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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改进的中值流跟踪算法为核心，基于上下文信息相关性特点，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无人机视

觉导航定点着陆的着陆地标实时检测跟踪方法。 以 ＳＵＲＦ⁃ＢｏＷ 特征来描述样本图像，基于支持向量

机（ＳＶＭ）进行离线分类器训练，用于准确的识别目标，完成跟踪目标初始化。 之后，利用改进后的中

值流跟踪算法进行目标跟踪，保证目标跟踪的可靠性、完整性。 最后，基于相邻 ２ 帧目标相似性原则

与线下训练的分类器，设计目标再搜索算法，保证在目标丢失或目标跟踪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快

速地找回目标，使得整套算法能够长时间准确地跟踪目标。 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在目标尺度变化、
光照变化及运动模糊等情况下，都能够实时、稳定地跟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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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无人机具有成本低、可操作性好、
可垂直起降、可携带其他载物等优点，其在军事及民

用领域应用较多［１⁃２］。 特别是配备了视觉系统后，
更能加强其自主化、智能化，使其应用领域更为广

泛。 其中基于视觉的无人机定点着陆是一个热门的

研究主题。 通过对视觉传感器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

理，并识别、跟踪着陆地标图像，以辅助无人机进行

自主着陆［３］。 但在着陆过程中，目标尺度、光照、拍
摄角度以及局部区域环境会发生变化，再加上复杂

的背景环境等干扰，使得目标的跟踪难度加大，甚至

会丢失目标。 因此，无人机定点着陆过程中的视觉

跟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具备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人们针对视觉跟踪问题提出很多算法，

但现有的算法在解决无人机定点着陆过程中的长时

间实时视觉跟踪问题上仍存在不足。 早期的基于模

板匹配的跟踪是通过选择性地更新模板来描述相似

性，从而找到最优的跟踪结果［４］。 此类方法虽然对

于目标的外观变化有一定的鲁棒性，但没有充分利

用目标的特征信息，且模板更新存在误差，故无法长

时间稳定准确地跟踪目标。 基于稀疏表示（ ｓｐａｒ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的 方 法 是 另 一 种 常 用 的 跟 踪 方

法［５⁃６］，但此类方法计算密集，没有充分利用上下文

信息，无法保证长时间目标跟踪的稳定性与准确性。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ｂ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是 通 过 在 线 学 习 模 式 （ 如

ＳＶＭ［７］，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８］），在序列图像中进行目标与背景

的分类检测，从而达到目标跟踪的目的。 但此类方

法耗费时间较长，无法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Ｋａｌａｌ 等
人对光流法进行改进，设计出一种中值流跟踪

器［９］。 该跟踪器跟踪性能较好，提高了目标跟踪的

可靠性与实时性；但没有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且无

法在目标消失后重新找回目标。 对此，Ｋａｌａｌ 等人在

中值流跟踪器的基础上，提出了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ＬＤ）跟踪算法［１０］，此算法鲁棒性较高，通
过在线训练多个专家模型（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综合判

断并纠正当前跟踪结果，保证目标跟踪的准确性。
但此算法由于需在线训练多个专家模型，故实时性

较为一般，不满足无人机基于视觉进行顶点着陆对

于视觉跟踪算法实时性的要求。
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分析，利用以 ＳＵＲＦ⁃ＢｏＷ 特

征进行线下训练的 ＳＶＭ 分类器进行跟踪器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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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利用改进后的基于上下文信息相关性的中值流

跟踪算法进行目标跟踪，保证目标跟踪的可靠性、完
整性，并设计目标再搜索方法，保证在上述跟踪失败

的情况下仍能找回目标并进行跟踪，提升整套算法

的鲁棒性。

１　 基于前后跟踪误差的中值流跟踪
算法

１．１　 前后跟踪误差

对于计算机视觉中特征点的跟踪，是通过 ｔ 时
刻的某特征点的位置，估算出 ｔ＋１ 时刻该点位置。
但点的跟踪通常面临被跟踪点改变或者从图像中消

失的情况，此时则认为该特征点跟踪失败。 为了能

够使得跟踪器自我评价特征点跟踪的可靠性，Ｋａｌａｌ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向前向后一致性假设的中值流

跟踪算法，假设如下［９］：①跟踪器由 ｔ 时刻前向跟踪

特征点到 ｔ＋１ 时刻会生成 １ 条轨迹；②跟踪器由 ｔ＋１
时刻后向跟踪特征点到 ｔ 时刻，生成 １ 条验证轨迹；
③２ 条轨迹相比较，若明显不同，则认为该特征点跟

踪错误。 如图 １ 所示，ａ）中点 Ａ 的前后跟踪轨迹一

致，故跟踪正确；相反，ｂ）中的点 Ｂ 前后跟踪轨迹不

一致，则认为跟踪失败。

图 １　 前后双向跟踪示意图

前后跟踪误差可用来判断双向跟踪轨迹是否相

同。 如图 ２ 所示，Ｉｔ 是 ｔ时刻图像，Ｉｔ ＋１ 是 ｔ ＋ １时刻图

像。 使用跟踪器，对 Ｉｔ 中的特征点 ｘｔ 向前跟踪到 Ｉｔ ＋１
中的点 ｘｔ ＋１。 之后，向后跟踪，即从 Ｉｔ ＋１ 中的特征点

ｘｔ ＋１ 向后跟踪到 Ｉｔ 中的 ｘｔ。 前后误差被定义为这 ２
条轨迹的相似性。 前后误差 ＥＦＢ ＝ ‖ｘｔ － ｘ^ｔ‖，即点

ｘｔ 与 ｘ^ｔ 之间的欧式距离，距离越小，则跟踪效果

越好。

图 ２　 前后双向跟踪误差

１．２　 中值流跟踪算法

中值流跟踪算法采用 Ｌ⁃Ｋ 光流法［１１⁃１２］ 为核心

跟踪算法，通过前后向跟踪误差及跟踪特征点相邻

２ 帧周边区域相似性进行跟踪性能判断，从而准确

跟踪到目标。 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中值流跟踪算法

黄色矩形框区域 Ｂ ｔ 为 ｔ 时刻跟踪到的目标，即
着陆地标。 在 Ｂ ｔ 内均匀划分网格，并以网格中心为

跟踪特征点进行初始化，得到 ｔ 时刻的跟踪特征点

集为 ｘｔ
ｉ（１≤ ｉ≤ ｎ），其中 ｎ为 ｔ时刻初始化的跟踪特

征点数目。 之后采用 Ｌ⁃Ｋ 光流法对这些特征点进行

双向跟踪，继而可以计算出跟踪特征点的前后误差

Ｅ ｉ
ＦＢ；同时，也可计算每个跟踪特征点的相似性 Ｎｉ。

其中Ｎｉ 是指 Ｉｔ 图像中分别以特征点 ｘ^ｔ
ｉ和 ｘｔ

ｉ 为中心的

１０∗１０ 大小的区域通过归一化相关系数匹配得到

的结果，计算公式见（１） 式。 最后，分别以所有跟踪

特征点的 ＥＦＢ 与 Ｎ 的中值为阈值，滤除 ５０％ 跟踪效

果较差的点。 用剩下的特征点来估计整个边界框的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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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从而得到 ｔ ＋ １ 时刻的目标 Ｂ ｔ ＋１。 上述即为中

值流跟踪算法。

Ｎｉ ＝
∑
ｘ′，ｙ′

（Ｔ（ｘ′，ｙ′）·Ｉ（ｘ′，ｙ′））

∑
ｘ′，ｙ′

Ｔ（ｘ′，ｙ′） ２·∑
ｘ′，ｙ′

Ｉ（ｘ′，ｙ′） ２
（１）

式中， Ｎｉ 的值域为［０，１］，０ 表示完全不相似，１ 表示

完全相似。 Ｔ（ｘ，ｙ） 为图像 Ｔ 在（ｘ，ｙ） 处的灰度值，
Ｉ（ｘ，ｙ） 为图像 Ｉ 在（ｘ，ｙ） 处的灰度值。

２　 基于上下文信息相关性的改进中值
流跟踪器

中值流跟踪器以 Ｌ⁃Ｋ 光流法为核心，通过前后

双向跟踪误差及跟踪特征点局部相似性检验，筛除

５０％跟踪效果较差的特征点，用剩下的特征点来估

计整个边界框的位移。 该算法虽提高了目标跟踪的

可靠性与实时性，却无法自己初始化目标，不能保证

长时间跟踪后目标的完整性，并且无法在跟踪失败

后再次检索目标，使得整个跟踪算法不具备鲁棒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改进的中值流跟踪算

法，设计了一套专门用于视觉导航的无人机定点自

主着陆的目标实时跟踪算法，该算法流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基于上下文相关信息的中值流跟踪算法流程

２．１　 着陆地标设计

为实现基于视觉导航的无人机自主着陆，本文

设计了易检测识别并能够提取特征进行相对位姿解

算的合作目标，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合作目标

如图 ５ａ）所示，该合作目标由同心的圆和菱形

组成。 圆为黑色，菱形为白色，颜色相对明显，易于

分割与识别。 最外围的圆的作用是用来通过轮廓特

征确定感兴趣区域，即目标所在区域；内部的菱形则

用来提取特征点，用于相对位姿信息的计算。 提取

的特征点为图 １ｂ）中红色点，而圆与菱形的中心点

与特征点的连线可作为参考航向线使用。
实际的无人机飞行避免不了合作目标被遮挡的

情况。 本文设计的合作目标在面对图 ２ 中的遮挡情

况仍能继续使用。 图 ６ａ）外围圆部分被遮挡，但仍

能通过部分圆确定目标区域，从而识别目标；而内部

菱形区域完整，可提取完整的特征点进行现对位姿

等导引信息的解算。 图 ６ｂ）内部的菱形也被遮挡一

部分，通过部分圆能确定目标区域，从而识别目标；
但内部的菱形特征点缺少一个，无法计算相对位姿

等导引信息。 此时可对目标进行直线检测，通过检

测到的菱形边所在直线，确定交点所在。 检测到的

交点即为所需特征点。

图 ６　 合作目标部分被遮挡

２．２　 着陆地标检测

着陆地标检测的目的是为了提取感兴趣区域图

像，为下一步地标识别打下基础。 首先，需对采集到

的视频帧图像进行预处理。 如图 ７ 所示，预处理包

括：图像灰度化、滤波去噪、图像分割、边缘检测和轮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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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提取。 在图像预处理后，可以得到包含目标轮廓

的可疑目标的轮廓集。 然后利用最小矩形框包围这

些轮廓，得到包含地标图像的矩形图像集。

图 ７　 图像预处理

２．３　 着陆地标识别

着陆地标识别的目的是在目标检测之后，准确

地识别出地标图像，完成跟踪器目标初始化。 本文

基于 ＳＵＲＦ⁃ＢｏＷ 特征进行离线 ＳＶＭ 分类器训练，用
于 着 陆 地 标 识 别。 ＳＵＲＦ （ ｓｐｅｅｄｅｄ ｕｐ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是一种尺度不变、旋转不变的特征点检测

子与描述子，具备速度快、鲁棒性好等优点［１３］。 而

词袋（ｂａｇ ｏｆ ｗｏｒｄｓ，简称 ＢｏＷ）模型原是自然语言处

理领域用于文本信息检索和文本分类的技术［１４］，用
于图像领域时，需要将二维图像信息映射成视觉关

键词集合，这样即保存了图像的局部特征又有效压

缩了图像的描述［１５］。 本文结合 ＳＵＲＦ 与 ＢｏＷ 的优

势，提取 ＳＵＲＦ⁃ＢｏＷ 特征来描述样本图像，利用

ＳＶＭ 算法对这些特征进行训练，从而得到用于目标

识别的 ＳＶＭ 分类器。 其中分类器构建步骤如下：
Ｓｔｅｐ１　 获取样本图像，并将尺寸统一调整为

２５６∗２５６ 像素；
Ｓｔｅｐ２　 将每个样本图像分割为大小为 ３２∗３２

像素的单元格。 每个单元格都提取 ＳＵＲＦ 特征，整
幅样本图像所有的单元格提取到的 ＳＵＲＦ 特征形成

一个 ＳＵＲＦ 特征集合；
Ｓｔｅｐ３　 使用 Ｋ⁃ｍｅａｎｓ 均值聚类算法对所有样

本图像提取的 ＳＵＲＦ 特征进行聚类，得到 Ｋ 个类，每
个类的聚类中心对应一个视觉单词，即每个类用一

个视觉单词表示，从而生成一个由 Ｋ 个视觉单词构

成的视觉单词表，即为视觉词典；
Ｓｔｅｐ４　 每个样本图像都要统计提取到的每个

ＳＵＲＦ 特征点的所属类别，确定每一类别中包含该

样本图像 ＳＵＲＦ 特征的个数；统计结束后每一幅样

本图像可生成一个 Ｋ 维的特征向量，即为该样本图

像的视觉词汇特征向量；
Ｓｔｅｐ５　 设正样本图像的类别标签为 １，负样本

的类别标签为 ０，每一个样本图像的 Ｋ 维视觉词汇

特征向量和相应的类别标签可作为训练数据，基于

ＳＶＭ 训练算法，训练得到着陆地标图像分类器。
目标的识别过程如下：
Ｓｔｅｐ１　 输入待分类图像，并将其尺寸调整为

２５６∗２５６ 像素；
Ｓｔｅｐ２　 将待分类图像分割为大小为 ３２∗３２ 像

素的单元格。 每个单元格都提取 ＳＵＲＦ 特征，所有

的单元格提取到的 ＳＵＲＦ 特征形成一个 ＳＵＲＦ 特征

集合；
Ｓｔｅｐ３　 统计提取到的每个 ＳＵＲＦ 特征点的所属

类别，确定每一类别中包含该图像 ＳＵＲＦ 特征的个

数；统计结束后可生成一个 Ｋ 维的特征向量，即为

待分类图像的视觉词汇特征向量；
Ｓｔｅｐ４　 将待分类图像的视觉词汇特征输入到

着陆地标图像分类器内进行分类识别。

图 ８　 目标识别算法工作流程

２．４　 着陆地标跟踪

中值流跟踪算法是以跟踪特征点来表征目标图

像，经双向 Ｌ⁃Ｋ 光流跟踪后，以所有跟踪点的 ＥＦＢ与

Ｎ 的中值为阈值，来去除 ５０％跟踪效果较差的跟踪

点，以剩下的 ５０％的跟踪点来估计目标边界框的位

移。 但该方法去除的 ５０％的跟踪点不一定都是跟

踪效果较差的点，且跟踪到的目标无法保证其完整

性。 而且该方法还需要每一帧初始化跟踪点，这样

会浪费一定的时间。
故本文对中直流跟踪算法做出改进，采用固定

值 ＥＴ，ＮＴ 作为阈值，来滤除跟踪效果较差的点。 如

式（２）所示，当跟踪点满足式（２）中的条件，即认为

该点跟踪效果较好，反之，则较差。
Ｅ ｉ

ＦＢ ≤ ＥＴ

Ｎｉ ≥ ＮＴ
{ （２）

式中， ｉ 指的是第 ｉ 个跟踪点。 经多次实验，当 ＥＴ ＝
５，ＮＴ ＝ ０．７，算法性能最好。 如果剩下的跟踪点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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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及初始化的一半，则需重新初始化跟踪点。 如

此避免多次初始化，减小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之

后，为了保证跟踪目标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基于帧间

目标相似性的特点，以上一帧跟踪到的目标图像为

模板，与本帧跟踪到的目标图像进行归一化相关性

匹配。 具体过程是将 ２ 帧跟踪到的目标图像调整到

相同尺寸， 然乎利用（１） 式计算归一化相关系数

ＮＬ。 若 ＮＬ 满足（３）式，则认为该时刻目标跟踪成

功，否则，跟踪失败。
ＮＬ ≥ Ｎｔｈｒ （３）

式中， Ｎｔｈｒ 为设定的阈值。 经多次试验Ｎｔｈｒ ＝ ０．７ 时，
算法性能最好。
２．５　 跟踪失败后的目标再搜索

跟踪失败后，可采用 ＳＶＭ 分类器来准确地识别

目标。 但用分类起识别目标耗费时间较长，会增加

整套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降低算法的实时性，故本文

设计了跟踪失败后目标再搜索方法。 该方法基于上

下文信息来确定再搜索区域，减小目标搜索范围；之
后利用时间复杂度较小的归一化模板匹配算法来进

行目标识别。 其中模板匹配所用模板是上一帧跟踪

到的着陆地标图像，通过实时更新模板图像，可提高

算法的鲁棒性，并且能够准确识别到目标。 该算法

如下：
算法输入： ｔ － ３时刻到 ｔ － ２时刻跟踪点的速度

集 Ｖ１ ＝ ｛ｖ１，ｖ２，…，ｖｎ｝，ｔ － ２时刻到 ｔ － １时刻跟踪点

的速度集Ｖ２ ＝ ｛ｖ′１，ｖ′２，…，ｖ′ｍ｝，ｔ － １时刻包围目标的

最小矩形框中心坐标（ｘｂ，ｙｂ）、宽 Ｗ、高 Ｈ。
算法输出：ｔ 时刻跟踪到的目标图像。
１） 确定速度集Ｖ１ 的最大速度为 ｖ１ｍａｘ ＝ｍａｘ｛ｖ１，

ｖ２，…，ｖｎ｝，速度集 Ｖ２ 的最大速度为 ｖ２ｍａｘ ＝ ｍａｘ｛ｖ′１，
ｖ′２，…，ｖ′ｍ｝；

２） 通过（４） 式计算出短时间速度变化最大尺

度 λ；
３） 通过（５） 式来估算出 ｔ － １时刻到 ｔ时刻的速

度 ｖｅｍ ；

λ ＝

ｖ２ｍａｘ

ｖ１ｍａｘ
，（ｖ２ｍａｘ ＞ ｖ１ｍａｘ）

ｖ１ｍａｘ

ｖ２ｍａｘ
，（ｖ１ｍａｘ ＞ ｖ２ｍａｘ）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４）

ｖｅｍ ＝ λｖ２ｍａｘ （５）
　 　 ４） 确定在 ｔ时刻目标的再搜索区域在整幅图中

的位置如图 ９所示，其中Δｔ２ 为 ｔ － １时刻到 ｔ 时刻的

时间间隔；

５） 再搜素区域划分后，在该区域里重新进行图

像预处理、边缘提取、轮廓检测和目标检测，得到

“疑似目标”图像集；
６） 将上一帧目标图像与该“疑似目标”集里的

目标一一进行归一化相关系数计算；
７） 取其中相关系数大于 ０．７ 且最大的“疑似目

标”图像为本帧最终再搜索到目标，若所有“疑似目

标”图像的归一化相关系数均小于 ０．７，则采用分类

器去精确识别目标。

图 ９　 再搜索区域划分示意图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结果

实验在 Ｉｎｔｅｒ （ Ｒ） Ｃｏｒｅ （ ＴＭ） ｉ５⁃６２００ ＣＰＵ ｗｉｔｈ
ＨＤ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２．４０ＧＨｚ 处理器、４．００ＧＢ 内存的 ＰＣ 机

上运行，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软件开发工具为

ＶＳ２０１３＋ＯｐｅｎＣＶ２．４．９。 实验采用 ３ 组视频 Ａ，Ｂ，Ｃ，
其中 Ａ，Ｃ 视频帧图像尺寸大小为 １ ２８０×７２０，Ｂ 视

频帧图像尺寸大小为 ８００×４４８；实验视频 Ａ 中目标

在 １９１ 帧后完全消失，于 １９８ 帧后重新出现，实验视

频 Ｂ，Ｃ 中目标一直存在。
此次实验分别采用中值流跟踪算法、基于中值

流跟踪器的 ＴＬＤ 实时跟踪算法以及本文设计的算

法进行着陆地标跟踪。 对应每一个实验视频，每种

算法要运行 １０ 次并将结果取均值，作为最后的结

果。 本文采用 ２ 种度量手段来评估算法。 第一种为

目标跟踪成功率及每帧图像算法运行时间，其中目

标跟踪成功率指的是目标跟踪成功的帧数与实验视

频总帧数的比值。 跟踪结果满足下式则认为跟踪

成功：
Ｂ ｔ

ｅｍ ∩ Ｂ ｔ
ｒ

Ｂ ｔ
ｅｍ ∪ Ｂ ｔ

ｒ

＞ ０．５ （６）

式中， Ｂ ｔ
ｅｍ 为算法跟踪到的目标所在矩形框，Ｂ ｔ

ｒ 为真

实目标所在矩形框。 第二种为跟踪误差 Ｔｅｒ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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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ｒ ＝ （Ｇｘ － Ｔｘ） ２ ＋ （Ｇｙ － Ｔｙ） ２ （７）
式中， （Ｇｘ，Ｇｙ） 为算法跟踪成功的目标所在矩形中

心像素点的坐标，（Ｔｘ，Ｔｙ） 为真实的目标所在矩形

中心像素点的坐标。
经过实验后，目标跟踪成功率及每帧图像算法

运行时间如表 １ 与表 ２ 所示。 各算法对应的跟踪误

差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１ 为各个实验视频在运行算法

后跟踪到的目标截图。
表 １　 跟踪成功率 ／ ％

视频编号 中值流跟踪 ＴＬＤ 本文算法

Ａ ３１．９ ９８．９ ９８．９

Ｂ ３４．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Ｃ ７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表 ２　 每帧平均处理时间 ／ ｍｓ

视频编号 中值流跟踪 ＴＬＤ 本文算法

Ａ ２１．４ ２５０．２ ３７．２

Ｂ １５．３ １２９．８ ２６．２

Ｃ ２０．４ ２１７ ３１．８

图 １０　 跟踪误差

图 １１　 算法结果截图

３．２　 结果分析

由表 １ 可知，在跟踪地面静止的着陆地标时，本
文所设计的目标跟踪算法相对于中值流跟踪算法，
目标跟踪成功率较高，与 ＴＬＤ 算法相近。 由表 ２ 可

知，本文所设计的目标跟踪算法相对于 ＴＬＤ 算法来

说实时性较强，满足无人机自主着陆对于图像处理

的时间要求。 由图 １０ 的目标跟踪误差曲线图可知，
本文所设计的算法的目标跟踪误差不超过 ５ 个像

素，相对于中值流跟踪算法与 ＴＬＤ 算法，目标跟踪

准确性较好。 而由图 １１ 中列出的各算法跟踪到的

目标结果截图可以明显看出，本文所设计的算法跟

踪到的目标相对于 ＴＬＤ 与中值流跟踪算法来说，较
为完整，表明本文所设计的算法在跟踪地面静止的

着陆地标时，稳定性较好，能够跟踪到完整的地标图

像，有利于下一步能够提取到足够的特征进行位姿

导航信息的解算。
综上所述，在无人机定点着陆中利用视觉传感

器进行地面着陆地标跟踪方面，本文所设计的算法

相对于中值流跟踪算法与 ＴＬＤ 算法，跟踪性能较

好，实时性较强，能够准确、稳定的跟踪地标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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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基于中值流跟踪算法的基础进行改进，设
计了一套适用于无人机顶点着陆过程中对着陆地标

进行跟踪的目标跟踪算法。 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

不仅能够自动识别着陆地标，完成跟踪目标初始化，

还能够实时、准确的跟踪目标，并且在跟踪失败后能

够快速地重新搜索到目标，是一套鲁棒性较强的适

用于无人机定点自主着陆的目标跟踪算法。 该算法

实时跟踪到的完整目标还可用于下一步提取足够的

特征进行位姿导航信息的解算，为无人机在视觉着

陆导航领域中的应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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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８１： ６７４⁃６７９

［１２］ Ｓｈｉ Ｊ， Ｔｏｍａｓｉ． Ｇｏｏ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ｃｋ［Ｃ］∥１９９４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５９３⁃６００

［１３］ Ｂａｙ Ｈ， Ｔｕｙｔｅｌａａｒｓ Ｔ， Ｇｏｏｌ Ｌ Ｖ． Ｓｕｒｆ： Ｓｐｅｅｄｅｄ ｕｐ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 Ｉｍ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１１０
（３）：４０４⁃４１７

［１４］ Ｌｅｗｉｓ Ｄ Ｄ． Ｎａｉｖｅ（Ｂａｙｅｓ） ａｔ Ｆｏｒｔ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Ｃ］∥Ｅｕｒｏｐｅ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
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１９９８： ４⁃１５

［１５］ 李远宁， 刘汀， 蒋树强，等． 基于“Ｂａｇ ｏｆ Ｗｏｒｄｓ”的视频匹配方法［Ｊ］． 通信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８（１２）：１４７⁃１５１
Ｌｉ Ｙｕａｎｎｉｎｇ， Ｌｉｕ Ｔ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Ｓｈｕ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ａｇ ｏｆ Ｗｏｒｄ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７， ２８ （１２）： １４７⁃１５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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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期 李靖，等：无人机视觉导航着陆地标实时检测跟踪方法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ＡＶ Ｖｉｓｕ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Ｊｉｎｇ１， Ｍａ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２， Ｃｈｅｎ Ｈｕａｉｍｉｎ２， Ｄｕａｎ Ｘｉａｏｊｕｎ３，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ｌｏ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ＵＡＶ，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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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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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ｆｏｒ ＵＡＶ ｖｉｓｕ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Ｖ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ＲＦ⁃Ｂｏ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ｔｒａｃｋ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ｖｉａ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ｅｄｉａｎ ｆｌｏｗ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ａｎ ｂｅ ｒｅ⁃
ｔｒｉｅｖｅ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ｓ ｌｏｓｔ ｏｒ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ｆａｉ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ｔ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ｒａｃｋ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ｈａｓ ｇｏｏ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ｃａｌｅ，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ｂｌｕ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ｄｉａｎ ｆｌｏｗ；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Ｂｏ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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