的
定位结果。然而，由于降落序列影像内的定位存在
误差累积，撞击坑区域提取的精度也受光照条件影
响较大，上述方法得到的定位结果精度不高。因而，
本文依据已得到的着陆点位置作为初值，确定嫦娥

（ａ）嫦娥二号ＤＯＭ影像

＠百米悬停位置的降落图像

二号ＤＯＭ上的初始着陆区域，并加入此区域同百

米悬停位置附近获取降落图像间的同名特征点对。

图７着陆器在嫦娥二号ＤＯＭ上的高精度定位结果
Ｆｉｇ．７

经过图像间几何关系的计算，由百米悬停位置的降

Ｈ 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ｌａｎｄｅ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２ ＤＯＭ

落图像上着陆点位置确定卫星图像上的着陆点位
置，在初始定位的基础上实现着陆点的高精度定位。

利用降落相机同着陆器的安置参数修正定位结果

图７中红色连线为嫦娥二号ＤＯＭ与悬停位置降落

后，最终将着陆器中心定位于嫦娥三号ＤＯＭ上，定位

图像间选取的同名特征点，左侧绿色点为由右侧降

出的着陆点位置为北纬４４．１１８ ｏ西经１９．５１２ ６。。定

落图像上着陆位置计算得到的在嫦娥二号ＤＯＭ上

位结果如图８所示，图中绿色箭头所指为着陆区局部

的着陆点位置。

放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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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针对嫦娥三号着陆点在卫星图像中精确定位的

需要，本文通过降落序列图像间的ＳＩＦＴ匹配结果，
建立图像间坐标几何变换关系，将在高分辨率降落
图像上确定的着陆点位置定位于与卫星图像分辨率
相当的降落图像上。随后，通过撞击坑的提取与匹
配，完成降落相机图像同嫦娥二号ＤＯＭ的匹配，得
到两类图像间的几何位置转换关系，最终实现着陆
（ａ）着陆器高精度定位结果

（ｂ）着陆Ｋ域局部放大图

图８着陆器在嫦娥二号ＤＯＭ上的高精度定位结果
Ｆｉｇ．８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ｌａｎｄｅ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一２ ＤＯＭ

点在嫦娥二号ＤＯＭ影像的定位。文中通过将着陆
点在ＬＲＯ影像上的定位结果同实际观测到的着陆
器位置进行对比，验证了本定位方法的有效性，定位
精度优于卫星影像１个像素（１．５ ｍ）。着陆点在降
落图像和卫星图像的高精度定位，有力地支持了后

３．３定位精度分析与验证
本文提出的着陆器定位方法中，由低分辨率的降

续巡视器探测任务的开展。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落图像同卫星图像匹配得到的着陆点位置仅用于确定
着陆点大致区域。实际是悬停位置降落图像同卫星图
像的匹配结果决定最终定位结果。相应的定位精度则
是由同卫星影像匹配精度与此处降落图像上得到的着
陆点精度决定。悬停位置降落图像分辨率较高（约
０．０８

ｍ），由最低位置降落图像传递至悬停位置降落图

像的着陆点精度优于卫星影像１个像素（１．５ ｍ），且同
卫星影像匹配精度也优于１个像素。因而，理论上最
终定位结果应优于卫星图像１个像素。
为了实际检验定位结果，用于上文所述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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