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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概  述 
           
                                1.1   引  言 
              电视图像自动跟踪或简称“电视跟踪”, 是一门新兴的技术 
          领域,它把图像处理、自动控制、信息科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 
          了一种能从图像信号中实时的自动识别目标,提取目标位置信息, 
          自动跟踪目标运动的技术。电视跟踪的实用性很强, 它的发展是 
          和现代高速计算机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 控制无人驾驶飞行物体的电视系统早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得到了一定的使用。1944 年 8 月,美国人使用 
          了带“电视眼”的哥伦布-4 型制导鱼雷向日本军舰进攻。但那时 
          的应用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工干预,还不是电视跟踪系统 , 
          只能算是电视监视或电视监控系统。 
              1991 年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大量使用了电视图像制导和武器控 
          制系统, 从电视台播放的美军飞机攻击地面目标的画面中常常可 
          以看到带有十字线和小方框标志的黑白电视图像, 这正是电视跟 
          踪系统的监视器上的图像; 一旦操纵员用小方框(叫做“跟踪窗” 
          )套住了目标,按下跟踪开关,则跟踪系统就自动跟踪瞄准目标,把 
          目标的位置数据输出给火控计算机, 操纵员随时可以向目标进行 
          攻击。 
              电视跟踪系统的跟踪精度很容易达到角秒量级; 装有电视摄 
          像机的电视制导导弹--电视寻的制导导弹能够击中目标上指定的 
          部位,可以说是“要打眼睛不会碰着鼻子”。 
              电视跟踪系统工作时不向外辐射无线电波, 不会被敌方的电 
          子侦察装置发现; 它也不会受到敌方的电子干扰装置施放的干扰 
          所影响;由于从电视监视器上能直接看到目标图像,因而能可靠的 
          辨认目标、识别敌我。 
              这就是说,隐蔽性,直观性, 抗电子干扰性是电视跟踪系统的 
          突出优点。这在军事应用上是极其宝贵的。 
              电视跟踪系统用电视摄像机作信号传感器, 通常的可见光电 
          视不能在夜间工作,不能“看到”烟雾遮蔽的目标。但是,现代的 
          一些系统中安装了热像仪(热成像装置),它可以在夜间工作,对烟 
          雾尚有一定的透过能力,大大扩展了电视跟踪系统的作用时域。 
              由于上面谈到的一些重要优点, 在现代武器控制系统中越来 
          越多的使用电视跟踪器, 许多高射炮火控雷达上也安装了电视跟 
          踪器。雷达具有作用距离远、搜索能力强和全天候作战的优点 , 
          但容易暴露自己、易受电子干扰,如果采用雷达-- 电视相结合的 
          体制,就可应付多种复杂情况,发挥各自优点。可以预见, 这种互 
          补型的体制将会成为火控系统的主流。 
              电视跟踪系统在天文观测,港口、机场管理,远距离测量等领 
          域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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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电视跟踪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的实现 
          方法,各个关键环节都有电路示例,这些是著者近二十年来实际工 
          作的结晶,我把它贡献给青年一代和从事这类工作的同行们,希望 
          对这门技术领域在我国的发展有所俾益。 
              本书是一个偏重于工程实用的书,力求浅显易懂,使初次接触 
          这门技术的读者都能够理解。 
           
                         1.2   电视跟踪系统组成 
              从电视摄像机(或热像仪等成像装置)输出的图像信号中提取 
          目标位置信息,实现自动跟踪目标运动的系统叫做电视跟踪系统( 
          或电视图像跟踪系统)。 
              电视跟踪系统的基本组成如图 1.2.1。  
              电视摄像机安装在跟踪转台上;摄像机输出的全电视信号(含 
          有图像和同步、消隐信号)送到电视信息处理器,电视信息处理器 
          能从全电视信号中识别、提取出目标图像信号并解算出目标位置 
          数据(相对于摄像机瞄准线的误差角)送到控制器; 控制器输出控 
          制信号加到跟踪转台的控制电机上, 使跟踪转台带着摄像机自动 
          跟踪目标运动。 

           
                                  图 1.2.1    电视跟踪系统                   
           
              如果把电视摄像机安装到导弹上, 把电视信息处理器的输出 
          加到控制导弹舵机的控制器上,则就成了电视制导导弹。 
              为了观察和操作控制, 电视信息处理器还把混有电十字线、 
          电子窗口等标志信号的全电视信号送到电视监视器去进行显示。 
              从控制学的观点来看,电视跟踪系统通常包含两个闭环,内闭 
          环实现跟踪窗(又叫电波门)对目标图像的跟踪; 外闭环实现电视 



          摄像机对目标的跟踪。如图 1.2.2,其中误差检测器和跟踪窗口产 
          生器是电视信息处理器的基本部件。 

           
                         图 1.2.2  控制系统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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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电视信息处理器 
              电视信息处理器完成从全电视信号中识别、提取目标信号 , 
          解算目标位置坐标,产生各种标志信号的工作。 
              电视信息处理器是电视跟踪系统与其它控制系统相区别的、 
          特有的部件。 

图 1.3.1 是数字化电视信息处理器的基本结构。 

           
                      图 1.3.1  数字化电视信息处理器 
           
              从电视摄像机输出的全电视信号在视频处理器中变换成数字 



          形式送到坐标解算器( 有时还经过时间选通和幅度选择以分离出 
          目标信号);视频处理器还把电十字线、电子窗口等标志信号与电 
          视图像信号混合输出到电视监视器进行显示。 
              坐标解算器在微处理器(CPU) 控制下识别目标并解算出目标 
          位置坐标或目标相对于摄像机瞄准线的误差, 此误差经数据总线 
          送到数／模转换器转换成误差电压输出给跟踪转台控制器; 在控 
          制器输出的控制电压作用下转台带着摄像机转动去跟踪瞄准目标。 
              为了有统一的坐标解算基准--时间基准, 在电视信息处理器 
          中设有扫描坐标产生器和同步脉冲产生器, 还有窗口等标志信号 
          产生器,它们的作用与工作原理将在以后章节中叙述。 
              电视信息处理器是电视跟踪系统的核心, 它的工作原理和具 
          体实现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这是本书研究的中心课题。 
           
                        1.4   电视跟踪系统的分类     
              可以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对电视跟踪系统进行分类, 例如从 
          使用场合分为:火力控制,制导,港口管理等;从安装地点分为: 陆 
          基,车载,机载,舰载,弹上等;从电路类型上分为:数字式,模拟式, 
          数模混合式等; 但最常用的是依电视信息处理器工作原理进行区 
          分。 
              依电视信息处理器工作原理上的不同, 可把电视跟踪系统分 
          成两大类:对比度跟踪系统和图像相关跟踪系统。 
              对比度跟踪系统利用目标与背景景物在对比度上的差别来识 
          别和提取目标信号,实现对目标的自动跟踪。 依跟踪参考点的不 
          同,又分为:边缘跟踪,形心跟踪,矩心(重心、质心)跟踪,峰值(点) 
          跟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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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相关跟踪系统是把一个预先存储的目标图像样板作为识 
          别和测定目标位置的依据, 用目标样板与电视图像的各个子区域 
          图像进行比较(算出相关函数值), 找出和目标样板最相似的一个 
          子图像位置就认为是当前目标的位置, 这种方法也叫做“图像匹 
          配”。 
              对比度跟踪对目标图像变化(尺寸大小,姿态变化) 的适应性 
          强,解算比较简单,容易实现对高速运动目标的跟踪; 但它的识别 
          能力较差,一般只适合于跟踪简单背景中的目标,例如, 对空中和 
          水面目标的跟踪。 
              图像相关跟踪具有很好的识别能力, 可以跟踪复杂背景中的 
          目标;但它对目标姿态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解算器的运算量大 , 
          一般用于跟踪低速运动的目标。 
                          1.5   电视与热像的兼容性 
              热像仪(或热成像装置)是利用景物表面温度分布形成图像的 
          一种观测仪器。它可以昼夜工作,对烟雾也有相当好的穿透能力。 
          它的极好的夜视性能在英阿马岛战争和海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近代的热像仪多采用与电视兼容的体制,其行、 场扫描制式 
          与电视相同,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热像仪就是一个热像电视摄 
          像机。 
              一般电视信息处理器都可用于处理热像仪的图像信号, 只是 
          需要采用外同步,也就是用从热像仪的全电视信号中分离出的行、 
          场同步信号作为电视信息处理器的时间同步基准信号。这是因为 
          热像仪多采用机械扫描,不能由外来信号准确的同步。 
              热像仪输出的图像信号对比度很好, 特别是对空中和海上目 
          标的对比度要比可见光电视摄像机输出的图像信号对比度强的多。 
          实验表明:用热像仪作传感器时,对飞机的自动跟踪距离很容易作 
          到 20 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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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电视摄像机 

                              2.1   概    述 

              电视摄像机是产生电视图像信号的部件, 是电视跟踪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本章对电视摄像机只做一般介绍,读者若要深一步了解,可参 

          看一些专门书籍。 

              电视跟踪系统中使用的电视摄像机与新闻记者、交通监理等 

          使用的电视摄像机并无原则上的差异, 只是由于具体系统工作环 

          境的不同,在设计的技术参数和结构形式上有些差别。 

              电视摄像机由光学镜头、摄像元件、视频放大及同步扫描电 

          路、光强控制等部件组成。 

              前方景物经光学镜头生成光学图像, 摄像元件的感光表面能 

          按照光学像上各点照度的不同产生相应数量的电荷, 同步扫描电 

          路则按一定顺序把这些电荷取出成为电信号--视频信号, 经视频 

          放大器放大并加入规定的同步信号后输出。 

              光强控制部件用于控制光学图像的照度, 使其处在摄像元件 

          工作的范围内。 

              此外,依不同需要,可能还有变焦控制,滤光片控制,光学分划 

          板投影等附属部件。 

               

                      2.2   发光强度与亮度、照度 

              本节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复习一下物理学中关于光度学的一些 

          概念,因为我们常常会用到它们。 

           

          2.2.1   光视效能 

              一个发光的物体不断向周围辐射能量, 这种辐射是一种电磁 

          波,如果其波长是处在可见光波长范围内,约为 350 至 770 毫微米 , 

          就能被人眼感觉到。 

              发光体向外辐射的这种能量流的大小可以用辐射能通量表示, 

          辐射能通量的单位是瓦(W);又可以用光通量表示, 光通量的单位 

          是流明(lm)。 流明与瓦之间的换算系数叫做“光视效能函数”, 

          又叫做“光见度函数”,它是波长λ的函数,以 K(λ)表示 

 
          式中:Φ(λ)--波长为λ的光通量(流明);P(λ)-- 波长为λ的辐 

          射能通量(瓦)。 

              光视效能函数反映了功率相同而波长不同的辐射对人眼视觉 

          的刺激作用的差别。 

              K(λ)对于人眼的昼间视觉与夜间视觉也是不同的。 对昼间 

          视觉来说,K(λ)的最大值 Km 出现在波长λ=555 ( 毫微米) 处,其 

          数值为 Km=673 (流明/瓦);而对夜间视觉来说,K(λ)的最大值 Km 

          出现在波长λ=510 ( 毫微米) 处,其数值为 Km=1725 (流明/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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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视效能函数 K(λ)与 K(λ)的最大值 Km 的比值叫做“光视效率”, 

          又叫做“相对光见度函数”, 以 V(λ)表示。V(λ)数值如表 2.2. 

          1 , V(λ)定义式为 

 
           

              表 2.2.1        光视效率( 相对光见度函数)  V(λ)   



          ────────┬─────────┬───────── 

            波长(毫微米)  │ 日间视觉 V(λ)    │    夜间视觉 V(λ) 

          ────────┼─────────┼───────── 

               350        │        ----      │         0.0003 

               380        │     0.00004      │         0.0055 

               400        │     0.0004       │         0.0270 

               450        │     0.038        │         0.339 

               500        │     0.323        │         0.948 

               510        │     0.503        │         0.999 

               530        │     0.862        │         0.849 

               550        │     0.995        │         0.531 

               600        │     0.631        │         0.0561 

               630        │     0.265        │         0.0105 

               650        │     0.107        │         0.0032 

               690        │     0.0082       │         0.0002 

               700        │     0.0041       │         0.0001 

               750        │     0.00012      │           ---- 

               770        │     0.00003      │           ----    

           

                                          

          2.2.2   发光强度 

              一个光源在以它为中心的单位立体角(球面度,sr) 内辐射的 

          光通量的数量叫做发光强度。发光强度的单位为坎德拉(也叫:   

          烛光,cd),1 坎德拉就是能在立体角为 1 球面度内发出 1 流明的光通 

          量(1 流明/球面度)的发光强度。 

              因为一个全球面对其球心构成的立体角为 4π(球面度),所以 

          发光强度为 1 坎德拉的点光源,如果各向均匀辐射, 它辐射出的总 

          光通量为 4π(流明)。 

          2.2.3   亮度 

              面发光的光源, 从其单位表面上向其法线方向的单位立体角 

          内发出的光通量的数量叫做这个面光源的亮度。亮度的单位是 : 

          坎德拉 / 平方米,符号是: cd/m2,也叫做:尼特(nt) 

 
          也有采用“熙提”(sb)作亮度单位的, 1(sb) =10000 (nt)。 

          （*注：红色字为上角字符，绿色为下脚字符，例如 m2=m 平方。） 

                                                              -6- 

           

          2.2.4   照度 

              受光照射的表面, 其单位表面上所接受到的光通量的数量叫 

          做照度。照度的单位是勒克斯(lx), 1 ( 勒克斯) = 1 ( 流明 / 

          平方米 )。 

                       

          2.2.5   漫反射表面的亮度 

              一个漫反射表面(所谓“朗伯漫射”表面)受光照射时也成了 

          一个发光表面,这个表面的亮度 L 与它受到的照度 E  之间有以下 

          关系 

 
          式中 ρ--漫反射系数,ρ= 反射光通量 / 入射光通量;E-- 照度 

          ( 勒克斯 );L--亮度( cd/m2)。对于带有方向性反射的表面, 例 

          如镜面,不能用(2.2.3)式计算。   



           

                           2.3   光学镜头 

              光学镜头的作用是产生景物的光学像, 并把它投射在摄像器 

          件的感光表面上。 

              摄像机的光学镜头与普通照相镜头类似, 许多照相镜头都可 

          以直接用到电视摄像机上。 

              光学镜头可分为定焦镜头与变焦镜头。在变焦镜头中又有连 

          续变焦与不连续变焦之分, 后者实际是几个焦距不同的定焦镜头 

          的组合,其某些光学零件相互共用。 变焦镜头的最长焦距与最短 

          焦距之比,叫做变焦比或变倍比,一般在 4 至 12 之间。 

              依光学成像原理上又可分为透射式光学镜头与反射式光学镜 

          头,后者在其光路中有反射式光学元件。 

              一般光学镜头是由球面的光学元件做成的, 产生不失真的光 

          学像;但在某些特殊需要下,也用非球面光学元件, 例如采用柱面 

          镜产生高宽比例与实际景物不同的图像的宽银幕镜头, 带有抛物 

          面反射镜的镜头等。 

              由于一般摄像器件的感光表面是平面, 所以要求光学镜头产 

          生的光学像也是平面, 否则就会造成电视图像中间清晰而周围模 

          糊的现象。 

              对于变焦镜头来讲,还要求变焦时光学像面不发生轴向移动, 

          因为一般摄像元件的位置是固定的, 光学像面的微小移动常常会 

          使电视图像变得模糊不清。 

              在武器系统中用的电视摄像机通常要求有一个不变的瞄准轴 

          线,对于变焦镜头来讲,这就要求在光学像面中心有这样一个点 , 

          当用这个点瞄准某个目标物体后, 在变焦过程中这个物体的像始 

          终保持在这个点上,否则就会产生瞄准线跳动,这对光学零件的制 

          造与装配精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光学镜头的光学分辨率须适合于摄像元件及电视图像解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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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标准电视每帧图像为 625 行,扣除场消隐占去的 50 行 , 

          实际图像为 575 行,那么,光学镜头所成的像在垂直方向的分辨率 

          就不能低于 575 行。例如,0.5 英寸的摄像元件,其靶面(感光面 ) 

          尺寸为:水平 × 垂直= 6 × 4.5 (毫米), 这就要求光学镜头的 

          光学分辨率不低于 575 / 4.5 = 128 线 / 毫米。当然, 有的摄 

          像元件本身分辨率不够高,限制了电视图像质量。 

              光学镜头的重要技术参数是焦距和相对孔径。 

              对于一定尺寸的摄像元件而言, 光学镜头的焦距决定了电视 

          摄像机的视场大小。 

              电视摄像机的视场是指: 从电视监视器上能看到的景物区域 

          的最大角宽度。 

              设光学镜头的焦距 = f (毫米);摄像元件靶面(感光面)尺寸 

          为:水平 × 垂直= w × h (毫米);电视摄像机的视场为:水平   

          × 垂直= θ×ε(度),则有以下关系式: 

 
              由于标准电视体制规定图像画面的宽高比为 4:3 ,所以若确 

          定了水平视场宽度,也就知道了垂直视场高度。 

              常用电视摄像器件的靶面尺寸如下: 

                  1 英寸摄像管   w = 12.8    h = 9.6    (毫米) 



            2 / 3 英寸 CCD 器件   w =  8.8    h = 6.6    (毫米) 

            1 / 2 英寸 CCD 器件   w =  6.0    h = 4.5    (毫米) 

              特殊设计的光学镜头,例如宽银幕镜头,虽然监视器上画面的 

          宽高比仍是 4:3 ,但它对应的景物区域角宽度的水平与垂直之比 

          大于 4:3 。 

              摄像镜头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是入瞳直径 D 与焦距 f 之比 D/f  

          , 叫做相对孔径;而 f/D 通常叫做 F 数。 它对靶面上像的照度 

          有重要影响,如下式 

 
          其中:Ep -- 摄像管靶面上像的照度 (勒克斯)  

               Ls -- 景物的亮度 ( cd/m2 ) 

               T -- 光学镜头的透光率 

               D -- 入瞳直径 (毫米) 

               f -- 焦距 (毫米) 

               m -- 从景物到摄像管靶面上像的放大率( m = 像高/物高 ) 

          。 

              (2.3.2)式中景物亮度 Ls 也可用景物照度 Es 来表示,即由 (2. 

          2.3)式πLs = ρEs ,用 ρEs 代替上式中的 πLs。这里,Es 是 

          景物的照度(勒克斯),ρ是景物的反射率。 

              因为摄像器件需要一定的照度才能产生满意的电视图像, 如 

          果知道摄像器件工作所需要的最低照度,利用式(2.3.2)  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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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出电视摄像机工作所需的最低景物照度。 

              有一个问题顺便提一下,常常听到有人问:“这个摄像机是几 

          倍?”或“这个镜头的倍率是多少?”,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对 

          电视而言,没有一个关于倍率的明确定义。 同一个摄像机输出的 

          图像信号可以用荧光屏尺寸不同的监视器来显示, 显示出的画面 

          尺寸是不同的;同一个光学镜头装到不同尺寸的摄像器件上,显示 

          的视场角宽度也是不同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 镜头的焦距是多 

          少?变焦镜头的变焦比是多少?变倍镜头的变倍比是多少? 摄像机 

          的视场宽度是几度? 

              一个摄像机的视场越小,口径越大,它的角分辨率就越好, 越 

          容易看清目标物体的细节。 

                

                           2.4   摄像器件 

              摄像器件的作用是把光学图像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早期的摄像器件是一种电真空器件,通称为电视摄像管。 它 

          是一个密封的玻璃真空管,管的一端镀有光敏物质薄膜,称为靶面, 

          另一端装有能发射电子束的电子枪,当光学像投射在靶面上时,对 

          应于像上各点照度的不同, 在薄膜上对应点处产生不同数量的电 

          荷,当电子枪发射的电子束在偏转线圈的作用下扫过薄膜时,其外 

          电路中便产生强弱变化的电流,这就是图像视频信号。 关于此类 

          摄像器件可参考有关书籍。 

              70 年代出现了电荷耦合器件( CCD 器件),它是一种半导体固 

          体成像器件。这种器件的感光表面是用半导体材料做成的许多敏 

          感单元组成的阵列,当光学像投射到感光表面时,对应于像上各点 

          的不同照度在阵列的各敏感单元中产生不同数量的电荷(载流子), 

          然后外电路按一定时间顺序从阵列边缘取出各敏感单元的电荷 , 

          就得到对应于光学图像的视频信号。 

              目前 CCD 器件的灵敏度已经比电真空管式电视摄像管更高 , 

          光谱敏感波段也很宽,可达近红外波段,特别是体积小, 耐冲击振 



          动,已呈现逐步取代真空管式电视摄像管的趋势。 

              按照从敏感元阵列上取出电荷的程式, CCD 器件又分为行转 

          移式和帧转移式两种。行转移式的视频信号直接从敏感元阵列的 

          各行取出;而帧转移式 CCD 器件在其敏感元阵列附近还有一个存 

          储阵列,前者产生的电荷先转移到存储阵列的各对应单元上,然后 

          从存储阵列上取出视频信号。 

              摄像器件的几个主要参数是:响应度,信噪比,惰性,分辨力。 

              响应度又叫做灵敏度,是输出的光电流与输入的光通量之比, 

          单位是微安/流明。 输出电流与靶面照度之关系曲线叫做光电转 

          换特性曲线,用对数座标画出光电转换特性曲线,这条曲线有一段 

          近似直线,以γ表示这段直线的斜率,通常称γ为这个器件的灰度 

          系数,在这段直线区域内输出电流 i 与输入照度 E 的关系近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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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K,γ是常数,一般γ值在 0.4 至 1 之间。 

              信噪比(S/N)是图像信号的峰值电平 Usp 与杂波有效值 Un 之比, 

          单位用分贝(dB):  

 
          一般 S/N 在 40 至 50 (dB)左右。 

              惰性又叫做滞后, 是指当光照停止后光电流并不立即消失的 

          现象。在看电视时有时看到在一个移动的亮物体图像后面拖着一 

          个亮“尾巴”就是这种惰性的反映。惰性的大小用光照停止后第三 

          (电视)场剩余信号电流与光照停止前的信号电流之比值表示。 

              分解力是摄像器件分解图像细节的能力。分解力用调制传递 

          函数 MTF 表示。有的以 400 线时的输出信号幅度与 40 线时的输出 

          信号幅度之比来衡量分解力的大小。也有以可分辨的黑白垂直线 

          条数来衡量( 又叫解像力 )。 

              几种 CCD 摄像机的性能如下表:  

           

            型号   │器件规格│像元数  │最低照度│信噪比│解象力 

                   │        │        │  (lx)  │(dB)  │ (线) 

         ─────┼────┼────┼────┼───┼─── 

          WV-CD51  │2/3 英寸│500×582│约 0.5   │  46  │ >380 

          WV-CD22  │2/3 英寸│500×582│约 0.15  │  50  │  380 

          S9321    │1/2 英寸│604×588│  0.05  │ >46  │ >450 

          MTV-1881 │1/2 英寸│795×596│  0.02  │ >48  │  600 

          TC300EX  │2/3 英寸│753×581│  0.01  │  50  │  580 

                   

                           2.5   光强控制和滤光片 

              光强控制部件的作用是使由光学镜头产生的光学像的照度保 

          持在摄像器件正常工作所需的范围内。 

              自然景物所受的光照变化是很大的, 正午时地面照度可达到 

          100000 (勒克斯),而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时约为 100 (勒克斯)。 

          摄像器件要在适当照度的光学像下工作才能正确反映景物亮暗层 

          次,输出满意的图像信号。 

              改变像的照度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改变光学镜头的相对 

          孔径(D/f),即入瞳直径 D 与焦距 f 之比;二是改变透光率。 

              因为焦距 f 要依需要的视场宽度等因素来确定, 所以改变相 

          对孔径的办法是改变镜头的入瞳直径 D , 也就是普通所说的改变 

          “光圈”(可变光栏)。在一般照相镜头上光圈大小用 F 数表示 , 



          而 F 数就是相对孔径的倒数-- f/D。        

              改变透光率的办法是在光路中插入灰色滤光片, 通常是在圆 

          形玻璃板上镀上一层灰色膜层, 其深浅程度与圆盘转角有一定的 

          函数关系,这种圆盘叫做可变密度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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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光圈或密度盘的信号可以来自专设的光敏元件, 例如光 

          敏电阻,或直接取自图像视频信号。现在多用后一种办法,当光照 

          过强时,视频信号的平均电平升高,经放大后通过电机使光栏孔径 

          减小或使密度盘转向透光率较小的位置,从而降低光学像的照度, 

          把视频信号维持在适当的电平上。 

              在电视自动跟踪系统中使用的电视摄像机内还常常装有可转 

          换的滤光片,这是一种不同颜色或不同光谱透过特性的滤光片,它 

          可以起着增强目标与背景对比度的作用。例如深红色滤光片可以 

          使蓝色天空背景显得暗一些而使红色曳光弹显得更亮。         

                          

                          2.6   全电视信号 

              在图像视频信号中加入行、场同步脉冲和行、场消隐脉冲后 

          得到的信号叫做全电视信号。 

              现代标准电视体制都采用隔行扫描, 即把一帧图像分为两场 

          传送:第一场传送奇数行(第 1,3,5,...行),叫做奇数场;第二场传 

          送偶数行(第 2,4,6,...行),叫做偶数场。 

              我国规定的标准电视体制为:每帧 625 行,隔行扫描;每秒 50 

          场,即每秒 25 帧;行频 15625 (赫兹);光栅宽高比 = 4:3 ;标称视 

          频带宽 6 (兆赫)。 

              对于电视信号的幅度和各种同步、消隐脉冲的宽度也有规定, 

          简述如下: 

              信号幅度  消隐电平(基准电平)为 0 伏,峰值白电平 0. 7  

          伏,黑电平与消隐电平之差 0 伏(+50 毫伏),同步脉冲电平 -0.3 

          伏。 

              脉冲宽度如下图 2.6.1 , 图 2.6.2, 图 2.6.3。 

           
           



                     图 2.6.1  隔行扫描与行同步、消隐信号  

           
           

                      图 2.6.2  场同步与场消隐(奇数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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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6.3  场同步与场消隐(偶数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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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坐标系与电子窗 

           

                              3.1   图像函数 

              为了数学分析,通常用图像函数来表示一幅图像。 对于电视 

          图像,习惯上取图像左上角为坐标原点,x 向右为正,y 向下为正,图 

          像函数为 f(x,y),f(x,y)取值为图像上(x,y)处的灰度( 黑白深浅 

          程度)或亮度值。 

              如果图像上各点的亮度是随时间变化的, 则图像函数表示成 

          三维的 f(x,y,t)。如果图像是彩色的,则图像函数表示成四维的 

           f(x,y,t,λ),其中λ是波长;或用三基色表示成为六维的 f(x,y, 

          t,r,g,b),其中 r--红,g--绿,b--蓝。  1931 年国际照明委员会 

          ( C.I.E )规定三基色的波长是:红--700(毫微米),绿--546.1(毫 

          微米),蓝--435.8(毫微米)。 

              对于离散图像,即其 x,y 取值为一系列不连续值, x=nΔx, y 

          =mΔy,其中 n=1,2,3...;m=1,2,3...;而Δx、Δy 为定值。这时图 

          像函数可用一矩阵表示 F = ［f(m,n)］M×N, F 为 M×N 矩阵(M 行 

          ,N 列),其阵元素为 f(m,n)。 

               

                          3.2   电视图像函数 

              标准电视图像每帧是由 625 行组成的,分两场传送,奇数场传 

          送第 1,3,5,......,625 行;偶数场传送第 0,2,4,6,...,624 行 ( 

          第 0 行和第 625 行实际只有半行);可用图像函数表示为 f(x,y), 

          其中 x 取连续值;而 y 取整数 0,1,2,3,...,625, 也就是令 y= 行 

          号。如果令 y=2m+z ,( m=0,1,2,...,312; z=0 或 1 ),那么,z= 0 

          就表示偶数场图像;z=1 就表示奇数场,如图 3.2.1。 

          
             

                       图 3.2.1  行号与 m 数 

           

              标准电视体制还规定:场同步脉冲宽度为 2.5 行(每行时间  

          =64 微秒);场消隐脉冲宽度为 25 行,因此,m=0,1,2 为场同步脉冲 

          占用;m=310,311,312,0,1,2,3,....,21,22 为场消隐脉冲占用,如 

          图 3.2.2 和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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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2  场消隐占用行号(奇数场首) 

           

           
     

                 图 3.2.3  场消隐占用行号(偶数场首) 

           

                          3.3    帧坐标系与场坐标系 

              在 3.2 节中已讲了每帧图像包含 625 行,分为奇偶两场传送 , 

          这样,可以采用两种坐标系来进行表达与分析计算。 

              帧坐标系    如第 3.2 节中所叙述的就是帧坐标系,它以奇数 

          场场同步脉冲前沿所对的行为 y=1 ,各行行号就是 y 的值, 范围 

          是 0 至 625,取整数;以行同步脉冲前沿所在的列为 x=0 ,从左向 

          右按等间隔点数递增, 其间隔和取值范围依需要的解算精度或分 

          辨力而定。 

              场坐标系    不分奇偶场, 都以每场场同步脉冲前沿所对的 

          行为 y=0 ,各行的 m 数(图 3.2.1)就是 y 的值,范围是 0 至  312, 

          取整数; x 坐标的规定仍与帧坐标系相同。 

              采用帧坐标系解算精度较高,但只能每帧解算一次,也就是每 

          隔 40 毫秒输出一组数据。采用场坐标系解算精度较低,但可以每 



          场解算一次,也就是每隔 20 毫秒输出一组数据; 所用电路硬件也 

          简化许多,跟踪快速运动目标的系统中常被采用。 

           

                         3.4   时间与空间之对应 

              一幅电视画面的传送是从左上角开始按照从左向右, 从上到 

          下的顺序(并遵照隔行扫描的规定)传送的。这样,在电视信号(时 

          间序列) 中的一个时间点就与电视画面中的一个空间位置点有一 

          一对应的关系。 

              在帧坐标系中,若以奇数场场同步脉冲前沿为计时起点 t=0 , 

          见图 3.2.1,图 3.2.2,图 3.2.3,则电视图像上坐标为 (x,y) 的 

          一点 p 对应的扫描时间 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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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T=64 微秒,为行扫描周期; N 为每行 x 刻度点数。  

              在场坐标系中,奇数场以场同步脉冲前沿为计时起点 t=0;偶 

          数场以场同步脉冲前沿为 t=T/2=32 (微秒),则 (x,y)点 p 对应 

          的扫描时间 t 为  

 
               

                            3.5   扫描坐标产生器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将逐步介绍电视信息处理器的电路示例。 

          当然,这只是一种示例,并非标准,也没有标准,但它可以帮助大家 

          更好地了解原理。在本书中,这些示例前后是有联系的,适当组合 

          起来就会构成一种系统。 

              电视监视器荧光屏(或摄像机的摄像管靶面)上扫描电子束光 

          点的位置坐标(x,y),称之为“扫描坐标”, 它的数值是随时间不 

          断改变着的。能产生(输出)扫描坐标的电路组件称之为扫描坐标 

          产生器。 

              我们只介绍数字式扫描坐标产生器, 而对于电压模拟式电路 

          则不做介绍。 

图 3.5.1 是扫描坐标产生器的电路及其波形。 

 
                     图 3.5.1  扫描坐标产生器 

           

              扫描坐标产生器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8(兆赫)晶体振荡器产生的 S0 脉冲,周期为 0.125(微秒),经 8 



          级 1/2 分频后输出 S1 信号。S1 的周期为 32(微秒),即等于 T/2,( T= 

          64 微秒,即行扫描周期)。S0 经 9 级分频后输出 S2 信号,S2 的周期为 

          64(微秒),即等于行扫描周期 T。S2 脉冲前沿就作为行同步的时间 

          基准,用它去触发行同步信号产生器。这 9 级 1/2 分频器各级的输 

          出顺次为 x0,x1,...,x8,即扫描坐标 X 的各二进制位线,x0 为最低 

          位。 

              S1 经 4 级 1/5 分频计数器(用 74LS90 组成, 脉冲下降沿触 

          发),各级输出接到与门,当四级输出全 1 时与门输出正脉冲 S3, 

          即每 625 个 S1 脉冲产生一个 S3 脉冲,所以 S3 脉冲的周期为 312.5T 

          =20 (毫秒)。S3 脉冲的前沿就作为场同步的时间基准, 用它去触 

          发场同步信号产生器。 

              S3 脉冲使 m 计数器清零 (见图 3.5.1)。由于 S3 的重复周期 

          为 312.5T,所以若第一个 S3 脉冲对准 S2 脉冲的正半周(高电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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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第二个 S3 脉冲将对准 S2 脉冲的零半周(低电平)。把 S2、S3 分别 

          加到 D 型触发器( 74LS74)的 D、CK 端,其 Q 输出就是 z 信号(见第 3 

          .2 节)。 

              从图 3.5.1 看出: m 计数器输出 9 位(二进制) m 数; D 触发 

          器输出 z (1 位);而 m 与 z 组合成扫描坐标 Y, Y=2m+z ,( m、 z 

          定义请参看第 3.2 和 3.3 节关于帧坐标系的叙述), Y 为 10 位二 

          进制数,y0 是最低位。 

              若要采用场坐标系,则只需在图 3.5.1 中取 Y=m ( 9 位 )即 

          可。 

              图 3.5.1 产生的行、场同步脉冲前沿就作为行、 场同步的 

          时间基准输出到电视摄像机(用外同步)和电视监视器去。因此 , 

          扫描坐标 X,Y 的数值是随时与监视器上扫描光点的位置坐标保持 

          相等,这也正是"扫描坐标"的涵义。 

                   

                         3.6   扫描坐标的应用示例 

              采用扫描坐标产生器给电视处理器电路设计带来很大方便。 

          这是因为它建立了图像空间与图像信号时间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 

          关系;而且,其坐标数值可随时从扫描坐标产生器读出。 

              图 3.6.1 是一个产生亮点和电十字线信号的电路, 它可以在 

          电视监视器上指定的坐标位置处产生一个亮点和电十字线。 



          
    

                图 3.6.1  产生亮点和电十字线信号电路 

           

              在图 3.6.1 中亮点的坐标 Xp、Yp 由微处理器(CPU) 经数据 

          总线(DBUS)送到锁存器(74LS373)锁存,后者的输出分别加到两个 

          数值比较器的一侧, 数值比较器的另一侧加的是扫描坐标产生器 

          输出的扫描坐标 X、Y(并行数据)。扫描坐标 X(或 Y)是随时改变着 

          的,当它在数值上等于 Xp (或 Yp )时数值比较器的“= ”号端输 

          出高电平 “1” ,所以,把两个数值比较器的 “= ”号输出经与 

          门后得到的 Sp 信号就是亮点信号,它是在扫描坐标 X 等于 Xp 而且 

          扫描坐标 Y 等于 Yp 的瞬时出现的。把 Sp 信号混入电视图像信号 , 

          就会在监视器荧光屏上位置坐标( Xp,Yp )处产生一个亮点。 

              在图 3.6.1 中还把两个数值比较器的 “=”号输出经或门后 

          得到 Sc 信号,这就是电十字线信号,它是在扫描坐标 X 等于 Xp   

          或者扫描坐标 Y 等于 Yp 的瞬时出现的。把 Sc  信号混入电视图 

          像信号,就会在监视器荧光屏上产生一个电十字线,其中心位置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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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是( Xp,Yp )。 

                         

                           3.7   电子窗口产生器 

              对电视图像信号进行处理时常常需要划定一个区域, 对此区 

          域内的信号进行某种处理, 而对此区域外的信号不进行此种处理 

          或完全隔断(令其等于零或某定值),这个区域就叫做“窗口”。 

              如图 3.7.1 由 xa、xb 和 ya、y b 所限定的一个矩形区域就作为 

          一个电子窗口,它由其前后沿的四个坐标值所限定。     



          
                         图 3.7.1  电子窗口 

           

              电子窗口产生器就是用来产生电子窗口信号的, 它也同时产 

          生窗口标志信号用于在监视器上显示出窗口的位置。           

             图 3.7.2 是电子窗口产生器的电路示例。它采用的是场坐标 

          系,这样才能保证每场都有电子窗口存在,如果采用帧坐标系, 就 

          有奇偶场次的问题了。 

           
   

                    图 3.7.2   电子窗口产生器 

           

              图 3.7.2 的工作原理与图 3.6.1 类似,窗口的四个座标 Xa、 

          Xb、Ya、Yb 由 CPU(微处理器)经数据总线送入锁存器,锁存器的输 

          出加到数值比较器的一侧; 扫描坐标信号加到数值比较器的另一 

          侧,当两侧数值相等时数值比较器的“=”号端输出正脉冲。Xa 通 

          道输出的正脉冲就是行门前沿的标志;而 X b 通道输出的正脉冲就 

          是行门后沿的标志,把它们分别加到 RS 触发器的 S、R 端,前者使 RS 

          触发器置“1”(Q 端输出高电平);后者使 RS 触发器清零(Q 端输出 



          低电平),Q 信号就是行门(行选择门)信号 Sgh。类似地,Y a 通道输 

          出的正脉冲就是场门前沿的标志;而 Y b 通道输出的正脉冲就是场 

          门后沿的标志,把它们分别加到 RS 触发器的 S、R 端,前者使 RS 触发 

          器置“1”(Q 端输出高电平);后者使 RS 触发器清零(Q 端输出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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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Q 信号就是场门(场选择门)信号 Sgc。 

              把场门信号 Sgc、行门信号 Sgh 加到与门, 与门输出信号就是 

          窗口信号 Sw,也叫做复合门信号。窗口信号是一个脉冲串,串中每 

          个脉冲的宽度等于窗口的水平宽度, 串中脉冲的数目等于窗口的 

          垂直高度所占扫描行数。 

              行门前沿的标志与后沿的标志经或门逻辑加, 再经与门由场 

          门加以选通;场门前沿的标志与后沿的标志经或门逻辑加,再经与 

          门由行门加以选通; 这二个与门的输出由或门相加就得到窗口标 

          志信号 Sws。把 Sws 与图象信号混合输出到监视器, 就会在荧光 

          屏上显示出电子窗口。 

              窗口信号的用法示例见图 3.7.3。 

           
                     图 3.7.3  窗口信号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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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视频处理 

           

                              4.1   引    言 

              视频处理的目的是把全电视信号中有用的信号区段分离出来, 

          并转化成有利于进一步处理(目标识别、坐标解算等)的形式。 

              全电视信号中包含有目标图像信号、非目标图像信号, 还有 

          行场同步、行场消隐脉冲, 视频处理器要尽可能地保留目标图像 

          信号而排除其它无用的信号和杂波。这些希望保留下来的含有目 

          标信息的信号叫做目标特征信号或视频特征信号。 

              有时还需要对目标特征信号整形、滤波或变换成数字形式 , 

          这些也都是视频处理器的功能。 

              本章主要介绍从电视跟踪信息处理器的需要出发对视频处理 

          器提出的一些要求,而关于微弱信号接收等一般性、 通用性问题 

          暂不讨论。 

                         4.2   视频放大器带宽的选取 

              标准电视每帧为 625 行,扣除场消隐脉冲占去的 50 行, 实际 

          图像信号只有 575 行,如果用黑白相间的条纹图进行测试, 它在垂 

          直方向上最多只能分辨到 287 对线。因为电视画面的水平宽度与 

          垂直高度的比为 4:3, 所以一个水平行应当分辨的黑白线对数相 

          应为 287×4/3=383 对线。水平行的扫描周期是 64(微秒),扣除 

          行消隐脉冲占去的 12(微秒),图像信号只有 52(微秒),则黑白线 

          条图像信号的周期是 52/383=0.136(微秒),相应的频率为 7. 4( 

          兆赫)。然而,如果用黑白条纹图测试时黑白条纹没有严格对准各 

          行,而是向上或向下偏移半行,那么得到的各行图像信号便成了灰 

          色的(介于黑白之间),难以分辨出各个条纹带,这就是说, 标准电 

          视的垂直分解图像能力(解像力)低于 575 行。我国电视的视频带 

          宽规定为 6(兆赫)。 

              在电视跟踪信息处理器中的视频放大器带宽的选取还要考虑 

          到其它一些因素,一般而言,希望带宽尽量窄一点, 这样有利于减 

          少噪音、杂波干扰;另一方面,要和视频模/ 数转换器的采样频率 

          以及坐标解算精度相适应。 

              根据采样定理(抽样定理),对于频带宽度 fb 有限的信号 S(t) 

          ,若以时间间隔Δt≤1/(2fb)对其进行采样得到离散信号 S(nΔt 

          )   (n=0,1,2,...),那么就可以由 S(nΔt)完全确定原信号 S(t)。 

              频率 fN=1/(2Δt) 叫做奈魁斯特(Nyquist)频率。 

              这就是说,如果信号 S(t)的频带宽度 为 fb,那么,视频模/数 

          转换器的采样频率 fs 应等于 2fb。(采样频率 f s 相当于采样间 

          隔Δt=1/fs) 

              而实际情况往往是,由于视频模/数转换器件的限制,视频模/ 

          数转换的采样频率 fs 不能提高,这样一来,视频放大器的带宽 fb 

          提的过宽也就没有必要,它只需等于 fs/2 就可以了。(当然,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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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意味着被处理图像信号的分辨力也降低了) 

              带宽的选择还与电视跟踪处理器采用的坐标系有关。采用场 

          坐标系时,每场都要解算、输出目标坐标数据,那么, 一个目标图 

          像信号的高度就须占有两行,即目标图像要大一些,相应的视频信 

          号带宽可窄一点。实验表明,采用场坐标系时,视频带宽取 2. 5( 

          兆赫)在许多情况下已能满意的工作。 

                                   

                           4.3   消除平均背景 

              电视图像信号中的平均背景电平代表着背景的平均亮度, 它 



          不含有目标位置信息,通常要在视频处理器中把它消除掉。 

              消除平均背景的电路示例如图 4.3.1。 

           
                      图 4.3.1  消除平均背景 

           

              在图 4.3.1 的电路里,全电视信号 S1 (含有行场同步、行场 

          消隐)经第一级放大后被电子窗口信号选通,窗口以外区段信号电 

          平等于零;窗口以内区段信号(含有目标信号)经放大后输出,同时 

          又加到积分器输入端,经积分后得到平均值,以相反的极性反馈到 

          第一级。当电路达到平衡时,第二级输出的信号平均值等于零,窗 

          口内的视频信号在零均值上下变动, 这样可较好地利用放大电路 

          的线性动态范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号很有利于后续电路的处 

          理(例如"二值化"处理)。 

                               

                      4.4   二值化处理与灰度直方图 

              前面曾经讲过,可用图像函数 f(x,y)表示一幅图像, f(x,y) 

          的取值等于(x,y)处像点(像元,像素)的灰度值( 电视视频信号幅 

          度值),它是连续的,或者是多级的(经过量化处理)。 

              如果一幅图像的图像函数只取两个值, 就说它是二值图像。 

          例如,仅由黑点和白点组成的图像就是二值图像。 对一幅图像进 

          行处理,使他成为二值图像的过程,就叫做二值化处理。 

              二值化处理的方法之一是把电视图像视频信号,例如图 4.3.1 

          输出的信号 VS,经电压比较器与一个门限电平(又叫阈值电平) 进 

          行比较,高于门限的信号通过比较器后成为定值高电平,低于门限 

          的信号通过比较器后成为定值低电平,这就成了二值化视频信号。 

          习惯上,高电平用“1”表示,低电平用“0”表示。 

              二值化处理中阈值电平的选取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下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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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灰度直方图来进行讨论。 

              灰度直方图是一种统计表的图示,如图 4.4.1,其水平坐标是 

          灰度 G,垂直坐标是对应的像素点的数目比率(百分数)N。 

           



                      图 4.4.1  灰度直方图 

           

              在图 4.4.1 的左上角画出了监视器上的图像,窗口 A 内是目标 

          区,窗口 A 外的 B 区是背景区。图 4.4.1 还画出了 A 区、B 区的灰度 

          直方图以及二区之比率差ΔN 的直方图。这些图表明,目标区 A 中 

          灰度值低(较黑)的像素点数居多;而背景区 B 中,灰度值高(较白 ) 

          的像素点数居多;比率差ΔN 的直方图更明确的显示了这个差别。 

              从图 4.4.1 的比率差ΔN 的直方图可明显看到一个灰度分界 

          线 Gt,在此线以左ΔN 多为正值,在此线以右ΔN 多为负值,显然,选 

          Gt 作为阈值灰度是较佳选择。 

              实时直方图电路示例如图 4.4.2。 

           
                    图 4.4.2  实时直方图电路 

           

              在图 4.4.2 中,图像信号灰度数据(图像信号已经过模/ 数转 

          换成数字量) G 加到随机存储器 U1 的地址线作为地址; U1 的 G 单元 

          中存放的数据 D 等于灰度 G 对应的像素点数 N。灰度 G 到来时,U1 的 

          写入过程分为两拍:第一拍,读脉冲加到 U1 和 U3,则 G 单元的内容 N 

          输出到加法器 U2,U2 的 B 输入数据固定为“1”,所以 U2 输出数据等 

          于(N+1),此数据存入寄存器 U3;第二拍,写脉冲加到 U1 和 U4, 缓冲 

          器开通,则数据(N+1)被写入 G 单元。这样,一场图像结束时,U1 中 

          各单元存储的内容就等于该单元地址 G 作为灰度值所对应的像素 

          点数 N,即 U1 中存储的是一张灰度直方图表,微处理器( CPU ) 可 

          经数据总线( DBUS )把它取出。 

                                   

                            4.5   黑斑补偿 

              电视摄像机的光学镜头在摄像管靶面上产生的像的照度,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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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设计上的困难,往往中心区较亮而边缘渐暗;同时, 摄像管靶面 

          上的灵敏度在中心区与边缘区也有差异, 结果造成输出的电视图 

          像信号的基底不是直线,而呈中央拱起的形状,如图 4.5.1,这种现 

          象叫做黑斑效应。 



           
                       图 4.5.1  黑斑效应 

           

              黑斑效应给提取目标信号带来了困难,当用门限电路选取时, 

          中央区的黑目标难以选出, 这样在使用对比度跟踪时就不易跟踪 

          低对比度的黑目标。 

              在视频电路中采取黑斑补偿措施就是用一个弯曲方向相反的 

          凹形信号和原来的视频信号迭加,把信号底线“拉平”。 

              要加的补偿信号是一个抛物线形信号, 产生此种信号的电路 

          示例如图 4.5.2。 

           
                    图 4.5.2  补偿信号产生电路 

           

              图 4.5.2 电路工作原理及有关参数设计原则如下: 

              第一级为积分器,在行消隐之间的工作期 T1 期间输出信号 u 2 

          为一负向斜坡电压 

 
          其中,u01 为工作期开始时 u2 的起始电压(C1 上的剩余电压);k1=u1 



          /R1C1。 

              第二级也是积分器,在工作期 T1 期间输出信号 u 3 为半抛物线 

          形电压 

 
          其中,u02 为工作期开始时 u3 的起始电压(C2 上的剩余电压);k 2 = 

          1/R2C2。 

              最后一级为加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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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式中,t 为变量,其余皆为常量,令 

 
          则原式可写成 

 
          即 u4(t)是一向上凸的抛物线(拱形曲线),其顶点在(b/2a)处。 

              由此得到电路元件的选择原则如下: 

              1. 应使顶点在(T1/2)处,即应取 b/2a=T1/2 ,所以有 

 
          当 R、C 已选定后,调节 u1 (参看图 4.5.2)可改变顶点位置, 使满 

          足上式; 

              2. 在上式已得到满足的条件下, 输出电压 u4(t)在 t=0 及 t= 

          T1 时刻的数值为 

 
          所以调整 ub 可使拱形曲线上下平移。 

              3. 为了保证积分电容放电和有稳定的起始电压,即短的恢复 

          时间和信号稳定,在图 4.5.2 中还增加了一些二极管和调整元件 

          ( 2ck 为硅二极管)。 

                             

                          4.6   边缘增强 

              对空中目标信号采用边缘增强处理是减弱背景杂波( 例如浮 

          云)改善信杂比的有效手段。 边缘增强还能明显降低黑斑效应的 

          有害影响。 

              边缘增强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对信号进行微分。由于电视扫描 

          的原因,这种微分在水平行内沿 x 方向很容易实现, 而在垂直方向 

          上沿 y 方向却很难实现,因为后者要求把上下邻接的两行对应像素 

          的信号相减,这在采用了隔行扫描体制后实行起来要复杂得多。 

              在视频放大器中, 把级间耦合电容减小就实现了微分处理。 

          经过微分后,白目标(正脉冲)的左侧边缘更白(正向尖脉冲),右侧 

          边缘后出现暗纹(负向尖脉冲);黑目标则相反。 

              微分处理的重要之点是选取适当的电容、电阻值--时间常数, 

          这要依目标信号的宽度而定,往往要进行实地试验才能最后确定。 

          经验上,对空中目标,当使用的摄像机视场约 2 度时, 选用时间常 

          数在 0.15 至 0.35(微秒)较为合适。 

              对地面目标信号不能采用简单的微分处理, 因为复杂的背景 

          杂波经微分后更加杂乱。 

              边缘增强的另一种电路结构如图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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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6.1  边缘增强 

           

              图中输入 u1(t),一路经低通滤波器后得到 u3;另一路经仿真 

          线延迟后得到 u2。由于低通滤波器的作用,u3 的前后沿变缓,而且 

          较 u1 延迟一段时间;而 u2 的信号波形与 u1 相同,只是延迟一段时间, 

          二者相减,就得到了边缘增强的信号。 

              如果在图 4.6.1 中不用(×2)放大器,则输出的是边缘信号。 

          如果不用低通滤波器和(×2),也能得到边缘信号, 只是后沿极性 

          相反。 

                         

                           4.7   视频混合 

              视频混合电路用于把各种标志信号,例如十字线,电子窗口等 

          混合到全电视信号中,以便在电视监视器上显示出来。 

              视频混合电路用普通的宽带运算放大器把需要混合的信号相 

          加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放大器的动态范围能满足使用,不要把同 

          步脉冲限掉了;有时需要箝位电路;十字线,电子窗口等具有  TTL 

          逻辑电平的信号可以先用逻辑电路(或门,与门等)合成,再送往视 

          频混合电路。 

                                

                           4.8   视频模/数转换 

              数字式电视信息处理器中要把图像视频信号先转换成数字信 

          号,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目前市场上有许多可用作视频模/数转换的高速 A/D 器件(模/ 

          数转换器件),这里以美国 TRW 公司的 TDC-1048 高速 A/D 变换器为例 

          给予说明。 



           
                     图 4.8.1  视频模/数转换 

           

              图 4.8.1 中运算放大器采用 CA3140E(美国 RCA 公司)组成,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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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同时作视频选通,用行、场消隐脉冲反相后进行选通,这样使 

          输出中只有图像视频信号;积分反馈是为了消去平均背景(见前面 

          第 4.3 节);开关 K1 断开时 560PF 电容起微分作用(见第 4.6 节)。后 

          级运放要保证输出信号 St 满足 TDC-1048 元件工作的两点特别要求: 

          一是输入视频信号 Vin 在 0 至(-2)伏之间,绝不允许成为正电压 ; 

          二是 Vin 端输入阻抗较低,只有约 25 欧姆, 所以在反馈回路里加了 

          限幅二极管,输出加了三极管射极跟随器。 

              A/D 元件上加的时钟信号就是控制模/数转换的采样脉冲, 其 

          频率的选择见前第 4.2 节。TDC-1048 有控制码制转换的输入端,可 

          由高低电平改变输出数据编码:高电平时,输入 Vin 0 伏对应输出 

          数据码 00H,输入 Vin(-2)伏对应输出数据码 FFH; 低电平时变成反 

          码输出,即输入 Vin 0 伏对应输出数据码 FFH,输入 Vin(-2)伏对应 

          输出数据码 00H。 

           

                             4.9   小    结 

              本章介绍了电视信息处理器中的视频处理的基本电路, 实际 

          视频处理器的组成取决于后续处理电路的需要, 它要输出的信号 

          也依需要而定,通常是多路的,而且是不相同的,例如,一路把含有 

          各种标志信号的全电视信号(模拟式信号)送到监视器去; 另一路 

          把经模/数转换后的数字式图像信号送到目标坐标解算器;还可能 

          有第三路输出的是二值化视频信号用于目标识别等, 这些都可以 

          从前面介绍过的一些基本电路示例解决。此外,关于字符的显示, 

          涉及到计算机的接口、编码、只读存储器(ROM)等问题,读者可从 

          计算机的有关书籍中了解到,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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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对比度跟踪 

           

                             5.1   概    述 

              对比度跟踪是利用目标与背景之间的对比度来识别和提取目 

          标信号实现自动跟踪目标运动的一种方法。它是电视跟踪最早发 

          展起来的一种方法, 至今仍然在许多电视跟踪系统中作为基本的 

          跟踪模式被采用。 

              电视跟踪的对比度跟踪方法中依跟踪参考点的不同可分为 : 

          边缘跟踪,形心跟踪,矩心(质心,重心)跟踪,峰值跟踪等。 

              对比度跟踪法可以跟踪快速运动的目标, 对目标姿态变化的 

          适应性强,目标尺寸大小及其变化基本上不受限制;但识别目标的 

          能力差,难以跟踪复杂背景中的目标。 

              所以,对比度跟踪法基本上只用于跟踪空中或水面目标,从运 

          动载体上跟踪地面固定目标(机载,车载,舰载,弹载的跟踪系统)。 

              关于电视跟踪系统和电视信息处理器的方框图, 在第一章中 

          已做过介绍,本章主要介绍对比度跟踪的目标坐标解算方法。 

                                5.2   对比度 

              人眼能看清和区分物体, 是由于物体与背景的亮度和色彩有 

          差别。而在夜暗的环境中,人眼能看见物体,只是由于物体与背景 

          的亮度上有差别, 这是由于人眼视网膜有两种感光细胞的不同作 

          用的结果。显然, 在黑白摄像机上能摄到物体的图像也是由于其 

          亮度与背景不同(这里“亮度”一词应为“辐亮度”-- 瓦／球面 

          度.平方米,本书为叙述方便,以后都用“亮度”)。 

              关于对比度的定义,有两种: 

              第一种定义为 

 
          其中,C -- 对比度; LT -- 目标亮度( cd/m2 ); Lb --  背景亮 

          度( cd/m2 )。 

这样定义的对比度,有时也叫做反衬对比度,或叫做反衬度。 

当目标较小且|LT-Lb|<Lb时（或限定为白背景）用这种定义。 

              第二种定义为 

 
              这样定义的对比度,也叫做调制对比度。 当以黑白栅格图形 

          对摄像机测试时,常采用这一定义,这时的 LT 是对应白线条输出的 

          信号峰值,而 Lb 是对应黑线条输出的信号谷值。 

              在本书中采用第一种定义。 

              下面介绍对比度与大气透过率以及距离的关系。 

              用 C0 表示在很近距离上观察物体时看到的对比度, 叫做物体 

          的固有对比度,或零距离对比度;用 CR 表示在距离 R 处观察物体时 

          看到的对比度,叫做物体的视在对比度。 

              先研究固有对比度的计算: 

                                                             -26- 

              对于非自身发光的物体, 其表面亮度是由于受外部光照射引 

          起的,其亮度 L 与受到的照度 E 的关系为(2.2.3)式,即 πL=ρE 。 

              如果目标是受天空照亮的,而且以天空为背景,例如空中的飞 

          机或地平线处的物体,若天空的亮度为 Lb,目标表面漫反射系数为 

          ρ,则由(2.2.3)式,目标的亮度 LT 为 

 
          此外,可以证明,亮度为 L( cd/m2 )的无穷大均匀发光表面在其前 



          方产生的照度 E(勒克斯)为 

 
          把(5.2.3)代入前式,并以天空亮度 Lb 代换 L,得到 

 
              所以目标的固有对比度 C0,由(5.2.1)及(5.2.4),为 

 
          这就是以天空为背景并受天空照亮的, 自身不发光的物体的固有 

          对比度。 

              由此看出,固有对比度取决于物体表面的反射系数。 

              一些物体的反射系数可由《光学仪器设计手册》中查到, 例 

          如: 

              表 5.2.1            一些物体的反射系数                

           ───────┬────┰───────┬────── 

             名     称   │   ρ   ┃  名     称   │    ρ       

           ───────┼────╂───────┼────── 

            氧  化  铝   │  0.94  ┃  白      砂  │   0.25     

            雪           │  0.93  ┃  粘      土  │   0.16      

            白      纸   │  0.84  ┃  黑      土  │ 0.05 至 0.10  

            绿      叶   │  0.25  ┃              │              

            

                               

              下面研究视在对比度 CR 的计算: 

              亮度为 LT 的目标,在从距离 R(公里)处观察时, 由于大气衰减 

          的影响,所看到的亮度--视在亮度要比 LT 小一些;与此同时, 路程 

          中的大气由于天空的照射又在目标图像上附加一层杂光; 但背景 

          天空的亮度并不因距离改变而改变,结果导致目标对比度降低。 

              设目标的固有亮度为 LT;背景天空的亮度为 Ls;路程 R 上的大 

          气透射率为 Ta。则在距离 R 处目标的视在亮度 L'T 为( 参考《电光 

          学手册》) 

 
          而背景的亮度为 L'b=Ls,于是距离 R 处的视在对比度 CR,依(5.2.1)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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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C0 是目标的固有对比度。 

              定义  视在对比度 CR 与固有对比度 C0 之比, 叫做对比度传递 

          因子,以τc 表示,即 

 
              由前式,以天空为背景并受天空照亮的,自身不发光的物体的 

          对比度传递因子τc 等于(距离 R 上的)大气透射率 Ta。 

              如果背景不是天空,设天空的亮度为 Ls,固有背景的亮度为 Lb 

          ,二者之比为 K,K=Ls／Lb,可以推导出这种情况下的对比度传递因 

          子τc 为 

 
              下面介绍关于大气透射率 Ta 的计算: 



              大气透射率 Ta 与大气能见度及目标距离 R 有关。 大气能见度 

          可由大气衰减系数σ或者由“能见距离”(也叫“气象距离”)Rv 

          表示,σ与 Rv 的关系为 

               σ=3.912/Rv                             (5.2.8) 

              大气透射率 Ta 可按下式计算 

                 Ta=exp(-σR)                          (5.2.9) 

          其中,R--目标距离(公里);σ--大气衰减系数(1/公里)。 

              人眼能分辨出物体所需的最小对比度约为 0.02。把上式(5 

          .2.8)代入(5.2.9),并令 R=Rv,得到 Ta=0.02,再考虑式(5.2.6)就 

          可以理解“能见距离” Rv 的含义。 

              国际能见度等级见表 5.2.2 (参考《激光与红外技术手册》) 

           

                  表 5.2.2          国际能见度等级              

              ━━━┯━━━━━━━━━┯━━━━━━━━━━━━ 

               等级 │   大 气 状 态    │  气  象  距  离 (公里 ) 

              ━━━┿━━━━━━━━━┿━━━━━━━━━━━━ 

                 0  │   浓 雾          │       ＜ 0.05           

                 1  │   厚 雾          │       0.05 至 0.2   

                 2  │   中 雾          │       0.2 至 0.5   

                 3  │   轻 雾          │       0.5 至 1   

                 4  │   薄 雾          │       1   至 2     

                 5  │   霾             │       2   至 4     

                 6  │   轻 霾          │       4   至 10    

                 7  │   晴 朗          │       10  至 20    

                 8  │   很 晴 朗       │       20  至 50    

                 9  │   极 晴 朗       │       ＞ 50        

                --- │   纯 净 空 气    │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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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以大气能见距离 23.5 (公里)作为标准晴朗天气。  

                                 

                              5.3   边缘跟踪 

              以目标图象边缘作为跟踪参考点的自动跟踪叫做边缘跟踪。 

              边缘跟踪的跟踪点可以是边缘上的某一个拐角点或突出的端 

          点,也可以取为两个边缘(左、右边缘或上、下边缘) 之间的中间 

          点。 

              边缘跟踪简单易行,但它并不是个很好的跟踪方法,因为它要 

          求目标轮廓比较显明、稳定,而且目标图象不要有孔洞、裂隙,否 

          则就会引起跟踪点的跳动;它也易受噪音干扰脉冲的影响。 

              本节介绍边缘跟踪目标座标解算方法及其实现电路示例, 这 

          对今后各节也是有用的。 



           
                 图 5.3.1  目标图像及其边缘微分信号 

            

              图 5.3.1(a)表明目标的图象及一条扫描座标等于 y 1 的行扫 

          描线(采用场座标系), 这条扫描线与目标图形轮廓相交于两个边 

          缘点(x'1,y'1)及(x"1,y"1);图 5.3.1(b)是与其对应的一行的电 

          视图象信号,时间 t'1、t"1 分别与 x'1、x"1 相对应;而图 5.3.1(c) 

          则是经微分处理后的这一行的图象信号。 

              按第三章讲过的原理,用边缘微分信号作写入脉冲,把这一时 

          刻 t'1 的扫描座标(x,y)锁存下来, 就得到对应此边缘点的座标 

          (x'1,y'1)。 

              可以取第一个边缘点座标(x',y')和最后一个边缘点座标(x" 

          ,y")的中间值作为目标座标,即目标座标(xT,yT)等于 

 
              边缘跟踪解算电路示例如图 5.3.2。 



           
                   图 5.3.2  边缘跟踪坐标解算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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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3.2 的工作原理如下:每场开始时,由场同步脉冲把 D 型 

          触发器(74LS74)清零; 目标信号的第一行视频信号前沿微分信号 

          经过倒相成为正脉冲,通过与门后开启 x'、y'锁存器(74LS373)使 

          它们把目标前沿(目标轮廓之左上角)坐标锁存下来,同时,此微分 

          脉冲也把 D 触发器置为"1",从而把与门关闭,阻止以后的微分脉冲 

          通过,保证在本场内 x'、y'锁存器内容不再刷新;目标信号的后沿 

          (目标轮廓右边缘)微分信号脉冲不断地使 x"、y"锁存器内容刷新, 

          直到目标图像的最后一行过后才停止刷新, 因此, 在一场结束时, 

          x"、y"锁存器中锁存的是目标轮廓之右下角的坐标; 在一场结束 

          时由 CPU 经数据总线把锁存器的内容取出,按下式计算出目标中心 

          坐标(xT,yT) 

 
              图 5.3.2 的解算电路易受噪音干扰, 因单个噪音脉冲就可能 

          使锁存器重写,直接造成结果数据错误。解决的办法是:在电路中 

          采用累加器把每行目标信号前、后沿的坐标都累加起来进行平均 

          (被目标行数去除,再除以 2 ),这样可减小噪音干扰的影响。 关 

          于累加器的电路,以后再做介绍。 

                     

                           5.4   形心跟踪 

              把目标图像看成是一块密度均匀的薄板, 这样求出的重心叫 



          做目标图像的形心。 

              形心的位置是目标图形上的一个确定的点, 当目标姿态变化 

          时,这个点的位置变动较小,所以用形心跟踪时跟踪比较平稳; 而 

          且抗杂波干扰的能力强,是电视跟踪系统中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 

              形心的定义是: 

 

                _ 

                x=(1/M)∫∫xdxdy                       (5.4.1a) 

                        Ω 

                _ 

                y=(1/M)∫∫ydxdy                       (5.4.1b) 

                        Ω 

  

               M=∫∫dxdy                              (5.4.1c) 

                  Ω 

             _ _ 

         其中 x,y 是目标形心坐标;积分区域Ω为整个目标图像区。 

          
                          图 5.4.1  形心 

           

              图 5.4.1 表示一个经二值化处理后的目标图像Ω, 它已被框 

          在跟踪窗内。由于二值化的结果, 目标图像Ω以内的信号幅度为 

          “1”,目标图像Ω以外的信号幅度为“0”,这样, 可以把形心解 

          算式改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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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d b          

              x=(1/M)∫∫V(x,y)xdxdy                 (5.4.2a) 

                      c a 

              _       d b 

              y=(1/M)∫∫V(x,y)ydxdy                 (5.4.2b) 

                      c a 

                 d b 

              M=∫∫V(x,y)dxdy                       (5.4.2c) 



                c a   

         其中: 当(x,y)属于Ω区内时  V(x,y)=1 ; 当(x,y) 不属于Ω区 

          时  V(x,y)=0 ;  a,b,c,d 为跟踪窗口边界坐标,如图 5.4.1。 

              在数字化处理器中,坐标 x、y 都被量化,x、y 只取整数,这样, 

          又可把(5.4.2)式写成离散形式 

 
           

           

          其中: 当(x,y)属于Ω区内时  V(x,y)=1 ; 当(x,y) 不属于Ω区 

          时  V(x,y)=0 ;  a,b,c,d 为跟踪窗口边界坐标。 

              参照图 5.4.1 来分析一下式(5.4.3)的涵义: 

              求和是在跟踪窗口内进行的,属于目标上的点,令 V(x,y)= 1, 

          即参加求和;不属于目标上的点,则令 V(x,y)=0,即不参加求和; 

              Qx 就是把目标图形上各像素点的 x 值累加得到的和;Q y 就是 

          把目标图形上各像素点的 y 值累加得到的和; 

              M 就是目标图形上包含的像素点的总数; 

              这样,先求得 Qx,Qy,M 之后,就容易由式(5.4.3a)和(5.4.3 b) 

                      _  _ 

          算出形心坐标 x、y。 

              按照上述分析,可以设计出形心坐标解算电路如图 5.4.2 和 

          图 5.4.3。在工作原理上,y 路与 x 路类似,以下着重说明 x 路的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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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4.2  形心坐标解算电路 



           
                    图 5.4.3  Qy 累加器电路 

           

              在图 5.4.2 中,U1、U2、U3、U4 组成累加器;U5 为 M 计数器;U6、 

          U7 为输出锁存器。 

              每场开始前由场同步脉冲把 U1、U2、U3、U5 清零, 场同步脉 

          冲过后 U1、U2、U3、U5 处在工作状态。 

              经窗口选通过的二值化视频信号 Vs 加在与门输入端,时钟脉 

          冲 Φ0 加在此与门另一输入端,二者相与之后得到 Φs 信号,因此, 

          只有在目标图像信号存在时 ( 图 5.4.1 之Ω区内) Φ s 信号才等 

          于“1”,而且,它是宽度等于时钟脉冲宽度的脉冲信号。 

              Φs 信号加到 M 计数器输入端,则此计数器输出计数值就是式 

          (5.4.3c)的 M 数。 

              Φs 信号加到寄存器 U1 时钟端,每当Φ s 脉冲信号到来时就把 

          此时刻的扫描座标 X 值寄存下来,图中以 Xi 表示第 i 个Φs 脉冲选入 

          的 X 值。 

              U4 表示由 74LS181 和 74LS182 组成的累加器,Xi 加在其 B 输入端; 

          其输出 F 经 U2、U3 延时后又加到累加器 U4 的 A 输入端;因此,若以 m 

          表示Φs 脉冲的序号,则 



 
              锁存器 U6、U7 的写入由加在其 G 端的场门脉冲信号(见第 3.7 

          节,也可用电子窗口脉冲)控制,目标存在期间它们处于写入状态, 

          所以在场门脉冲结束时 U6、U7 中锁存的分别就是 M 和 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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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门过后,微处理器( CPU )可经数据总线取出 M 和 Qx、Qy, 

          然后按式(5.4.3a)、(5.4.3b)算出 x、y。 

              关于累加器和锁存器的字长(二进制位数), 它取决于扫描坐 

          标 X、Y 的字长和电子窗口的宽、高,都是可以预先确定的。 

              从以上的叙述看到, 形心坐标是窗口内目标图形上各点坐标 

          值的平均结果,因此,窗口内的少量干扰点不致对形心解算结果产 

          生太大影响;而且,目标图形有孔洞、裂口, 甚至是几个分离的片 

          段都不会妨碍解算。 

              当然,图 5.4.2 的电路只能在一个窗口内求出一个形心,如果 

          在一个窗口内有多个目标,则求出的是其平均中心,这是很显然的。 

                                    

                           5.5   矩心跟踪 

              矩心也叫重心、质心,是物体对某轴的静力矩作用中心。 如 

          果把目标图像看成是一块质量密度不均匀的薄板, 以图像上各像 

          素点的灰度(图像信号的幅度)作为各点的质量密度, 如此便可借 

          用矩心的定义式来计算目标图像的矩心。 

              矩心的定义为 

 

                    xc=(1/M)∫∫V(x,y)xdxdy            (5.5.1a) 

                             Ω 

 

                   yc=(1/M)∫∫V(x,y)ydxdy            (5.5.1b) 

                            Ω 

 

                    M=∫∫V(x,y)dxdy                   (5.5.1c) 

                       Ω 

 

          其中 xc,yc 是目标矩心坐标;V(x,y)是图像函数(即图像上 x,y 处像 

          素点的灰度),积分区域Ω为整个目标图像。 

              比较式(5.5.1)与式(5.4.1)可知, 二者的差别在于形心解算 

          中图像函数 V(x,y)预先已做了二值化处理,所以,可以说形心是矩 

          心的一种特例。由此也看到,矩心解算不要求对图像函数 V(x,y) 

          预先做二值化处理,减少了确定二值化门限的困难。 

              在矩心解算中,并不一定要求目标有显明的轮廓线,在某些应 

          用场合,例如空中目标,背景灰度比较均匀,如果采用了跟踪窗口, 

          则积分可在整个跟踪窗口区域进行。 



           
                         图 5.5.1  矩心 

           

              图 5.5.1 表示一个目标图像,它已被框在跟踪窗内。 由于背 

          景灰度比较均匀, 可以把矩心解算式改写成 

 

                          d b         

                 xc=(1/M)∫∫V(x,y)xdxdy             (5.5.2a)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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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          

                 yc=(1/M)∫∫V(x,y)ydxdy             (5.5.2b) 

                          c a  

                    d b 

                 M=∫∫V(x,y)dxdy                    (5.5.2c) 

                    c a 

 

         其中  V(x,y)为图像函数;  a,b,c,d 为跟踪窗口边界坐标。 

              在数字化处理器中,坐标 x、y 都被量化,x、y 只取整数,这样, 

          又可把(5.5.2)式写成离散形式 

           

 

                         d   b     

               xc=(1/M) ∑   ∑ V(x,y)x = (1/M) Qx       (5.5.3a) 

                        y=c x=a 

 

                         d   b     

               yc=(1/M) ∑   ∑ V(x,y)y = (1/M) Qy       (5.5.3b) 

                        y=c x=a 

           

                     d    b     

                M = ∑   ∑ V(x,y)                       (5.5.3c) 

                    y=c  x=a 

           

                     d    b     



                Qx= ∑   ∑ V(x,y)x                      (5.5.3d) 

                    y=c  x=a 

           

                     d    b     

                Qy= ∑   ∑ V(x,y)y                      (5.5.3e) 

                    y=c  x=a 

           

          其中 V(x,y)为图像函数;  a,b,c,d 为跟踪窗口边界坐标。 

              参照图 5.5.1 来分析一下式(5.5.3)的涵义: 

              求和是在跟踪窗口内进行的; 

              M 是把窗口内各像素点的 V(x,y)值累加得到的和; 

              Qx 是把窗口内各像素点的 V(x,y)值乘以该点的 x 坐标值然后 

          累加得到的和; 

              Qy 是把窗口内各像素点的 V(x,y)值乘以该点的 y 坐标值然后 

          累加得到的和。 

              与形心解算相比,矩心解算电路要复杂一些,由于 V(x,y)非二 

          值化,所以求 M 需用累加器;求 Qx、Qy 需用乘法器和累加器。 

              图 5.5.2 是矩心解算电路示例。这里设 X、Y 都只有 8 位二进 

          制数( 8 bit);视频图像信号 V(x,y)数字化为 8 位二进制数(   8 

          bit,256 个灰度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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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5.2  矩心坐标解算 

           

              为实现乘法 V(x,y)X 或 V(x,y)Y,需要两个 8 bit 数相乘,积为 

           16 bit 的乘法器,这可用 74LS 系列元件   74284 、 74285 以及 

          74H183、74S181、74S182 组成。具体电路请参考《TTL 集成电路 

          设计和应用手册》。 

              图 5.5.2 电路的工作原理与图 5.4.2 有些类似,其中的 V(x,y)X 

          或 V(x,y)Y 累加器需要有 16 位输入,输出需 32 位;M 累加器要 8 位 

          输入,输出需 24 位。 

              场同步脉冲把累加器清零; 窗口脉冲期内由时钟脉冲控制累 

          加器工作;窗口脉冲结束后微处理器( CPU )可经数据总线把 Qx、 

          Qy 以及 M 从相应的锁存器中取去。 

              式(5.5.3a)、(5.5.3b) 中的除法运算由微处理器 ( 或通称 

          CPU--中央处理单元)完成, 因为从本场窗口脉冲结束到下一场窗 

          口脉冲结束有约 20 毫秒的时间可以使用。 



                                 

                       5.6    模拟式矩心解算电路 

              模拟式矩心解算电路是最先发展起来的解算电路, 由于其精 

          度不高,已渐淘汰,但它使用元件少,造价低,在某些场合仍有使用 

          价值。这里介绍一个模拟式矩心解算电路示例, 目的是使读者对 

          模拟式解算电路有一个粗略的印象。 

              模拟式矩心解算电路是按模拟式电子计算机原理工作的, 它 

          可以实现对连续时间信号(函数)的积分运算。为了便于组成电路, 

          常需对解算公式做一些变换。 

              在第 3.4 节已说过,图像坐标与扫描时间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 

          应,因此,在下面叙述中坐标 x、y 也可赋予时间量纲。 

              设目标图像如图 5.5.1, 并设在窗口内除掉目标图像外其余 

          部分的信号幅度都等于零或可以忽略,这时矩心解算可按(5.5.2) 

          式。 

              先分析一下(5.5.2a)式 

 

                         d b 

                xc=(1/M)∫∫V(x,y)xdxdy    

                         c a 

         它可以作为二次积分处理,先对 x 积分,再对 y 积分,以Φ(y)表示 

          内层积分 

                        b 

                 Φ(y)=∫xV(x,y)dx 

                        a 

                   x 

         令 p=x,q=∫V(t,y)dt,则 dq/dx=V(x,y),由分部积分公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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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q'dx=pq-∫p'qdx 

   

        前式可改写成 

                           x           b    b x 

                 Φ(y)=〔x∫V(t,y)dt〕│ - ∫∫V(t,y)dtdx 

                           a           x=a  a b 

                          b            b x        

                       =b∫V(t,y)dt - ∫∫V(t,y)dtdx 

                          a            a a 

                                             d b  

      把此式代回(5.5.2a)式,并由式(5.5.2c) M=∫∫V(x,y)dxdy 

                                             c a 

        得到 

                       d b   

              xc=(1/M)∫∫V(x,y)xdxdy 

                       c a  

                       d 

                =(1/M)∫Φ(y)dy 

                       c   



                         d   b x 

                =b-(1/M)∫〔∫∫V(t,y)dtdx〕dy   (5.6.1)                                       

c   a a   

            通常希望给出矩心相对于窗口中心(xG,yG)的误差εx=xc-xG 

          ,其中 xG=(b+a)/2,(见图 5.5.1),把上式之 xc 代入后得到 

              εx=xc-xG 

                               d   b x 

                =(b-a)/2-(1/M)∫〔∫∫V(t,y)dtdx〕dy 

                               c   a a 

                            d   b x 

                 =W/2-(1/M)∫〔∫∫V(t,y)dtdx〕dy   (5.6.2) 

                            c   a a    

       其中 W=(b-a) 是行门宽度。 

 

              按式(5.6.2)设计出矩心解算电路如图 5.6.1。 

          
                   图 5.6.1  模拟式矩心解算电路 

           

              在图 5.6.1 中 U1 把视频信号 V( t) 变成电流信号加到电容 

          C1、C2 上;U2、U3 为视频开关,反极性的窗口脉冲 G(t)加在 U2 、 

          U3 控制极 con 上;U4 为运算放大器。 

              在窗口脉冲 G(t)存在期间 U2、U3 截止,电流信号 V(t),即(5.6. 

          2)式中的 V(t,y),对电容 C1、C2 充电,C1 上电荷 Q1(t) 

                         t  

                  Q1(t)=∫V(t,y)dt 

                         a  

         ;C2 上电压 u2(t) 

                             t    

                u2(t)=(1/C2)∫V(t,y)dt 

                             a     

         u2(t)加在积分器 U4 上使 C3 充电,C3 上电荷 Q3(t) 

                            t    

                Q3(t)=(1/R)∫u2(t)dt 

                            a     

         。一行窗口结束时 C1 上电荷 Q1 

 

                      b  

                  Q1=∫V(t,y)dt 

                      a     

       ;C3 上电荷 Q3 

                           b   

                  Q3=(1/R)∫u2(t)dt 

                           a   



                              b         t 

                       =(1/R)∫〔(1/C2)∫V(t,y)dt〕dt 

                              a         a  

         亦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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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x        

                     Q3=(1/RC2)∫∫V(t,y)dtdx 

                                a a   

          。 

              一行窗口结束后 U2、U3 导通,C1 通过 U2 及 U3 放电,C1 上电荷 Q1 

          以相反极性转移到 C3 上,放电结束时 C3 上的电荷等于 Q3 与 Q1 之差, 

          这是一行的情形。 

              整个窗口(包含 (d-c) 行)过后,C3 上的电荷累积为 Q 

 

           

                   d          b x            b 

              Q=  ∑〔(1/RC2)∫∫V(t,y)dtdx-∫V(t,y)dt〕     (5.6.3) 

                  y=c         a a            a                                                  

 

          也可写成积分形式 

                        d   b x          

              Q=(1/RC2)∫〔∫∫V(t,y)dtdx〕dy 

                        c   a a   

                 d b 

               -∫∫V(t,y)dtdy 

                 c a           

          把式(5.5.2c)代入,则可写成 

                        d   b x       

              Q=(1/RC2)∫〔∫∫V(t,y)dtdx〕dy - M 

                        c   a a 

                              d   b x 

              =(M/RC2)｛(1/M)∫〔∫∫V(t,y)dtdx〕dy 

                              c   a a  

               - RC2｝                                  (5.6.4) 

           

          比较(5.6.4)与(5.6.2)式,可知,若设计 R、C 参数使 

              RC2=(b-a)/2=W/2                             (5.6.5) 

          那么就有 

                     Q=(-2M/W)εx 

          而输出电压 uε等于 

                     uε=〔-2M / (WC3)〕εx               (5.6.6) 

              输出电压 uε与矩心相对于窗口中心的误差εx 成比例, 比例 

          系数 K 

                     K=〔-2M / (WC3)〕                    (5.6.7) 

          ,为了保证控制系统闭环控制性能,应在视频电路中采用自动增益 

          控制措施,以使 M 保持恒定,从而 K 近似为常量。 

              矩心座标 yc 的解算电路与图 5.6.1 类似,不再赘述。 

                                



                               5.7   双波门跟踪 

              双波门跟踪是一种老式的跟踪方法, 是仿照老式雷达中自动 

          距离跟踪误差检测器的原理设计的。 

              双波门跟踪的原理如图 5.7.1, 它的跟踪窗口由前后邻接的 

          两个波门(也叫做“半波门”)组成, 用这两个波门去选通目标图 

          像视频信号并且分别进行积分,然后将前、后积分结果互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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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相等就同时移动前后波门位置,直至相等为止。由此,我们 

          也可以称之为“等积分点”跟踪。 

           
                        图 5.7.1  双波门跟踪 

           

              为了求得上、下(y 方向)以及左、右(x 方向)的等积分点, 各 

          需一双波门,即共需四个波门,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四波门跟踪。 

              这种方法要求目标图像尺寸不能太小, 它只适合于跟踪图像 

          面积较大的目标。 

                                      

                             5.8   峰值跟踪 

              峰值跟踪是以目标图像上最亮点或最暗点作为跟踪参考点的 

          一种跟踪方法。因为最亮点是图像函数的峰值点, 最暗点是图像 

          函数经倒相后(正负极性反转,成为负象)的峰值点,所以称之为峰 

          值跟踪。 

              在对比度跟踪情况下,目标总是要比背景亮一些或暗一些,因 

          此,如果用电子窗口限定了目标存在的区域,那么, 在此窗口内的 



          最亮点或最暗点必定是(如果有目标存在的话)目标上的点。 

              在对比度跟踪的各种方法中,峰值跟踪是最灵敏、 反应速度 

          最快的一种方法。因为峰值点是目标图像上对比度最强的点, 峰 

          值跟踪的视频处理电路不需要二值化处理,一旦目标出现,它的坐 

          标解算电路能立刻(在微秒内)测定其坐标和灰度值(图像函数值); 

          峰值跟踪可以跟踪其图像尺寸只有一个像素点的小目标; 可跟踪 

          的目标最小对比度能低于二百分之一,实际只受视频量化(数字化) 

          和噪音的限制。 

              峰值跟踪法能跟踪任意大小的目标图像, 但它更适合跟踪小 

          目标,因为对于大目标,如果目标图像上峰值点的位置经常变动 , 

          容易引起跟踪外环(随动系统)晃动。对于偶尔出现的孤立点噪音, 

          实验表明,对跟踪系统的影响不大,一般不会造成丢失目标。 

              峰值跟踪法特别适合于进行弹道测量的系统,例如,对高射炮 

          曳光弹射击偏差测量,对导弹进行电视测角制导,以及拦截导弹等。 

              峰值坐标解算电路示例如图 5.8.1, 其基本原理是采用顺次 

          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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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8.1  峰值跟踪解算电路 

           

              在图 5.8.1 中图像视频信号经高速模/ 数转换器转换成数字 

          信号 DV;DV 加在量值比较器 U3 的 A 侧,U3 的 B 侧是寄存器(D 型触发器) 

          U2 的输出 DV2; U3 的“A>B”输出端接到与门 U4 输入端, 窗口脉冲 

          G(t)加到与门 U4 的另一个输入端。 

              每场开始时由场同步脉冲把 U1、U2 清零, 然后在窗口脉冲期 

          间进行坐标解算。当窗口内的第一个时钟脉冲到达后 , 由于 B= 

          DV2=0,显然 A>B,则 U4 输出 S 高电平信号,从与门 U5 的逻辑关系有 

           P=SΦ ,(Φ为时钟脉冲Φ之非), 所以在时钟脉冲Φ的后半周出 

          现 P 脉冲使 U1 把此刻的 DV 值锁存起来,U1 输出 DV1;第二个时钟脉冲 

          的前半周驱动 U2 把 DV1 存入,U2 输出 DV2 加到量值比较器 U3 的 B 侧 , 

          此后开始下一轮的比较。 

              在第二个时钟脉冲的后半周,量值比较器 U3 的 B 侧已是窗口内 

          起始的第一个 DV 值,而 U3 的 A 侧是当前的 DV 值,这样,U3 的“A>B ” 

          输出端将反映出当前的 DV 值与上一次的 DV 值的大小关系, 即实现 

          了前、后 DV 值的比较。 

              从图 5.8.1 的 U4、U5 逻辑关系可以看出:只有当“A>B”, 即 

          DV 的当前值大于 U2 中已锁存的、先前的 DV 值时才会出现 P 脉冲 , 

          而 P 脉冲是 U1 寄存器数据刷新的驱动脉冲,不难理解,自第二个时 

          钟脉冲以后在量值比较器 U3 的 B 侧数据 DV2 总是以往(窗口内)DV 值 

          中的最大者。 

              由于 Vp、Xp、Yp 三个锁存器的写入都是受 P 脉冲控制, 所以 

          自窗口开通以后它们锁存的数据总是以往(窗口内)出现过的最大 

          DV 值 Vp(即窗口内图像函数最大值)及其所对应的坐标 Xp、Yp。 

              窗口结束时 Vp 锁存器中锁存的数据就是窗口内图像函数的峰 

          值(灰度的最大值)及此峰值的位置坐标 Xp、Yp。 

              黑白目标选择可由模数转换器的码制控制(参看第 4.8 节)来 

          实现,如果码制控制端处于低电平时对应于跟踪白目标(亮点),则 

          当把码制控制端改接到高电平时,由于变为反码输出,就成为跟踪 

          黑目标(暗点)了。有些模数转换器没有码制控制, 这时可外加反 

          相元件,例如用 74LS240 来实现反码输出。 

              峰值坐标解算器输出的图像函数峰值(最大值)数据 Vp 是很有 

          用处的,它是目标特征参数之一,也是确定二值化门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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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目标图像特征测量 

              目标图像特征是发现和识别目标的依据。例如跟踪空中目标 

          的电视跟踪器, 当操纵员在监视器荧光屏上看到新出现的一个黑 

          点时,他会想到这可能是一个目标,当这个黑点逐渐变大时, 他会 

          从目标图像的宽、高比和运动等特点来判断这是飞机或是气球 , 

          或是导弹,这就是说,目标图像的灰度、宽度、高度等可作为判别 

          目标的特征。 

              电视跟踪处理器自动测定目标图像特征是实现自动捕获目标 

          的必要条件。所谓“捕获”, 就是指从发现目标到转入自动跟踪 

          目标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是由操纵员从荧光屏上发现目标并操 

          作某些开关、按键来实现,就说是“人工捕获”;如果这个过程是 



          由电视跟踪处理器自动实现,不需人工干预,就说是“自动捕获”。 

              在对比度跟踪情况下, 目标图像的主要特征是目标图像的灰 

          度、宽度、高度和面积。 

              一般所说目标图像的宽、高是指目标图像轮廓的宽、高, 但 

          实时测定目标轮廓线不是很容易的事, 所以通常是对二值化处理 

          后的目标图像进行宽、高测定。 

              图 5.9.1 是一幅二值化处理后的目标图像,W 是目标宽度,H 是 

          目标高度,而Ω是目标面积。注意这里目标面积并不是宽度 W 与高 

          度 H 的乘积。 

           
                     图 5.9.1  目标宽、高及面积 

           

              关于目标图像峰值灰度的测定方法及电路,在第 5.8 节已经 

          讲过,虽然图 5.8.1 只是测定白色或黑色一个峰值点的灰度,读者 

          不难设计出同时测定黑、白两峰点灰度的电路。 

              关于目标面积的测量,在第 5.4 节中已讲过,那里的 M 数(见图 

           5.4.2 中的 M 计数器 U5)实际就是目标面积Ω。 

              测定目标左、右边界坐标的电路如图 5.9.2 和图 5.9.3。 



           
              图 5.9.2  视频二值化及右边缘坐标测量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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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9.3  左边缘坐标测量电路 

           

              图 5.9.2 中有图像视频二值化电路, 这里是先把图像视频数 

          字化,然后再在量值比较器中与微处理器(CPU)经数据总线送来并 

          锁存在 U7 中的阈值 Vt 进行比较,超过阈值的部分(“A>B ”输出 

          高电平)又经与门同时钟脉冲相与得到二值化图像视频脉冲 Vs,Vs 

          就是目标面积以及宽、高测量电路的输入信号。关于图像视频二 

          值化阈值 Vt 的确定可参考以前的有关叙述,一种简单办法是以图 

          像峰值灰度乘以适当的比例系数作为图像视频二值化阈值 。 

              图 5.9.2、图 5.9.3 的主要部分是测定目标左、右边界坐标 

          Xl、Xr 的电路,它类似于图像峰值测量,只是以扫描坐标 X 代替数 

          字化图像视频 DV(见图 5.8.1),以二值化图像视频脉冲 V s 代替时 

          钟脉冲Φ。 

              测定目标左边界坐标 Xl 的电路输入用经反相器 U70 反相后的 

          扫描坐标 X( 即 X 的反码),这样得到的 X 的峰值就是目标左边界坐 

          标 Xl。(如果不用反相器 U70,而把量值比较器 U30 的“A<B ”输出 

          接到与门 U40,此电路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目标图像宽度按下式计算 



                            W = Xr - Xl 

          其中: W--目标宽度;Xr --目标右边界坐标; Xl --目标左边界坐 

          标。 

              目标高度 H 的测量电路比宽度测量电路简单,由图 5.9.1 看出, 

          目标最高点坐标 yc 是窗口内二值化目标图像脉冲的第一个脉冲的 

          坐标,而目标最低点坐标 y d 是窗口内二值化目标图像脉冲的最后 

          一个脉冲的坐标,由此可设计出目标高度 H 的测量电路如图 5.9.4。 

          
                  图 5.9.4  目标图像高度测量电路 

           

              在图 5.9.4 中扫描坐标 Y 加到锁存器 U1、U2 的数据输入端,而 

          其写入控制端 G 由二值化目标图像脉冲控制。 每场开始时场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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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冲把 D 型触发器 U3 清零。 窗口内的二值化目标图像脉冲的第一 

          个脉冲通过 U4 后使 U2 锁存下此刻的坐标 yc,同时,它也使触发器 U3 

          置“1”,U3 的“Q”端输出低电平,从而关闭了与门 U4;此后,二值 

          化目标图像脉冲不断地使锁存器 U1 的内容(数据)刷新, 直到窗口 

          内二值化目标图像脉冲的最后一个脉冲过后才停止刷新, 所以最 

          后 U1 内留存的是目标最低点坐标 yd。 

              目标高度 H 按下式计算 

 

                    H=yd-yc 

                                          

                           5.10   小    结 

              本章介绍了对比度跟踪的一些主要方法,当然,在实用中还会 

          不断出现新的方法,至于实现的电路更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 

              要说明的是, 本章介绍的坐标解算电路示例都是用数字集成 

          电路元件组成的实时解算电路,也就是说,是用专门设计的电路硬 

          件完成解算工作。读者自然会想到另外一条途径, 就是用高速数 

          字计算机以预先编写好的程序来实现运算, 或者笼统的说是由软 



          件完成解算工作。对于后一途径,这里没有介绍,因为有了前面讲 

          过的定义及公式算法,结合具体计算机指令系统是不难解决的。 

              对比度跟踪方法简单易行,但它识别目标的能力很低,只能用 

          于目标背景景物比较平淡的场合, 要适应复杂多变的背景条件还 

          需要另一种方法,这就是下面要介绍的图像相关跟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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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相关跟踪概述 

           

                            6.1   引言 

              电视跟踪的根本职能是自动跟踪指定的目标, 这是通过跟踪 

          所指定目标的图像来实现的。然而,由于目标运动,目标周围背景 

          及光照条件发生改变,目标姿态也会改变,这些不确定因素使目标 

          图像发生变化,给电视跟踪带来了很大困难。 对于攻击地面目标 

          的武器系统,这种困难更为突出;即使对于跟踪空中目标的系统 ,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目标区域有友军活动,也不允许跟踪错误, 所 

          以,仅仅依靠对比度跟踪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为了提高电视跟踪系统识别目标的能力, 人们设计出了以图 

          像匹配为基础的电视跟踪方法,习惯上称之为电视图像相关跟踪, 

          或简称为相关跟踪。下面就来介绍常用的一些相关跟踪方法。 

           

                          6.2    样板和相似度 

              当我们看到空中的飞机或地面的汽车时, 我们之所以能够认 

          出它是飞机或汽车,是因为我们具有对飞机或汽车的先验知识,在 

          我们脑子里已经存有飞机和汽车的“样板”(或“模板”), 依靠 

          这些样板,我们才得以由视觉识别出各种不同的物体。 应当说人 

          类本身识别目标的能力是极其高明的, 他如何能在头脑中存储那 

          么多的样板,而且在需要时又能极其迅速的提取使用,识别出周围 

          形形色色的物体,这是我们要不断探索并努力学习的。 

              在电视跟踪中用图像匹配法识别和跟踪目标的基本步骤是 : 

          操纵员先用目标选择标志----“跟踪窗”(见第三章)套住目标 , 

          按下跟踪按钮,这时,电视处理电路就把这一小块电视图像存储下 

          来作为目标样板;在此后的跟踪过程中,电视处理电路就在电视图 

          像(信号)中不断地查寻出与目标样板最相似的一块子图像的位置, 

          以它作为目标的当前位置进行跟踪。 

              这里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最相似” ? 如何评 

          定“相似”的程度 ? 

              应当说,正是由于对“相似度”定义的不同,人们设计出了各 

          式各样的相关跟踪算法和处理电路。在以后几节里我们将讨论一 

          些相似度的评定方法。 

           

                              6.3     图像坐标 

              为了以后讨论方便,对图像的坐标及符号说明如下(参看图 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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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3.1  景物图像与样版 

           

              图中一些符号的意义仍按第三章的说明。景物图像是当前的 

          电视图像,它比目标样板大一些;目标样板是预先存储下来的一块 

          较小的图像,也可能是人为设定的一个图案。 

              目标样板的尺寸为 K 行、L 列;景物图像的尺寸为 M 行、N 列。 

          取子图像的尺寸为 K 行、L 列,即与目标样板的尺寸相同,则每个景 

          物图像共含有 (M-K+1)×(N-L+1)个子图像。 

              用 f(x,y)代表景物图像(图像函数),其数值为点(x、y) 处像 

          点的灰度(图像信号幅度); 

              用 S(u,v)代表其左上角坐标为(x=u、y=v)的一个子图像; 用 

          s(u,v;i.j)代表 S(u,v)子图像中第 i 行、j 列处像点的灰度( 图像 

          信号幅度,图像函数值); 

              由图 6.3.1 可以看出子图像与景物图像之间有以下关系: 

                    s(u,v;i,j)=f(x=u+j-1,y=v+i-1) 

              用 q(i,j) 代表目标样板(图像函数), 其数值为目标样板图 

          像中第 i 行、j 列处像点的灰度; 

              有时为了简便,用 S 代表任意一个子图像,用 sij 代表 S  子 

          图像中第 i 行、j 列处像点的灰度,即 

              sij=s(u,v;i,j)       ( 其中 u,v 为约定的子图像位置 )  

          ;用 Q 代表目标样板,用 qij 代表目标样板 Q 图像中第 i 行、 j 

          列处像点的灰度,即  qij =q(i,j) 。 

           

                         6.4  图像的矩阵、矢量表示 

              如果图像坐标(x,y 或 u,v)的取值是整数 ( 0,1,2,3...., 不 

          管其单位如何),则称之为离散图像。 

              如果图像函数值(灰度,信号幅度)是数字化的(量化分层的), 



          则称之为数字化图像。 

              对于离散图像,可用一个矩阵 Fm×n 表示 

 
          其中 fi,j 为图像中第 i 行、j 列处像点的灰度(图像信号幅度,图 

          像函数值); m 为图像含有的行数, n 为图像含有的列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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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用一个矢量表示一幅离散图像, 其规定为把图像矩阵中 

          的各列按顺序上下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列矢量, 例如前述图像矩阵 

          Fm×n 可用一个矢量 f 表达成 

 
         

          显然,这个矢量的维度是 mn, ( mn=m×n ) 。 

              在矢量或矩阵符号右上角标以字母 T 则表示转置,例如矢量   

          f 的转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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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矩阵或矢量表示图像之后, 就可以利用线性代数的方法对 

          图像进行各种运算和变换,这是以后经常要使用的方法。 

           

                          6.5  相似度的距离度量 

              电视跟踪中采用图像匹配法的涵义是: 从当前景物图像中找 

          出与目标样板最相似的一个子图像的位置。为此, 需要确定如何 

          度量相似度。 

              例如,一种较直观的方法是:把一个子图像 S  上的各点与目 

          标样板 Q 上的各对应点进行逐点比较,把各点之间的灰度差的平 

          方值相加的和数(取平方值是为了避免正负相消)作为评价二者之 

          间相似度的依据,此和数愈小,则二者愈相似;如果完全匹配,即二 

          者完全相同时,此和数等于零(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况)。 

              用数学式子表达出来就是: 

 
          式中各符号的意义同第 6.3 节;取和数的平方根是为了以后表达式 

          的统一。 

              如果匹配点的子图像(左上角)的坐标为 (u*,v*),则 

           

 
          上式的意思是:对所有的 u,v 而言, D(u*,v*) 是 D(u,v)  中的 

          最小者。 

              上一节已经讲过图像的矩阵、矢量表示法,那么,如果把目标 

          样板图像用 K×L 维矢量 q 表示;把景物子图像用 K×L 维矢量 s   

          表示,则 D(u,v) 就是 K×L 维欧几里得空间中矢量 s 与矢量 q   

          的端点之间的距离,如图 6.5.1 所示。 



           
                    图 6.5.1  矢量、距离、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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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顺便复习一下关于欧几里得空间的概念。欧几里得空间 

          是实数域上的线性空间,在其中定义了内积,常用的内积定义是 , 

          在 n 维矢量空间 Rn 中,矢量 s 与矢量 q 的内积为  

 
          也可写成 

 
          而矢量 s 的长度定义为 

 
          即 

           

 



              现在可以从线性空间的观点来描述相似度的问题: 在线性空 

          间内,代表两图像的二空间点(或二矢量端点)之间的距离,可以作 

          为此二图像之间相似度的一种度量。 

 

              于是可用数学式表达为:相似度距离 D 

 
              以后会看到,构成矢量的元素不一定只是图像函数(灰度, 信 

          号幅度)本身,它也可能是图像的某些统计特征参数, 或经过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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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变换(例如付里叶变换)之后的一些特征。 

           

                           6.6  相似度的相关度量 

              统计学中常用相关函数评价两个随机事件之间相互关联的程 

          度。景物图像函数是一种随机过程, 它与目标样板之间相互关联 

          的程度自然也可用相关函数加以表达。 

              参照第 6.3 节图 6.3.1 中采用的符号,子图像 S(u,v)  与 

          目标样板 Q 之间的互相关函数 r(u,v) 为 

           
              因此,归一化相关函数 R(u,v) 也可作为相似度的一种度量。 

          这也是相关跟踪的"相关"一词的由来。 

              按照内积的定义式 (6.5.3) 及 夹角余弦的定义式 (6.5.7 

          ) 可以看出:归一化相关函数 R(u,v)  也就是欧几里得空间中矢 

          量 s 与矢量 q 之间夹角θ的余弦;而当 R(u,v) = 1 时θ= 0 , 



          此时矢量 s 与矢量 q 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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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注意到, 如果 s 与 q 只相差一个比例因子, 仍然会有 

          R(u,v)=1 。这是有实际意义的,例如, 当光照增强时图象亮度或 

          信号幅度按比例增大,相当於景物子图象矢量长度增长,而 R(u,v) 

          并不改变,仍能正确匹配;这时若用相似度距离表达式(6.5.1) 就 

          难以正确匹配了。 

           

                           6.7  小    结 

              本章介绍了用图像匹配法进行电视跟踪(相关跟踪)的涵义及 

          图像匹配的数学表达方法, 又介绍了相似度的概念及其数学表达 

          方法,这对今后研讨相关跟踪的有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手段。 借 

          助于欧几里得空间的概念来分析图像匹配问题, 给了我们一种显 

          明的几何形像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思考, 乃至探索新的方法、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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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相关跟踪的绝对差法 

           

                               7.1  概    述 

              上一章讲了图像匹配及相似度距离的概念, 这一章要来介绍 

          相关跟踪的绝对差法。因为绝对差法直观易懂,容易实现,而且有 

          代表性,我们不仅介绍它的一般概念,还将用具体设计案例给以说 

          明。 

              所谓绝对差法就是用两幅图像的图像函数之差的绝对值作为 

          评价二者之间相似度的依据的一种算法。 

              设目标样板图像矢量 q 及景物子图像矢量 s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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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与 (7.1.3) 式的差别只是多了一个除法运算,并无本质差别。 

              另有所谓“规格化绝对差法”或“去均值绝对差法”, 它定 

          义的相似度距离 D(u,v) 是 

 



 
              定义式(7.1.6)可以消除由于图像信号平均电平(相当於直流 

          成分)改变引起的失配;但是也带来另一个“反相匹配”的问题 , 

          例如当样板是全黑一块, 而景物子图像是全白一块时也会出现   

          D(u,v)最小,造成错配,需采取措施防止发生。 

              在本章里主要研究按 (7.1.3)式定义的绝对差算法。 

                     

                            7.2  搜索区、样板区 

              为了对相关跟踪处理器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以下几节用一个 

          设计实例给予说明。 

              这个示例是采用按 (7.1.3)式定义的绝对差算法。 

              相关跟踪的难点之一是运算工作量大, 而且这些运算必需在 

          电视图像制式所限定的时间内完成, 也就是必需在电视场扫描时 

          间(20 毫秒)内完成。 

              仍按第六章采用的符号,并参照图 6.3.1, 先估计一下运算的 

 
          果再考虑到每点运算的内容,据(7.1.3)式包括取数,相减,求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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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累加,存数等多种运算,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用一般方法 

          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运算时间不足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缩小 

          图像尺寸;二是设计专用硬件进行并行运算。 

              目标样板尺寸与被跟踪目标在摄像机视场中所占的比例大小 

          有关,不能太小,否则降低了识别目标的能力,容易发生错跟; 

              从摄像机全景图像中用电子窗口(见第三章)圈出一个小区域, 

          称之为搜索区,使相关解算只在此区内进行,亦即缩小“景物图像” 

          尺寸,是减少运算量的有效办法。 

              例如,取 K×L=8×16,M×N=24×48,则每个点的运算时间 

          t1 ＜ 0.278 (微秒),设计出这样的相关运算器并不困难(见下节) 

          。 

              采用搜索区的办法对跟踪性能不会有明显影响, 而且可以减 

          少错跟目标的事件。搜索区大小的确定要考虑目标样板的尺寸和 

          目标运动的角速度。使搜索区窗口跟随目标移动, 可以进一步减 

          小搜索区尺寸,并且可保证对全视场的搜索与跟踪。 

              为了以后几节阐述上的方便,在图 7.2.1 中标出了四种坐标 

          系: 



           
                        图 7.2.1  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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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区内任一点(q,r)的坐标 

                  x = xw + us + q ,  y = yw + vs + r      (7.2.3) 

              所以,只要改变窗口 W 的(左上角)坐标 ( xw , yw )  就能 

          把搜索区置于任何位置,也就是说,可以对全景图像进行相关运算。 

             

                              7.3  相关处理器结构   

              相关运算电路设计,有人采用移位寄存器和加法器实现,但使 

          用元件太多。我们采用随机存储器 (RAM) 和读、 写地址产生电 

          路,使用元件较少,工作可靠,而且具有较大灵活性。 

              相关处理器结构图如图 7.3.1 ,其中一些符号意义如下: 

              GA  数字选通门(总线开关)      

              RAM  随机存储器  

              A/D  模/数转换器 

              Abus.A   A 随机存储器( RAM.A )的地址总线 

              Abus.B   B 随机存储器( RAM.B )的地址总线 

              Dbus.A   A 随机存储器( RAM.A )的数据总线 



              Dbus.B   B 随机存储器( RAM.B )的数据总线 

              add.W    随机存储器( RAM )写入时用的地址 

              add.SR   景物存储器( RAM.A 或 RAM.B )读出时用的地址 

              add.PR   样板存储器( RAM.A 或 RAM.B )读出时用的地址 

              add      随机存储器( RAM )的地址输入端 

              data     随机存储器( RAM )的数据输入或输出端(双向) 

              VD       图像视频信号经 A/D 转换后的数字化视频数据 ( 

          8 bit ) 

              SD       运算器输入的景物数据 

              PD       运算器输入的样板数据 

              u*,v*    运算器输出的匹配点坐标(搜索区内部坐标系) 

              D(*)     运算器输出的匹配点相似度距离 

           
                    图 7.3.1  相关处理器结构 

           

              相关处理器的工作过程可简述如下: 

              ⑴摄像机来的全电视信号(视频信号)经 A/D (模数) 转换器 

          转换成 8 bit (=256 个灰度级)数字量 V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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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当每场搜索区窗口前沿到来时,数字门 GA4,GB4 被打开 , 

          VD 被送到 RAM.A 和 RAM.B 的数据输入端;与此同时,门 GA1,GB1 也 

          被打开,写地址产生器产生的地址(13 bit 数字量)经地址总线加 

          到 RAM.A 和 RAM.B ,景物图像数据 VD 被写入 RAM, 这种写入过 

          程一直持续到搜索区( M 行,N 列 )图像数据写满为止; 

              ⑶上述过程⑵反复进行,当操纵员用样板窗(在监视器屏幕上 

          显示有两个窗口标志方框,大方框标明搜索区,小方框标明样板区) 

          套住目标并按下跟踪按钮时,数字门 GA4、GA1 和 GB4、GB1 关断,同 

          时,当前样板区窗口座标( up,vp )被送到样板读地址产生器输入 

          端的寄存器锁存下来,开始相关跟踪的解算过程; 

              ⑷进入相关跟踪过程后, 当每场搜索区窗口后沿到来时启动 

          相关解算,这时,门 GA2 和 GA6 打开, RAM.A  作为样板存储器把数 

          据送到运算器的 PD 端;同时,门 GB3 和 GB5 打开( GB1 和 GB4  已 

          被关断), RAM.B 作为景物存储器把数据送到运算器的 SD 端; 

              ⑸运算器对输入的数据 PD、SD 按设计程式进行运算, 运算 

          完成时把匹配点坐标( u*,v* )和匹配点的相似度距离 D( * )输 

          出; 

              ⑹上述⑷、⑸过程反复进行,在此期间,如果操纵员按一下“ 

          样板刷新”按钮,则 RAM.A 与 RAM.B 的角色互换,即门 GA3、 GA5  

          和 GB2、GB6 开通,其余关断, RAM.A 作景物存储器,而 RAM.B 作 



          样板存储器,由于此刻 RAM.B 中存储着最近, 亦即最新的景物图 

          像----其中含有当前目标图像,所以样板被“刷新”了。 而新样 

          板的位置(up,vp)由微处理器(CPU)根据最近一场中目标图像的位 

          置来确定,并送到“样板读地址产生器”的输入端(图 7.3.1)。 

              从以上所述可知:⑴样板是取自当前目标,这最附合实际; ⑵ 

          样板可以随时由人工刷新, 也可以利用运算器输出的相似度距离 

          D( * )实现自动刷新。 

              相关处理器的运算工作是在微计算机中央处理器( CPU ) 的 

          管理下进行的,CPU  采用向控制逻辑电路写入控制字的方法来管 

          理相关运算。 

              以下分别介绍各部分电路及其工作原理。 

           

                              7.4  运算器 

              这里先来介绍运算器,因为它是实现高速运算的核心,自然也 

          是最感兴趣的一部分。 

              相关运算电路如图 7.4.1 和图 7.4.2 ,图中所用符号与图 7. 

          3.1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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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4.1  绝对差运算电路 

           
                     图 7.4.2  绝对差累加器 

           

              图 7.4.1 是求一个点的绝对差的电路。为说明其工作原理, 

          先考虑 A 随机存储器 RAM.A 作样板存储器, B 随机存储器 RAM.B 

          作景物存储器的情形。 

              这时样板读地址产生器的输出门 GA2(见前图 7.3. 1) 开通而 

          GB2 关断,同时运算器 PD 端的输入门 GA6 开通(GB6 被关断), RAM.A 

          把数据送到运算器的 PD 端;与此同时,景物读地址产生器的输出 

          门 GB3(见前图 7.3.1)开通而 GA3 关断,运算器 SD 端的输入门 GB5 开 

          通( GA5 关断), RAM.B 把数据送到运算器的 SD 端; 

              数据 PD 和 SD 同时分别加到数值比较器 LS85 (74LS85 或 

          54LS85)的 B 侧和 A 侧,⑴如果 A＞B ,则比较器的 “＞”端输出 

          高电平,使 SD 经 LS244 (不反相)进至加法器 LS283 的 A 侧; 而 

          PD 则经 LS240 被反相后加到加法器 LS283 的 B 侧, LS283 的低 

          级进位线(Co)固定接高电平(输入“1”),这相当于对 PD “求反 



          加 1 ”即得到 PD (作为负数)的补码,因此,加法器 LS283 的   

          “Σ”端输出为  

                      Σ =  SD－PD             ( SD ＞ PD ) 

          。⑵类似地,如果 A＜B ,则 SD 被反相,即 “求反加 1 ”得到   

          SD (作为负数)的补码,因此,加法器 LS283 的 “Σ”端输出为  

                      Σ =  PD－SD             ( SD ＜ PD) 

          。综合结果为 

                           Σ = │ SD－PD  │ 

          , 也就是得到了样板图像与子区图像上一个对应点灰度值的绝对 

          差。 

              图 7.4.2 是由 LS283 和 LS273 组成的累加器。PR 是控制运 

          算的定时信号,平时为低电平,使 LS273 保持清零状态; RAM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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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期结束,解算期开始时 PR 变成高电平,使累加器进入解算状态。 

           PR 信号在样板读地址产生器中产生(见后图 7.7.2)。 

              累加器的运算在累加脉冲信号 LJ 的同步下进行。LJ  信号 

          是由第三时钟信号Φ3(见后图 7.5.1 )经 PR 选通得到的,Φ3 在 

          相位上比第一时钟信号Φ1 稍滞后一些,而Φ 1 是产生读地址的时 

          钟,所以 LJ 脉冲到来时求一对点绝对差│SD－PD │的输出已经 

          稳定,绝对差被 LJ 脉冲置入 LS273 并送到加法器 LS283 的 B 侧。 

 

              第一个数据进入累加器中的加法器时,加法器 A 侧的数据等 

          于零,可记为:A(1)=0,而 B 侧数据为 B(1)= │ SD－PD  │1 =   

          Δ1,所以加法器输出 

                        Σ1 = A(1)+B(1) = ∆1 
          。第二个 LJ 脉冲把第二对点的绝对差│ SD－PD │2=Δ2  送到 

          加法器 LS283 的 B 侧;同时又把 Σ1 = ∆ 1   置入加法器下边的 

          LS273 送至加法器的 A 侧,结果,加法器输出 

                        Σ2 = A(2)+B(2) = ∆1 + ∆2 
          。由此可知,在第 n 个 LJ 脉冲经过后,加法器的输出为 

                                n          n 

                        Σn =  Σ ∆i  =  Σ  │ SD－PD  │i 

                              i=1        i=1 

          如果第一个 LJ 脉冲(由 PR 前沿起开始计数)所对应的景物地址 ( 

          图 7.3.1 中的 add.SR )为 ( u,v ),那么,第 K×L 个 LJ  脉冲 

          过后( K×L 等于一个样板的象点数),累加器的输出就是( u,v ) 

          子区的相似度距离 D(u,v)。(关于景物地址与 LJ、PR 脉冲的关 

          系见后述) 

              累加器的输出,也就是 ( u,v )子区的相似度距离 D(u,v)被 

          送到“最小值比较器”,求得最小的相似度距离 D(u*,v*)及所对 

          应的子区地址(u*,v*),则(u*,v*)就是匹配点坐标。(相似度距离 

          比较电路见后图 7.8.1) 

              在前面第 5.8 节曾经讲过求最大值的电路,如图 5.8.1。如 

          果把图 7.4.2 输出的 D(u,v)经过 LS240 反相(求其反码)后再加到 

          求最大值的电路(如图 5.8.1),其结果就成为“求出 D(u,v) 的最 

          小值”了。 

              顺便说明一点,数据 SD 和 PD 都是 8 bit,样板尺寸是 K× 

          L=8×16=128 (像素点数),所以绝对差累加结果不会超过 15 bit, 

          宜采用 16 bit 累加器和求最大值的电路。 

              图 7.4.1 电路中,如果 LJ 脉冲频率用 5 (兆赫),则计算一 

          个像素点所用时间为 0.2(微秒),计算一个子区的时间等于 25.6 



          (微秒)。 

           

                             7.5  时钟产生器 

              相关解算器的运算是在统一的时钟同步下进行的, 时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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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电路如图 7.5.1。晶体振荡器产生 30 (兆赫)脉冲,经 1/2 分 

          频后得到 15 (兆赫)脉冲 Φo,再经 1/3 分频后得到 5 (兆赫)脉 

          冲 Φ1、Φ2,后者经或非门合成脉冲 Φ3。 

           
                     图 7.5.1  时钟信号产生器 

           

              脉冲 Φ1、Φ2、Φ3 频率相同但相位不同, 即在时间上相互 

          延迟 1/3 周期,这是为了适应随机存储器地址和读、写的时序要 

          求。 

           

                             7.6  写地址产生器 

              这里说的“写地址”是向随机存储器写入数据时加到随机存 

          储器地址端的地址。 

              通常是在搜索区窗口前沿到来时向景物随机存储器写入图像 

          数据,而在预定的搜索区(尺寸为 M×N ) 存储单元写满时停止写 

          入。 

              写地址产生器电路如图 7.6.1。设搜索区尺寸为 M×N = 24 

          ×48= 18H×30H ,( xxH 为十六进制数),则 M 需 5 bit; N  需 

          6 bit;此外,奇偶场要分区存储,故要增加一位作场奇偶标志  f, 

          这样共需 12 bit,采用 64KB 的随机存储器(例如 HM6264LP-10 ), 

          其地址位有 13 bit ,够用的了。地址分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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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6.1  写地址产生器 

           

              写地址产生器电路由同步计数器 74LS163A 和单稳多谐振荡器 

          74LS123 组成。 

              场门前标志,即搜索窗窗口前标志(见第 3.7 节)到来时触发 

          单稳产生定时信号 FW 脉冲,进入写入期; 而当行门到来时触发右 

          侧的单稳输出高电平,使计数器开始计数产生写地址,同时, 输出 

          写脉冲 WE (低电平有效)到随机存储器( RAM ) 使它把来自视频 

          模/数转换器的图像数据写入由地址 vu 确定的单元。 

              先写入第一行,即 v=0, u=0 -- 2FH ;当 u=2FH 时产生进位, 

          使 v=1,同时,"行写完"脉冲使右侧单稳清零,后者输出 q 为低电 

          平,使 u 计数器清零并停止输出写脉冲 WE , 这样一直等到下一 

          个(下一行)行脉冲到来时才又开始写入第二行(v=1,u=0 -- 2FH 

          ) 。 

              当写完最后一行时,即 v=20H 时, “场写完”脉冲使下方的 

          单稳清零,则定时信号 FW 变成低电平,结束写入期,转入解算期。 

          这样共写了 20H = 32 行,每行宽 30H=48 个像素点。(实际写入 

          的行数大于原定的 M=18H,不影响运算 )  

              场奇偶位 f 可由单独的 j-k 触发器对场门脉冲计数得到 ( 

          图 7.6.1 中未画出),把它作为写地址的最高位 a12。 

                           7.7  读地址产生器 

              “读地址”是从随机存储器( RAM ) 读出数据时加在随机存 

          储器地址端的地址。通常是在解算期(定时信号 FW 为低电平)才 

          从随机存储器读出数据,这时的随机存储器(RAM.A 或 RAM.B) 是 



          作为样板或景物图像子区使用。 

              读地址分为样板读地址(add.PR)和景物读地址(add.SR)两种, 

          如图 7.3.1。 

              样板读地址(add.PR)由两部分组成,如图 7.2.1: ⑴样板区所 

          在位置( up,vp );⑵样板内像素点所在的行、列( r,q )。 用统 

          一的搜索区地址( u,v )表示就是: 

 
              景物读地址(add.SR)也由两部分组成,如图 7.2.1: ⑴景物子 

          区所在位置( us,vs );⑵景物子区内像素点所在的行、列( r,q ) 

          。用统一的搜索区地址( u,v )表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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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相关运算时景物子区内像素点所在的行、列( r,q  ) 

          应与样板内像素点所在的行、列相同, 所以上二式中用相同的符 

          号( r,q )表示。 

              在相关运算时样板区所在位置( up,vp )是指定的(见前 7.3 

          节),至少在一场解算期内它是不变的; 而运算中景物子区所在位 

          置( us,vs )是变化的,每算完一个子区都要改变一次,其规律是: 

          ⑴开始时 vs=0, 先 us 从 0 递增到 20H ,然后 vs 加 1 ;⑵vs= 1  

          以后, us 又从 0 递增到 20H ,然后 vs 加 1; ⑶如此循环递增直 

          到 vs=10H, us=20H 运算结束。(按本示例:M×N=18H×30H;K×L= 

          08H×10H) 
              读地址产生器电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求和电路;二是子区行 

          列坐标产生电路。读地址产生器电路如图 7.7.1、图 7.7.2 和图 7 

          .7.3、图 7.7.4,各地址位的符号与图 7.6.1 相同。 

              图 7.7.1 和图 7.7.2 是求和电路,即按(7.7.1)式和(7.7.2) 式 

          计算坐标 u,v 。图中的 r、q 来自图 7.7.3; us,vs 也来自图 7 

          .7.3;而 up,vp  是由微处理器 ( CPU) 经总线送来的 , 锁存在 

          74LS373 内;地址最高位 a12 是场奇偶位 f1 ,它直接来自场奇偶 

          计数器。 



           
                  图 7.7.1  样板读地址产生器(之一) 



           
                 图 7.7.2  景物读地址产生器(之一) 

           
                图 7.7.3  样板读及景物读地址产生器(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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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7.4  样板读及景物读地址产生器波形时间关系 

           

              图 7.7.3 是用同步计数器 74LS163A 组成的子区位置坐标  

          (us,vs )及子区内行、列坐标( r、q ) 产生电路。 由定时信号 

          FW(见图 7.6.1)启动单稳电路 74LS123 产生解算信号 JS ,JS 为高 

          电平时经延时计数器 74LS163A(电路右侧下方) 延迟两个时钟周 

          期后触发右侧单稳产生 PR 高电平信号,使行列计数器( rq ) 开 

          始计数,q=0--FH, r=0--8H; PR 信号也输出到运算器(图 7.4. 1) 

          使其进行累加运算。当 r=8H 时, r3 位变成高电平,表明一个“子 

          区读完”,反馈使右侧单稳清零;同时输出 BJ (“比较”)脉冲到 

          运算器的相似度距离比较器(见图 7.8.1),使后者做比较运算;r 3 

          位还使子区位置计数器 us、vs 增加 1。 

              电路右侧的延时计数器(74LS163A)与单稳(74LS123) 的接法 

          使一个子区读完后间歇两个时钟周期才开始下一个子区的读出 , 

          这是为了给运算器留出做比较运算用的时间。 

              图 7.7.3 的 vs、us 计数电路联结较为复杂, 这是为了做到 

           us=0--20H 。如果只取 us=0--1FH,则电路可明显简化。 

              图 7.7.4 中画出了一些主要的波形时间关系。 

           

                             7.8  相似度距离比较器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运算器的相似度距离比较器( 最小值比较 

          器),其电路如图 7.8.1,它与图 5.8.1 基本相同, 只是输入的信号 

          不同。 



           
                   图 7.8.1  相似度距离比较电路 

           

              相似度距离比较器的数据输入是运算器的累加器输出的相似 

          度距离 D(u,v)(图 7.4.2);其输出量是匹配点坐标( u*,v* ),即匹 

          配子区位置的(us,vs), 和匹配点的相似度距离 D* (即 D(u*,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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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解算期,JS 信号为低电平,74LS273 被清零;在解算期, JS 

          信号为高电平,比较电路工作,每当 BJ 脉冲到来时, 即每个子区 

          累加完成时进行一次比较,把输入的较小的 D(u,v) 及其对应的 

          (us,vs) (景物子区位置坐标)锁存下来; 这样, 在搜索区各个子 

          区全读一遍之后就得到了匹配点坐标。 

              一场解算完成时,即 JS 信号由高电平变低时, 微处理器(CPU) 

          可经数据总线读取匹配点坐标和相似度距离。 

              从以上对电路的描述可求出相关解算的时间: 

              一个子区为 T1= (8×16+2)×T=130T        (T 时钟周期) 

              全搜索区 17×33 个子区,需时间 T2=17×33×T1=72930T 
              时钟周期 T 取为 0.2 (微秒),则相关解算时间为   T J =  



          14586       (微秒) 

              景物写入需占用 34 个扫描行,时间 TW=34×64=2176 (微秒) 

              以上共需时间为 TJ+TW=16762                    (微秒) 

              每个电视场为 20(毫秒),除去解算和写入使用 16.8(毫秒)外, 

          尚余 3.2(毫秒)。 

           

                               7.9  小    结 

              本章用一个设计示例较详细地说明了绝对差法相关跟踪的实 

          现,这个方案的特点是: 

              采用电路硬件实现高速并行运算; 

              用跟随目标移动的、较小的搜索区以求减小运算量, 同时保 

          持全视场相关跟踪; 

              用双存储器和双总线做到了实时提取样板和随时刷新样板; 

              相关运算电路实时输出匹配点相似度距离数据为目标判别和 

          实现样板自动刷新提供了依据; 

              使用的电子元件都是很普通的常用元件,经济、可靠。 

              通过本章的具体示例,我们对相关跟踪有了更深的了解,但在 

          实施中还会遇到许多难题, 例如目标姿态变化引起的图像改变就 

          是难题之一,下章还要对此做一些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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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图像模式识别的概念和矩矢量法 

           

                                8.1   概  述 

              图像模式识别, 或简称图像识别, 是电视跟踪中要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 

              一般而言, 模式是指对事物的外观、行为、品格等特性所做 

          的综合描述分类的类别。同一种模式的事物是具有某些共同特性 

          的群体, 此群体中的各个个体之间可能有一些差别, 但它们都具 

          有某些共性, 从而与其它群体相区别。例如, 我们可以说飞机、 

          汽车、树木的图像是不同模式的图像。图像模式识别的任务就是 

          要判定当前图像是属于哪一种模式。 

              前面介绍过的各种电视跟踪方法都是具有一定的图像模式识 

          别能力的方法,否则, 如果它不能区分出目标与背景,  它就不能 

          实现对目标的自动跟踪。 

              在研究图像模式识别方法时, 首先要对某种模式给出具体的 

          定义或判别规则。这些规则是可以通过测量加以检验的。这些规 

          则可以用对图像的某些参数事先明确定量界限的办法来给定; 也 

          可以用一系列典型图例来给出。例如, 对于飞机的图像可规定为: 

           图像( 轮廓 )的宽高比大于多少、 运动速度大于多少的空中物 

          体图像; 也可以给出一系列飞机图像的示例, 而由图像模式识别 

          机自己去找出飞机图像的共同特征参数并确定判据。具有后一种 

          能力的机器常常被叫做具有“人工智能”, 而它接受某种模式的 

          一系列示例, 并从中取得这种模式的共同特征参数和确定判据的 

          过程叫做“训练”或“学习”。 

              应当注意“图像模式识别”与鉴别图像差异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例如, 以前讲过的用逐点比较进行图像匹配的方法具有很高 

          的鉴别两帧图像之间差异的能力, 但却不能因此说它的图像模式 

          识别能力很高。事实上, 如果当前的目标图像比目标图像样板放 

          大了一些, 或者发生了转动, 前述方法就出现了困难。而图像识 

          别要求在当前图像发生了平移、伸缩、旋转, 甚至含有一些噪音、 

          干扰和失真的情况下也能识别出目标图像来。 

              下面我们用矩矢量法做进一步的说明。 

           

                          8.2   矩的定义及唯一性定理 

              在第三章中曾讲过, 一幅图像可用图像函数 f(x,y) 来表示, 

           其中 f(x,y) 为坐标(x,y) 处的像素点的灰度值。 在第五章中 

          也给出过图像矩心的定义。现在我们要介绍关于矩的更一般性的 

          定义, 和用它解决图像模式识别的一种方法。 

              二维图像 f(x,y) 的 (p+q)  阶矩 mpq 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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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 f(x,y) 是分片连续的有界函数, 并且它只在 xy 平面 

          的有限区域具有非零值; 则其各阶矩存在,并有以下唯一性定理: 

 
 

              这个定理为我们用矩序列表示图像提供了依据。 

              一个图像函数 f(x,y) 所对应的矩序列｛mpq ｝的长度是无 

          限的, 但在实用上, 依需要表示的主要内容和精确程度的不同 , 

          常可只取用前面较低的几阶矩。例如,前面讲过的矩心跟踪,  就 

          是只用图像的一阶矩代表了图像的位置。 

              依对函数 f(x,y) 所赋予的物理意义的不同, 其各阶矩往往 

          表示了不同的物理参数。例如, 如果把图像看成是一块质量密度 

          不均匀的薄板,其密度分布为 f(x,y),则零阶矩 m00 就是它的总 

          质量; 一阶矩 (m10, m01 )是它的重心位置;二阶矩 (m20,m02 ) 

          分别是它对坐标轴 x 和 y 的转动惯量。 

           

                        8.3   中心矩及其平移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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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3.1  坐标平移 

  



          
           

          把式(8.3.3)、(8.3.4)、(8.3.5)代入即得到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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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需要计算中心矩时,可以先按式(8.2.1)计算出一般矩 mpq , 

          再按式 (8.3.6) 由 mpq 计算出中心矩 。 

           

                        8.4   图像比例伸缩的矩不变量 

              如果目标图像发生了按比例放大或缩小, 这是实用中常会遇 

          到的情况, 例如由于目标距离远近变化而引起图像尺寸变化, 其 

          各阶矩将如何变化, 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 



 

 
                         8.5   图像旋转的矩不变量 

              当图像发生了旋转时,其各阶矩也发生变化,但由一些矩组成 

          的多项式可以是不变的,称这些多项式为图像旋转的矩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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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8  〕中用线性变换下的代数不变量推导出了求解矩不 

          变量的方法,并列出了用三阶以下中心矩组成的七个矩不变量,它 

          们是: 



 
              在这些矩不变量表达式中如果采用规格化中心矩, 则它们对 

          图像的平移、比例伸缩、旋转而言就都是不变量了, 因而可被用 

          于图像模式识别。 

               

                            8.6   矩矢量法 

              根据图像与矩之对应关系的唯一性定理, 一幅图像可由其各 

          阶矩来表示。用图像的各阶矩作分量组成矢量, 此矢量集构成了 

          矩矢量空间。矩矢量空间中的一个点与一幅图像相对应。( 注意 

          矩矢量空间与前面第六章讲过的图像函数矢量空间是不同的空间) 

              为了进行图像模式识别, 宜采用对图像的平移、比例伸缩、 

          旋转具有不变性的矩不变量作分量来组成“矩不变量矢量”, 则 

          由矩不变量矢量构成的“矩不变量矢量空间”中的一个点将与图 

          像空间中的一群图像( 点 )相对应, 这一群图像中的各个图像是 

          由同一个图像经平移、比例伸缩、旋转后得到的图像。如果把由 

          同一个图像经平移、比例伸缩、旋转后得到的图像集合定义为一 

          个模式, 那么, 矩不变量矢量空间中的一个点将与一个图像模式 

          相对应。 

              实际在划分图像模式时, 常把那些由相近似的图像经平移、 

          比例伸缩、旋转后得到的图像集合定义为一个模式, 例如“飞机 

          的图像”、“汽车的图像”、“舰艇的图像”等等, 这样定义的 

          每一个模式将与矩不变量矢量空间中的一个有限的区域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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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工作中, 应该按照图像模式识别的具体对象、分类精 

          细程度等要求, 选用适当的矩不变量。文〔 8 〕中有一个实例, 

          这个例子是用矩不变量矢量法识别 26 个英文字母, 例中只用了两 

          个矩不变量作分量构成的矩不变量矢量来进行图像模式识别, 这 

          两个矩不变量是: 



  
               

                            8.7   小  结 

              本章介绍了图像模式识别的概念和用矩不变量进行模式识别 

          的大意。 

              由于矩不变量的计算比较复杂, 具体的实现要把微处理器与 

          专设功能电路结合起来, 也就是要把软件设计与硬件设计结合起 

          来, 才能达到实时处理。 

              在具体的图像模式识别机设计出来之后, 要对机器进行“训 

          练”。就是把一些模式的代表性图像示例输入给图像识别机, 由 

          它计算出这些示例的特征参数数据, 并以此确定各模式的定量界 

          限, 制定出模式判别规则。 

              在电视跟踪应用中, 可以按以前讲过的把一帧图像划分成子 

          区的办法, 逐次查找出所跟踪的目标图像( 模式 )所在的子区 , 

          由此确定目标座标位置。这种方法也叫做“特征匹配法”, 因为 

          它是建立在特征相同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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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一些特殊功能的实现 
           
                               9.1   概    述 
              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 对电视跟踪的功能往往提出一些特殊 
          要求, 例如自动搜索,自动捕获,动目标检测等等。在本章中将介 
          绍一些特殊功能的实现方法。本章的介绍比较粗略, 相信读者在 
          熟悉了前面几章的内容之后, 不难设计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来。 
               
                          9.2   自动搜索与自动捕获 
              自动搜索的意思是在电视视场内,或指定空间区域内,不断查 
          找有无可疑的目标存在; 而自动捕获是指确认目标并使系统自动 
          转入跟踪状态的过程。 
              对空中目标进行自动搜索比较容易实现, 因为目标与平均背 
          景之间的对比度较大, 而且目标尺寸很小; 对地面目标进行自动 
          搜索, 由于背景复杂, 很难实现。 
              对空中目标自动搜索可采用双窗口搜索的方案, 如图 9.2.1。 

           

                      图 9.2.1  双窗口搜索 
           
              使用两套峰值跟踪处理电路( 见第五章 )和两个电子窗口 A 
          和 B,窗口的位置、尺寸都是可变的。这样由 A、B 窗口把全电视 
          视场分成了四个区域: ① A窗口内为 A区; ② B窗口内为 B区 ; 
          ③ B窗口内、 A窗口外的区域为 C区; ④ B窗口以外为 D区。 
              在搜索状态下, A 窗口设定的尺寸较小, 只比常见的目标图 
          像尺寸大一些; B 窗口设定的尺寸很大, 接近于包容全电视视场。 
              峰值跟踪处理电路不断地反复进行下列工作: ①求出 B区的 
          峰值点 PB坐标及其灰度 VB; ②把 A窗口放在 PB处, 然后分别求出 
          A区的峰值灰度 VA和 C区的峰值灰度 VC; ③求峰值灰度差ΔV =V A 
          －VC, 如果峰值灰度差ΔV 超过了预先设定的门限值, 就判定为 
          “有目标”, 发出“有目标”标志信号通知微处理机( 例如申请 



          中断 )。 
              微处理机根据搜索区内“有目标”的标志信号启动图像模式 
          识别电路, 对 A窗口内的图像进行识别, 如果判定为“是目标”, 
           就发出“有目标”的告警信号( 例如音响或灯光 ); 这时,  如 
          果操作开关是处在“自动捕获”的位置, 微处理机就使系统转入 
          自动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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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表明, 这是一个简易有效的方案。 
           
                              9.3   动目标检测 
              动目标是指相对于背景是运动着的物体。 
              如果电视摄像机不动, 则目标区域背景的图像是不变动的 , 
          而动目标的图像是变动着的, 这样, 在相互邻接的两帧图像中动 
          目标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这就为采用帧—帧相减的方法检测动目 
          标提供了条件。 
              所谓帧—帧相减就是把前一帧图像存储下来, 然后以当前图 
          像减去前一帧图像, 结果, 固定不变的背景被消去, 留下的只是 
          动目标的剩余图像。 
              显然, 帧—帧相减的结果动目标的图像也变得残缺不全, 如 
          果直接显示出来会面貌全非, 为此, 应该把检测出有动目标存在 
          的那些子区的当前完整图像显示出来, 这样既突出了动目标存在 
          的区域( 其余子区不显示 ), 又使动目标原形毕露。 
              图 9.3.1 是动目标检测电路的方案示意图。 

           

                    图 9.3.1  动目标检测与显示 
           
              图 9.3.1中有两个帧存储器, 在读写控制信号作用下, 当一 
          个帧存储器写入时, 另一个帧存储器读出。由帧存储器读出的数 
          据是前一帧的数据, 它在减法器中与当前的图像数据相减得到的 
          差被送到累加器。累加器把子区内的差值( 即动目标的残留图像 
          数据 )累加, 并把累加结果直接送到判决器。 



              如果累加器的累加结果超过了预设的门限值, 判决器立即输 
          出“有动目标”信号 C 。C 信号使 XY锁存器把当前的扫描坐标 ( 
          见第三章 )锁存下来, 这就是动目标位置坐标; 同时向微处理器 
          申请中断, 使它把动目标位置坐标取出并存储下来, 这样每帧可 
          取得多个动目标位置坐标。 
              每当一个子区结束时, 清零脉冲把累加器清零, 以避免各子 
          区之间背景残像的累计误差。 
              每帧结束时, 微处理器求出需要显示的动目标所在位置的坐 
          标送到窗口产生器, 则在下一场图像视频信号到来时, 位于窗口 
          中的目标图像就被显示出来。 
              图 9.3.1中各方框的电路结构都可从以前的章节中找到, 其 
          中减法器和累加器可用图 7.4.1和图 7.4.2电路; 帧存储器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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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第七章有关电路。 
               
                            9.4   图像灰度变换 
              把输入图像的一个灰度值按照某种函数关系对应变换成另一 
          个灰度值, 叫做灰度变换。图像灰度变换在图像增强,图像修饰, 
          以及不同传感器图像匹配等图像处理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果用 R 代表输入图像的灰度值, 用 S 代表输出图像的灰度 
          值, 用φ(·)表示二者的函数关系, 即有 
                              S = Φ(R)                  (9.4.1) 
          , 则一帧图像 f(x,y) 经过灰度变换后就成了另一帧不同灰度分 
          布的图像φ〔f(x,y)〕。 
              图像实时处理中要求这种变换引起的时间延迟要非常小, 这 
          可以采用查表法达到。 

           



                       图 9.4.1  灰度变换 
           
              如图 9.4.1所示: 在只读存储器 EPROM 的地址线端输入灰度 
           R, 数据线端为输出灰度 S, 在只读存储器 EPROM内存放着预先 
          设定的函数表,即在其地址为 R 的单元内存放的数据 S是预先设 
          定的函数值: S= Φ(R) ; 于是在读出时,每个 R 输入就对应产生 
          一个 S 输出,  S 等於预定的函数值。 如果灰度数据只占八位而 
          EPROM地址线多于八位,则第九位以上的地址线可作为函数选择位 
          线使用。例如,  EPROM地址线有十二位, 则第九位以上的四个地 
          址线可作为函数选择位线, 这样可以存放十六个不同的函数表。 
               
                              9.5   小    结 
              本章介绍了几种特殊功能的实现方法, 当然实际的要求是多 
          种多样的, 不可能一一叙述, 但只要掌握了基本原理, 就不难设 
          计出需要的方案。例如, 目标运动轨迹存储、显示, 这只须由微 
          处理器把每场目标的坐标存储下来, 而在一个目标航路跟踪结束 
          时用存储的目标坐标去控制一个小尺寸的窗口运动并在监视器上 
          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有一些通用性的要求, 例如目标运动轨道估计与外推等问题 
          属于最佳估计与滤波的理论问题, 并非电视跟踪的特殊要求, 就 
          不在这里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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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电视跟踪系统的一般部件 
           
                             10.1   概    述 
              电视跟踪系统的核心部件是电视信息处理器, 这是它与其它 
          系统相区别的关键所在, 除此之外, 在电视跟踪系统中还有一些 
          部件与一般系统并无多大差别, 对于已经熟悉一般自动控制系统 
          的读者而言, 本无介绍的必要, 但考虑到可能有的读者还希望有 
          所了解, 所以在本章再做一些介绍。 
              本章以转台式电视跟踪系统为例做一些说明。图 10.1.1 是 
          这个系统的结构框图。以下各节分别给予解释。 
          

 

                   图 10.1.1  电视自动跟踪系统 
           
           
                              10.2    跟踪转台 
              跟踪转台是电视跟踪系统机械结构的主体, 它承装着电视摄 
          像机和各种电机。 
              跟踪转台有两个主轴, 分别是水平轴和垂直轴。电视摄像机 
          安装在水平轴的一端, 可以俯仰转动, 所以水平轴也叫俯仰轴。 
          垂直轴贯穿转台上部与底座, 使转台上部可以全方位转动, 所以 
          垂直轴也叫方位轴。 
              在水平轴和垂直轴上分别套装有直流力矩电机、测速电机、 
          旋转变压器( 解算器) 的转子。 
              直流力矩电机是驱动转台转动的伺服控制电机, 它的特点是: 
           转速低、力矩惯量比大,  所以可以直接套装到受控轴上而不需 
          减速齿轮等机构, 大大减少了机械设计与安装的复杂性, 控制精 
          度高, 机械噪音小。当然其它类型的伺服电机也是可以用的。 



              关于测速电机和旋转变压器的作用, 留待下一节说明。 
              跟踪转台是实现高精度跟踪的重要保证。转台设计时要注意 
          尽量减少部件的转动惯量。在机械加工和装配时其水平轴和垂直 
          轴之间要保持精确的正交性; 俯仰和方位转动时的摩擦力矩要尽 
          可能的减小以降低静态误差。 
           
                        10.3   闭环控制系统结构 
              电视自动跟踪系统是闭环控制系统, 其输入量是目标的位置 
          角( 方位角或高低角 ); 输出量是电视摄像机光轴的位置角(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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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角或高低角 )。 
              参照图 10.1.1, 电视摄像机对向目标摄取到目标的图像, 如 
          果目标不在电视摄像机光轴上, 则从电视监视器上来看目标的图 
          像就偏离了电十字线( 这里认为电十字线的位置——也叫做“电 
          轴”与电视摄像机光轴是重合的) , 电视信息处理器解算出目标 
          相对于电十字线的偏差经数据总线传送给数—模转换器转换成相 
          应的误差电压( 方位、高低分别传送 ); 此误差电压经放大、校 
          正后加到相应的力矩电机上驱动转台向目标方向靠近, 实现自动 
          跟踪。 
              所以, 从闭环控制系统的观点来看, 电视摄像机和电视信息 
          处理器起到了测量元件的作用。 
              测速电机能产生比例于转轴转动角速度的电信号, 把这个测 
          速信号反馈到功率放大器的输入端能显著改善系统的响应速度和 
          “刚度”( 反力矩与误差角之比 ), 减小静态误差。 
              校正放大器的作用除放大误差信号外, 主要是改善系统的控 
          制特性, 保证系统稳定性和动态品质。 
              关于校正和测速机反馈作用的定量分析, 读者可参考有关自 
          动控制理论方面的书籍。 
              用直流力矩电机作驱动电机可以达到接近于秒级精度; 但在 
          动态响应过程中可能进入饱和区( 非线性区 )以致造成系统不稳 
          定, 这可利用微计算机控制来解决。 
              图 10.1.1 中的轴角编码器的用途是把跟踪转台方位轴、俯仰 
          轴的位置角——方位角、高低角转换成数字量, 这是为了操作控 
          制转台的位置和与其它外部设备交换信息, 例如接受目标指示。 
          图 10.1.1 中轴角的转换是由旋转变压器与轴角编码器共同完成的。 
          旋转变压器有一个初级激磁绕组和两个次级绕组, 初级激磁绕组 
          通常采用 400 周交流电源激磁, 由次级绕组输出两个信号分别是 
          振幅正比于转子轴位置角的正弦和余弦信号。旋转变压器输出的 
          正、余弦信号送到轴角编码器, 由轴角编码器解算出转轴的位置 
          角数字量。为了提高轴角转换的精度, 常采用多极旋转变压器与 
          单对极的旋转变压器组合使用。 
               
                            10.4   小    结 
              本章用一个转台式电视自动跟踪系统结构介绍了电视自动跟 



          踪系统中的一般通用部件, 由于各种系统的应用场合不同, 其结 
          构也是多种多样, 但作为闭环控制系统, 它们的工作原理和分析 
          方法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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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本书对电视自动跟踪原理的介绍到此为止,暂告一个段落。 
              利用电视图像实现自动测量、自动跟踪正越来越多地被采用, 
          特别是海湾战争中电视图像跟踪与制导显示了直观、抗电子干扰、 
          高精度的优越性, 以致新出现的武器控制系统中几乎都加装了电 
          视系统。而高速微处理机的发展, 更使得以往似乎不能实现的运 
          算处理已不再成为问题。人们对研究电视图像跟踪与制导的兴趣 
          也空前活跃, 作为年过六旬的著者感到极大地兴奋与宽心, 愿年 
          轻的读者们在宽阔大道上发挥聪明才智, 奋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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