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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空探测巡视器多相机目标交接新方法

邸凯昌1’2 张重阳1 刘召芹1’2

(I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 i00101)

(2航天飞行动力学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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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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pproach to Rover Camera Hand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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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ver camera handoff is a key technology in deep space exploration tO support the rover

approaching designated target and deploying in—situ instruments．A new rover camera handoff

method，which accomplishes camera handoff with high precision and in full automation，is pro—

posed based on SIFT matching and bundle adj ustment．Experimental results using stereo images

of Mars rover Spirit show that the handoff accuracy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meth—

od，which satisfies the needs for instrument deployment．

Key words：Mars rover；camera handoff；SIFT matching；buddle adj ustment

1 引言

着陆巡视探测是深空探测的主要方式之一，近

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深空着陆巡视探测活动是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火星探测巡视器勇气号和机遇号的火

星表面巡视探测，好奇心号火星巡视器于2012年8

月6日着陆火星，开启了人类深空探测的新篇章。

在中国嫦娥工程的第二期探月活动中，也将开展月

面着陆器探测和月面巡视器探测¨一。深空探测巡视

器在探测活动中，需要接近和到达科学家指定的科

学目标并且部署相关仪器对目标进行就位探测或者

取样。}。在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探测巡视器任务

中，火星巡视器自确定目标到接近目标部署科学仪

器至少需要3个指令周期，即3个火星日(一个火星

日为24 h 39 min 35 s)』]。科学家一般先从火星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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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器全景相机影像中，确定一定距离外(如几十米以

外)所关注的目标(如石块、岩层、沙丘等)，在接近目

标途中，通过导航相机获取目标影像，对其进行识别

和交接，接近目标时，再将目标从导航相机影像交接

到避障相机影像，科学目标在相机间的交接，是由科

学家和工程师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实现的，最终根

据科学目标在避障相机影像中的位置，用机械臂上

的科学仪器进行就位探测。目前的好奇心号火星巡

视器也基本沿用了上述目标接近方法，未来的深空

探测巡视器需要更加高效、智能地接近目标部署科

学仪器，如果可以实现目标在影像间的自动交接，便

可大幅度缩短深空探测巡视器接近目标部署仪器的

时间(例如缩短到一个指令周期)，从而提高科学探

测的效率。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研究者们，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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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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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几个像素。此目标交接方法需要在交接前连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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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间进行，难以应用于相距较远拍摄的影像间交接；

另外，直接通过匹配追踪和交接目标，没有充分利用

影像中其它的明显特征点，因此交接的精度和可靠

性都有待提高。

本文提出利用SIFT匹配和光束法平差方法，

实现多相机间的图像配准和目标交接，以利于提高

目标交接精度和可靠性，同时，还可用于相距较远拍

摄的影像间交接。

2多相机间目标交接算法

2．1火星巡视器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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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

Navcam)安装于同一根相机横杆上，统称为桅杆相

机，分别用来对远、中距离和中、近距离的地物进行

成像；两对避障相机(hazard-avoidance camera，

Hazcam)分别安装在火星巡视器车头和车尾、太阳

能电池板下，称为巡视器相机，用来对近距离的地物

进行成像。Navcam是一对中视场角(45。)全色相

机，主要用于导航；Pancam是一对窄角(16．8。)多光

谱相机，主要用于对地质、地形、地貌等的科学研究；

Hazcam是宽角(120。)全色相机，主要用于探测和避

开障碍物，以及布设机械臂上仪器前的近距离量测。

文献[5—6]对于这些相机的具体参数，以及在地形测

图和火星巡视器定位方面的应用有更为详细的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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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火星巡视器上的相机及其它仪器

Fig．1 Cameras and other instruments

on the Mars rover

线

板

2．2目标交接概念

多相机影像的目标交接(camera handoff)，指的

是将某一个相机影像内的特定目标传递到在另一个

位置拍摄的另一个相机的影像上，两个相机的影像

间要有一定的重叠度。如图2所示，当探测巡视器

距离目标10 m左右时，首先用焦距较长的全景相

机对目标拍照；随着火星巡视器向前行进，如在距离

目标5 m左右时，用导航相机拍照，并将目标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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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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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传递到避障相机；最后，根据避障相机对目标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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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火星巡视器导航相机、避障相机在由远到近

不同位置获取的同一地区的影像，由于两个相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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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障相机的目标交接，就是要确定导航相机中所关

注的目标点(如图3(a)中十字标示的点)在避障相

机影像(如图3(b))上的位置。在美国的勇气号和

机遇号火星探测巡视器任务中，这一过程是由人工

实现的。下文中探讨了自动化、高精度实现这一交

接过程的方法。

图2相机交接概念图

Fig．2 A conceptual illustration of camera handoff

a1导航丰H机影像

(b)避障十H机影像

图3 目标交接示例

Fig．3 An example of calnera handoff

2．3 基于蛐F1r匹配和光束法平差的多相机目标交接

本文提出的方法，首先在不同位置多相机图

像间进行SIFT匹配，提取同名点并剔除粗差，将

不同相机所拍摄的影像连接起来，构成影像区域

网，通过对影像网的光束法平差，提高所有相机影

像姿态位置参数的一致性；然后，根据平差后的影

像外方位元素，将目标从一个相机的立体影像上

精确地投影到另一个相机的影像上，实现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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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avcam-R1上最小
二乘匹配求待交接点 Hazeam-R1_kttd,

s和点集s。同名点
二乘匹配求S。同名点

I l
前方交会，求解 前方交会，求解

s和s．在导航相机 S，在避障慨嘲内
模型内的三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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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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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性判定度量，如果最近距离与次近距离的比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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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大，阈值越小，匹配点的数目也相应减少，但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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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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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FT关键点匹配结果中难免有错误匹配点，即

粗差。粗差会严重影响后续的光束法平差和目标交

接，需要设法剔除。随机抽样一致性(RANdom

SAmple Consensus，RANSAC)算法，对包含大量粗

差的数据仍能有效地估计参数[1州，其过程如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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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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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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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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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误差方程[11。：

f％=口11△X。+a12△ys+a13必+口14觚+口15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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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吼、口，为像点误差；a。。～口26为误差方程系

数；△X。、△y3、△Zs、△硼、△叭缸分别为外方位线元

素和角元素的改正数；△X、“、△Z为对应物方点
三维坐标的改正值；疋、“为像点观测坐标观测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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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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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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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SIFT匹配结果(含粗差)

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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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图像的视角、光照等相差较大，人工选取检查点会

引入较大误差，故将SIFT匹配其余的28个匹配

点，作为检查点检验目标交接的精度。

图6剔除粗差后的SIFT匹配结果和光束法

平差后的目标交接结果

Fig．6 SIFT matching results after outlier elimination

and handoff result after bundle adjustment

为了检验目标交接的精度，将导航相机影像与

避障相机影像匹配的28个检查点的像点坐标作为

真值，由导航相机三维点投影到避障相机影像的坐

标与真值的差值作为相机目标交接的像方误差。分

别用光束法平差前后导航相机的外方位元素进行投

影，以对比平差前后交接的精度。实验表明，平差前，

交接的精度为X方向16．49像素，y方向12．23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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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出方法的交接精度仍然保持在2～3个像素，

与直接利用航迹推算得到的影像位置和姿态交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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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降低直接交接的精度，而通过光束法平差，可以

大幅度提高方位参数的一致性，从而显著提高了目

标交接精度。一般2～3个像素的交接精度，能够满

足部署就位探测仪器的要求。

表1交接误差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camera handoff el l-ors

光束法平差前交接误差／像素 光束法平差后交接误差／像素 相机距离
交接相机类型

X方向 y方向 X方向 y方向 ／m

全景(site 11 pos 24 sol 53)
43．22 4．13 1．49 3．06 3．67

导航(site 11 pos 47 sol 55)

全景(site 11 pos 24 sol 53)
9．67 5．44 2．57 0．63 3．80

导航(site 11 pos 00 sol 51)

导航(site 11 pos 20 S01 52)
16．49 12．23 3．49 1．49 3．63

避障(site 11 pos 29 sol 54)

导航(site 11 pos 47 sol 55)
4．69 2．86 O．92 2．16 O．98

避障(site 11 pos 47 sol 55)

全景(site 11 pos 24 sol 53)
36．20 8．20 2．12 1．19 4．19

避障(site 11 pos 51 sol 55)

注：site、pos、s01分别指影像对应的站号、位置号和火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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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的效率和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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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杯”

地点Sal

美国“圣杯"探测器成功撞月

“圣杯”撞击月球地点图

故美罔首f

女航天!，!
SalIv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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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一种深空探测巡视器多相机目标交接新方法
作者： 邸凯昌， 张重阳， 刘召芹， DI Kaichang， ZHANG Chongyang， LIU Zhaoqin

作者单位： 邸凯昌,DI Kaichang(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 100101;航天飞行动力学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4)， 张重阳,刘召芹,ZHANG Chongyang,LIU Zhaoqin(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100101)

刊名：
航天器工程

英文刊名： Spacecraft Engineering

年，卷(期)： 2013,22(1)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tqgc201301007.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tqgc201301007.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b8%e5%87%af%e6%98%8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9%87%8d%e9%98%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8f%ac%e8%8a%b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DI+Kaich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ANG+Chongy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U+Zhaoqin%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81%a5%e6%84%9f%e5%ba%94%e7%94%a8%e7%a0%94%e7%a9%b6%e6%89%80%2c%e5%8c%97%e4%ba%ac+100101%3b%e8%88%aa%e5%a4%a9%e9%a3%9e%e8%a1%8c%e5%8a%a8%e5%8a%9b%e5%ad%a6%e6%8a%80%e6%9c%af%e9%87%8d%e7%82%b9%e5%ae%9e%e9%aa%8c%e5%ae%a4%2c%e5%8c%97%e4%ba%ac+100094%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81%a5%e6%84%9f%e5%ba%94%e7%94%a8%e7%a0%94%e7%a9%b6%e6%89%80%2c%e5%8c%97%e4%ba%ac+100101%3b%e8%88%aa%e5%a4%a9%e9%a3%9e%e8%a1%8c%e5%8a%a8%e5%8a%9b%e5%ad%a6%e6%8a%80%e6%9c%af%e9%87%8d%e7%82%b9%e5%ae%9e%e9%aa%8c%e5%ae%a4%2c%e5%8c%97%e4%ba%ac+100094%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81%a5%e6%84%9f%e5%ba%94%e7%94%a8%e7%a0%94%e7%a9%b6%e6%89%80%2c%e5%8c%97%e4%ba%ac%2c100101%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tqgc.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tqgc.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tqgc201301007.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