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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标跟踪技术是计算机视觉等领域非常活跃的一个课题，而且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弹道导弹防御和拦截、火力控制、海洋监视(水面舰艇或潜艇)、机器人导航等方

面均可发挥重大作用。由于目标跟踪技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多学科研究课题，迄今为止仍

未有一种通用的技术方法适合于各种跟踪情况，研究一种鲁棒性好、精确、高性能的运动

目标跟踪方法依然是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本文总结了常用的目标跟踪方法，研究了卡尔曼滤波算法并对其用于导弹跟踪进行了

仿真，实现了一种基于卡尔曼滤波的自动跟踪试验系统，该系统是采用摄像头作为传感器、

云台作为调节机构，用PC机作为处理机构在MATLAB环境下实现的。进行目标跟踪之

前首先要检测出运动目标，本文实现了一种对特定颜色目标的检测算法，根据目标的红蓝

色分量比值和绿蓝色分量比值确定两次分割阈值，并进行二值化，用数学形态学滤波去噪

获得完整目标信息，并用目标像素坐标求均值的方法大概算出目标中心坐标。在跟踪目标

前，先使摄像头不动作根据图像信息获得目标的运动状态并作为初始值，用卡尔曼滤波算

法预测出目标下一时刻可能的出现的位置，PC机发出云台控制命令进行跟踪，然后以目

标速度作为观测量进行运动估计修正。本系统采用的云台不具角度控制功能，所以在图像

平面上建立目标跟踪模型，采用纯角度跟踪方法，以图像像素数标记云台偏移量，用水平

与垂直方向的转动时问实现对云台的控制。同时，本系统设计了友好的人机界面，可完成

对云台的手动调节以及跟踪画面的实时显示。

经过实验验证表明，本算法可以稳定跟踪目标，而且当目标经过短暂遮挡后仍能有效

跟踪目标，并且在每次采集图像中目标都处于较好的观测视场内。

关键词：目标跟踪；摄像头；卡尔曼滤波；云台：目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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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rget tracking technology is a very adive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vision，and it

has very widely applications，such as：in the defense andhold up of ballistic missile，fire control，

marine surveillance(surface ships or submarines)，robot navigation and other aspects，it plays

significant role．As tracking technology is a very complex an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sunect，so far there has not a definitive method suitable for various tracking situations，so

developed a robust，precise，high performance tracking method of moving target is also a hot

issue in this field．

In this paper,methods that commonly used in target tracking are summarized，the Kalman

Filter algorithm is studied and simulated when it is used in missile tracking．In final，a testing

system of automatic tracking is realized that used Kalman Filter algorithm for tracking．In this

system，it use a camera as sensor,pan·tilt as regulating tool，PC as processing unit and it is

completed in the MATLAB environment．Before tracking moving targets，the first step is to

detect target．In this article，a detecting algorithm for the specific color target is completed．

According the two ratios that are red and blue and green and blue to determine thresholds，then

binary and it use mathematical morphology filter to drive away the noise，so the completed

information of target is got．Then center coordinates of the target is computed probably by

averaging pixels’coordinates．When tracking targets，first，camera is static and take several

photos to get the moving information of target，then using the Kalman Filter to predict target’s

possible location of the next moment．PC give pan·tilt orders for tracking target．In this

algorithm，it USe target speed as the measurement to amend motion estimation．T1le pan—tilt has

not the control function of angle，so tracking model is established in the image plane and target

is tracked in pure angle．Using image pixels to mark offset,pan—tilt can achieve control by

rotational time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rections．Meanwhile，the system is designed a

friendly user interface．that can complete pan-tilt adjustment by manual and images c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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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ed in real—time．

After tested，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lgorithm can track target stably and effectivel

when the target was blocked in a shon time．and it is at center of view in each image．

Key Words：target tracking；camera；Kalman Filter；pan—tilt；targe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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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绪论

1．1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动跟踪云台是应用目标跟踪技术的关键环节，它是跟踪伺服控制系统的主要对象，

其性能品质决定着整个跟踪系统的工作性能。

目标跟踪技术是指从传感器观测目标的相关信息，对其进行识别和实时跟踪，在跟踪

方面则要求能够根据目标对象的运动来调整相应的控制装置，使目标始终处于较佳的跟踪

范围。目标跟踪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军事领域。例如：在弹道导弹防御和

拦截、防空、空中攻击、火力控制、虚拟现实环境、模拟训练、自动导航“3等方面均可发

挥重大作用。在民用方面，主要可以用于空中交通管制、海上交通管制和卫星导航、定位

与监视等方面。

运动目标跟踪算法的优劣直接影响着运动目标跟踪的稳定性和精确度，虽然对于目标

跟踪理论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至今它仍然是计算机视觉等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之

一。研究一种鲁棒性好、精确、高性能的运动目标跟踪方法依然是该研究领域面临的一大

挑战。由于目标跟踪技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多学科研究课题，迄今为止仍未有一种通用的

技术方法适合于各种跟踪情况。

现有的跟踪算法大多数都是基于特征或相关跟踪的，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大、运算复杂，

而且由于系统误差以及采集时延、处理时延和控制时延的存在，使得跟踪系统总是滞后于

目标的运动，由此引起后续处理的偏差及目标丢失等问题，跟踪实时性差。而且当目标通

过摄像头视场时，运动目标的图像可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运动目标姿态和形状的变化、光照度的变化以及运动目标被其它物体部分或全部遮挡01。

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按照正常的跟踪策略，所跟踪的目标就可能在视场内丢失。基于此

种情况研究一种具有较高跟踪精度和较好实时性的预测跟踪算法，可以根据目标此前的位

置信息和运动状态，预测出目标下一步可能的位置，及时调整跟踪装置使其总是预先向目

标下一时刻位置运动，在有较小偏差的情况下稳定跟踪目标。为此，本文通过对现有跟踪

方法进行研究，主要研究了卡尔曼滤波算法，并在MATLAB环境下，针对特定颜色目标

对卡尔曼预滤波算法进行了跟踪实验验证。

1．2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卡尔曼滤波算法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文中对卡尔曼滤波进行了研究，并采用卡尔

曼滤波对导弹跟踪进行了仿真，同时以图像为观测信息，采用有颜色的简单目标把卡尔曼

滤波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自动云台跟踪系统中。在该跟踪系统中，目标检测采用一种基于颜

色的检测算法，可以获得目标在图像中的当前位置坐标，然后用卡尔曼滤波的递推算法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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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下一时刻目标的运动位置，得到偏差量后依据控制算法驱动云台及时调整摄像头偏转角

度，使得摄像头始终超前运动目标，在下一帧图像中目标始终位于摄像头屏幕中心附近。

并且，传统跟踪算法当目标发生遮挡时，跟踪目标容易丢失。本文充分利用卡尔曼滤波器

的预测功能来预测目标下一帧的位置，较好解决了遮挡干扰问题。同时，本系统平台为后

继研究工作(目标检测、导弹跟踪等)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平台。本课题主要针对以下几个

问题进行研究。

1．2．1跟踪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

在云台跟踪系统中，需要图像采集设备作为传感器、两自由度云台作为摄像头的指向

调节工具、PC机作为中央处理单元建立云台自动跟踪验证系统。目标图像信号由摄像头

采集后传送到PC机中，由PC机作为中央处理单元，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包括阈值分割、

二值化、形态学滤波等检测出运动目标，然后对目标运动状态进行分析处理，预测目标运

动状态，然后通过串口对云台发出控制指令。云台接受PC机发出的指令，带动摄像头作

相应的转动使目标图像始终位于图像显示区的中心附近，从而完成目标的自动跟踪。同时，

设计友好的人机界面，实现对系统的手动调节，显示图像等。

1．2．2目标检测方法及实现

在云台跟踪系统中，传感器所获得的信息是图像，所以要实现对运动目标的跟踪，首

先要对图像进行处理完整检测出运动目标，这是跟踪进行的首要关键问题之一。因此，本

文在总结当的各种运动目标检测算法优劣的基础上，结合本课题的研究重点及资源有限的

特点，采用简单目标黄色乒乓球进行卡尔曼滤波实验验证，所以给出了基于颜色的目标检

测算法，并用MATLAB编程实现。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简单易实现，运算量小，可靠

性较高，在现场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光照不是非常强烈，都能较好地检测出运动目标，

完整提取出运动目标的信息。

1．2．3卡尔曼滤波算法 ．

本课题主要研究目标运动的卡尔曼滤波跟踪的算法，在理解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基础

上，研究其详细递推过程、在实际使用中各参数对滤波效果的影响以及要注意的问题，为

导弹跟踪等目标跟踪奠定基础。在本文的验证系统中，通过对传感器采集到的图像序列进

行分析，得出目标运动状态，建立合理的状态模型，根据观测到的目标在图像上的位置信

息，对目标进行精确的或优化的当前位置滤波估计和预测下一时刻目标的运动位置，得到

目标位置偏移量，然后通过控制系统驱动云台进行相应的调节，以完成对目标的跟踪。常

用跟踪算法由于系统误差以及采集和处理时延的存在，使得跟踪系统总是滞后于目标的运

动，由此引起后续处理的偏差及目标丢失等问题。本文主要运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目标的

运动位置进行预测，使得摄像头提前运转到目标下一时刻的位置，较好地解决了跟踪目标

短暂遮挡问题，稳定跟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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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云台控制

本系统采用JM3030APT型两自由度云台作为摄像机指向的调节机构。这种云台使

用伺服电机实现水平和俯仰两个自由度的恒速转动，但其无位置控制特性，不能精确控制

要转动的角度，本文通过控制两个方向上的转动时间实现调节。本系统采用AV2002解码

器，使用RS232串行通讯方式与上位机通讯。因此，必须去了解解码器的通讯协议相关

知识，云台站号的设定以及研究云台的控制方式等。

1．3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

本课题研究的关键技术包括基于颜色的目标运动检测算法及实现，以及卡尔曼滤波算

法在跟踪系统上的应用。

1．3．1基于颜色的目标运动检测算法及实现

本系统采用卡尔曼滤波对简单目标进行跟踪，主要是研究卡尔曼滤波，所以本文采用

了单一颜色的乒乓球作为跟踪目标，但要对目标进行跟踪首先就要检测出目标，这是后续

跟踪工作的基础，所以也是关键的一环。本文采用MATLAB图像采集工具箱通过摄像头

拍摄完整图像，该工具箱中有功能强大的函数，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图像大小及格式，采集

到符合要求的图像，多数图像采集设备都可以通过该图像采集工具箱方便地完成图像采集

任务。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一种基于颜色的目标检测算法，其简单易

行。本系统采集到320X240的JPEG图像后，首先提取出图像的RGB分量值，多次实验

得出R与B分量和G与B分量的比值，根据多次的实验结果确定出合理的阈值范围；其

次，利用先前获得的阈值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使图像中目标象素点的亮度为l，背景

象素点的亮度为0，就突出了目标图像。由于图像中有噪声的存在，所以要得出完整的目

标图像，还必须对图像进行滤波处理。本算法采用数学形态学的开闭运算构成滤波器对图

像进行滤波处理。对于背景噪声小以及亮光小的情况，实验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具体算法

及实验结果在后面章节进行详细介绍。

1．3．2卡尔曼算法在跟踪系统上的应用

本课题的关键技术是卡尔曼滤波算法以及在跟踪系统上的验证。卡尔曼滤波是一种把

状念空间的概念引入到随机估计理论中，把信号过程视为白噪声作用下的线性系统的输

出，用状态方程来描述这种输入——输出关系，估计过程中利用系统状态方程，观测方程

和白噪声激励(系统噪声和观测噪声)的统计特性形成的滤波算法。卡尔曼滤波是一套由

计算机实现的实时递推算法，它所处理的对象是随机数据，利用系统噪声和观测噪声的统

计特性，以系统的观测量作为滤波器的输入，以所要估计的数据作为滤波器的输出，滤波

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问是由时间更新和观测更新算法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系统方程和观测方

程估计出所需要处理的数据，卡尔曼滤波实际上是一种最优估计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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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的图像采集设备不具有测距功能，只能根据每次采集图像获得目标大概运行

过的角度，所以采用纯角度跟踪，用像素来表示大小。又由于本系统存在两个非常不利的

特性，即摄像头存在很大的采样延迟和云台转动速度较慢。所以预测目标下一时刻运动位

置就显得尤为重要。系统采集每帧图像时可获得目标在图像中的位置，根据系统实测估计

出目标每次的像素偏移量，即对距离差进行估计，实际上也就是目标的速度，以目标的速

度为观测量，采用卡尔曼滤波跟踪可以有效减小系统动态误差，提高跟踪性能。

1．4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1．4．1运动检测方法现状

运动目标检测就是判断序列图像中是否存在运动目标，将运动区域从背景图像中提取

出来并确定运动目标的位置01。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图像序列中的运动目标检测技术做了

大量且深入的研究，传统的运动目标检测有三种方法：一、基于光流法“’51的运动检测方

法采用运动目标随时间变化的光流场特性来有效地提取运动目标；二、相邻帧差法睁”利

用图像序列中前后几个相邻帧图像之间的差分来提取出图像中的运动区域；三、背景减法””】

是目前运动检测中的主流方法，它利用当前图像与背景图像的差分来检测运动区域。

近二三十年来，学者们对视频序列中运动目标的检测做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

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通用的算法，这是因为运动目标检测算

法大多都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应用场合和场景的客观条件的不同，必然导致运动目标检测

方法的不同。总结起来，运动目标检测技术的发展有如下特点：

①传统检测方法不断改进。一方面，针对三种传统检测方法自身的不足和某些缺陷，

提出了许多改进方法，使之更稳健，更实用；另一方面，将不同的检测方法结合起来，克

服单个方法的缺点，使其优点互补。这是目标检测技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之一。

②新颖算法不断涌现。当一种技术滞留于传统算法的基础上时，这种技术也就失去了

其应有的生命力。只有新颖算法的不断涌现，才能促进这种技术的蓬勃发展。所以一些学

者提出了新的检测方法，例如，考虑到传统运动检测技术完全忽略了图像的颜色信息，有

人提出了基于颜色的图像分割方法；一些国外学者还提出了基于主动轮廓线模型的方法、

基于高阶统计量的方法、基于小波的方法以及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方法等等。

③稳健性、准确性和实时性是运动目标检测技术研究和应用的追求目标。

1．4．2跟踪方法现状

运动目标跟踪就是依据目标和目标所处的环境，选择一个或多个能唯一表示目标的特

征，在连续图像序列中创建位置、速度、形状等有关特征的对应匹配问题。跟踪算法的思

想有：把在当前帧图像中分割出的对象根据运动信息投影到下一帧，作为下一帧中运动对

象分割的初始轮廓；或者把当前帧图像中的对象与下一帧中提取的粗边沿图像进行匹配，

以便确定跟踪的对象；或者根据当前帧图像中对象的特征合并下一帧中分割的各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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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到跟踪的对象。在运动目标跟踪中主要的工作就是选择好的目标特征和采用适用的

搜索算法。这些算法从两个方面提高跟踪的性能，一是提高搜索匹配的速度，二是提高搜

索匹配的精度。常用的跟踪算法有：使用目标模板和当前帧图像颜色直方图进行实时目标

跟踪⋯1；基于目标颜色直方图分布的均值偏移跟踪算法“”；基于Hausdorff距离的目标跟

踪算法“”；基于一种目标轮廓跟踪算法——CONDES仰0N算法。”。目标跟踪中在进行
特征匹配时，常用的特征匹配算法有绝对平衡搜索法和归一化相关法。但是这些算法非常

耗时而且有时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目标最有可能出现在某个范围内，利用卡尔曼滤波器

在己知目标先验位置的情况下，预测目标在下一时刻可能出现的位置，从而减小搜索的空

间，保证搜索范围，优化搜索方向。

总的说来，运动目标跟踪的难点在于如何快速而可靠地从一帧图像到另～帧图像中匹

配目标。只有快速才能保证跟踪的实时性，而可靠性则是目标跟踪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如

何选取目标的特征信息，并且在可靠的前提下简化运算是目标跟踪的关键。

1．4．3估计方法现状

在工程系统随机控制和信息处理“”问题中，通常所得到的观测信息中不仅包含所需信

号，而且还包含有随机观测噪声和干扰信号。估计问题就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观测噪声和

干扰信号的实际观测数据的处理，从中得到所需要的各种参量的估计值i对估计的要求，

估值愈接近愈好，这是一种不严格的说法。为了衡量估计的好坏，必须要有一个估计准则。

所谓最优估计是指在某一估计准则条件下求得的最优估计。估计方法多种多样，选取不同

的估计准则就有不同的估计方法，估计方法和估计准则密切相关。估计准则以某种方式度

量了估计的准确性，它体现了估计是否最佳的含义。准则可以用损失函数柬表达。一般地，

损失函数是根据验前信息选定的，而损失函数是通过损失函数的极小化或极大化导出的。

由于各种估计满足的最优指标不一样，利用的信息不一样，所以适用的对象、达到的

精度和计算的复杂性不一样。常见的估计方法有最小二乘估计、线性最小方差估计、最小

方差估计、极大似然估计和极大验后估计、维纳滤波和卡尔曼滤波“”等。

最小二乘估计法适用于对常值向量或随机向量的估计。由于使用的最优指标是使量测

估计的精度达到最小，估计中不必使用与被估计量有关的动态信息和统计信息，甚至连量

测误差的统计信息也可不必使用，所以估计精度不高。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算法简单。

最小方差估计是所有估计方法中估计的均方误差为最小的估计，是所有估计中的最佳

者。但这种最优估计只确定了估计值是被估计量在量测空间上的条件均值这一抽象关系。

线性最小方差估计是所有线性估计中的最优者，只有当被估计量和量测量都服从正态

分布时，线性最小方差估计才等同最小方差估计。线性最小方差估计可适用于随机过程估

计，估计过程中只须知道被估计量和量测量的一阶、二阶矩。 -

极大验后估计、贝叶斯估计、极大似然估计都与条件概率密度有关，除一些特殊的分

布外，计算都十分困难。这些估计常用于故障检测和识别算法中。

估计量是观测数据函数，随观测数据而变化，由于观测值是随机变量，所以得到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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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也是随机变量。一般希望随观测次数的增多，估计量能逐渐趋于被估计量，集中在被

估计量附近，因此对估计量的均值和方差应有一定的要求，从而提出无偏性，一致性和有

效性等性能指标作为估计的性质。

实际生活中，滤波问题广泛应用于控制、通讯及其它领域。滤波问题研究的对象为随

机系统，它研究如何从被噪声污染的观测信号中过滤噪声，尽可能的消除噪声对未知真实

信号或系统状态的影响并求出估计值。噪声污染源一般来自两方面，一是信号检测仪器或

检测装置自身的误差：另一个是外界的干扰。观测噪声和扰动输入等随机过程的统计性质

一般假定是已知的，系统和用来测量的传感器的数学模型一般也假定是已知的。

从数学的观点来说滤波理论是统计学中估值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从工程的观点来看

它又是系统工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滤波理论从一个新的高度描述了通讯与控制问

题的统计本质，使我们对通讯与控制问题的认识更清晰更深刻。

卡尔曼滤波器是线性最小方差估计，被认为是线性最优估计理论。

1．4．4卡尔曼滤波

最佳线性滤波理论起源于40年代美国科学家Wiener和前苏联科学家Kalman等人的

研究工作，后人统称为维纳滤波理论。从理论上说，维纳滤波的最大缺点是必须用到无限．

过去的数据，不适用于实时处理。为了克服这一缺点，60年代Kalman把状态空间模型引

入滤波理论，并推导出了一套递推估计算法，后人称之为卡尔曼滤波理论。卡尔曼滤波是

以最小均方误差为估计准则，来寻求一套递推估计的算法，其基本思想是：采用信号与噪

声的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前一时刻的估计值和当前时刻的观测值来更新对状态变量的估

计，求出现时刻的估计值。它适合于实时处理和计算机运算。

卡尔曼滤波嘶1是一种把状态空间的概念引入到随机估计理论中，把信号过程视为白噪

声作用下的线性系统的输出，用状态方程来描述这种输入——输出关系，估计过程中利用

系统状态方程，观测方程和白噪声激励(系统噪声和观测噪声)的统计特性形成的滤波算

法。卡尔曼滤波是一套由计算机实现的实时递推算法，它所处理的对象是随机数据，利用

系统噪声和观测噪声的统计特性，以系统的观测量作为滤波器的输入，以所要估计的数据

作为滤波器的输出，滤波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是由时间更新和观测更新算法联系在一起

的，根据系统方程和观测方程估计出所有需要处理的数据。

对于统计信号处理，最常用的有维纳滤波和卡尔曼滤波。维纳滤波的优点是物理概念

清楚，缺点是不能递推计算，也不适用于时变系统，设计维纳滤波器需做功率谱分解，只

有当被处理信号为平稳的、干扰信号和有用信号均为一维、且功率谱为有理分式时，维纳

滤波器的传递函数才可以用伯特——香农设计法较为容易地求出。卡尔曼滤波器克服了维

纳滤波器的缺点，不必象维纳滤波器需要全部过去的观测值。卡尔曼滤波方法无需保存过

去的观测数据，当新的观测数据获得以后，根据新的数据和前一时刻的各测量估值，借助

于系统本身的状态方程，按一套递推公式，即可算出新的状态估值，这样大大地减小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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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的存储量和计算量，便于实时处理，而且也适用于非平稳随机过程的估计。因此，测

量数据可看作卡尔曼滤波器的输入，估计值可看作输出，输入与输出之间由时间更新和测

量数据更新算法联系。

卡尔曼滤波从与被提取信号有关的量测中通过算法估计出所需信号。其中被估计信号

是由白噪声激励引起的随机响应，激励源与响应之间的传递结构(系统方程)已知，量测量

与被估计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量测方程)也已知。在估计过程中，利用如下已知信息：系统

方程、量测方程、白噪声激励的统计特性、量测误差的统计特性。卡尔曼滤波是在时域内

设计的，所用的信息也都是时域内的量，并且卡尔曼滤波器适用于多维信号估计，因而卡

尔曼滤波的适用范围比维纳滤波的范围广泛。卡尔曼滤波有如下特点：

①卡尔曼滤波处理的对象是随机信号；

②被处理信号无有用和干扰之分，滤波的目的是要估计出所有被处理信号；

③系统的白噪声激励和量测噪声并不是需要滤出的对象，它们的统计特性正是估计过

程中需要利用的信息。

就实现形式而言，卡尔曼滤波器实质上是一套数字计算机实现的递推算法，每个递推

周期中包含对被估计量的时问更新和测量数据更新两个过程。时问更新由上一步的测量数

据更新结果和设计卡尔曼滤波器时的先验信息确定，量测更新则在时间更新的基础上根据

实时获得的测量数据确定。
’

卡尔曼滤波由于其优越性获得了比维纳滤波更为广泛的应用领域，且其设计方法简单

易行，但它必须在计算机上执行。随着微型计算机的普及应用，人们对卡尔曼的数值稳定

性、计算效率、实用性和有效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计算机的字长有限，使计算机中舍

入误差和截断误差累积、传递，造成误差方差矩阵失去正定性，造成数值不稳定。“。在卡

尔曼滤波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为改善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数值稳定性，并提高计算效率，

Bierman(1974)，Carlson(1970)和Schmidt(1970)等人提出了平方根滤波算法和UDUT分

解滤波算法””1，以确保卡尔曼滤波增益回路中的滤波协方差矩阵始终正定。

六十年代初，美国的Battin(1967)等人，使用典型的线性卡尔曼滤波方法和模拟观测

数据进行卫星轨道计算，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来Grunkel等其他学者将其应用于实际定轨

计算，发现卡尔曼滤波发散，滤波精度也不高。

针对上述问题，美国的Jazwinski(1970)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指出发散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模型误差造成。卡尔曼最初提出的滤波基本理论只适用于线性系统，并且要求测量

也必须是线性的。Bucy和Sunahara等人致力于研究卡尔曼滤波理论在非线性系统和非线

性测量情况下的推广，并提出了推广的卡尔曼滤波⋯(EKF)，以克服模型线性化引起的

滤波发散。从而拓宽了卡尔曼滤波理论的适用范围。然而，EKF方法中存在几个缺点：

一是线性化可能产生较大的误差使得滤波器不稳定；二是线性化过程中需要计算Jacobian

和Hessain矩阵，计算量大，不易实现。Juliertz6’等提出的Unscented卡尔曼滤波(UKF)方

法解决了上述问题，很多文献都指出，UKF在计算代价相当的情况下，精度和鲁棒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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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于EKF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卡尔曼滤波理论不断完善，也出现了很多推广

的滤波方法，其应用领域也更加广泛。

1．5论文的结构安排

本文采用五章对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第一章讨论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

和意义、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关键问题和结构安排。第二章简

单介绍了常用的目标跟踪算法，介绍了一般目标跟踪系统的结构组成以及单目标跟踪的关

键技术。第三章主要是对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了研究，详细介绍了卡尔曼滤波算法的递推

方法以及在实际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建立了目标匀加速运动目标模型，在光电经

纬仪跟踪转台上应用卡尔曼滤波进行了导弹轨迹仿真，并给出了仿真结论。第四章是本文

的主要内容，对本文采用的云台跟踪实验系统进行了全面介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①介绍了云台跟踪系统的组成；②针对本系统的特点采用纯角度跟踪方法，建立了基于云

台的卡尔曼滤波跟踪模型；⑧实现了一种基于颜色的图像目标检测方法，该算法先根据红

色与蓝色和绿色与蓝色的比值进行两次阙值分割，使图像成为二值图像，最后利用数学形

态学进行滤波去噪处理，可以得到完整的目标信息，最后给出了实现方法和结果；④介绍

了系统整体和预测控制部分的工作流程；⑤针对本系统采用云台无位置控制特性，不能精

确控制要转动的角度的特性，提出了用转动时间实现对云台的控制方法并对其实现；⑥设

计了跟踪系统用户界面，并对其功能进行了介绍；⑦给出了具体的跟踪步骤和实验结果。

论文最后一章对整个研究工作做了总结回顾，并对进一步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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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跟踪系统组成及关键技术

本章介绍了常用的目标跟踪算法，一般的目标跟踪系统构成，以及目标跟踪的一些关

键技术。

2．1目标跟踪算法简介

运动目标跟踪是确定同一目标在图像序列不同帧中位置的过程，当目标被正确检测

出来时，它就是对相邻帧中检测出的物体进行匹配的问题，匹配的依据主要是物体的形状、

颜色和位置等信息。

目前已提出了许多目标跟踪算法睁⋯，这些算法有的是针对刚性／非刚性目标的跟踪，

有的是针对提高跟踪匹配的准确性而提出的，这类算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选取好的跟踪特

征来提高目标的匹配速度和匹配的正确程度；有的算法是针对缩小目标搜索范围提出的，

这类算法主要特点是通过某种方法预测目标下一时刻可能出现的位置，通过缩小目标的搜

索范围来缩短目标的搜索时问。同时，对于目标大小的不同，采用的算法也会有很大的不

同。

目标跟踪问题在近年来发展迅速，提出了各种新理论新方法，针对现有跟踪方法的’

研究可归纳出，目标跟踪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基于模板匹配的跟踪和基于运动特性的跟

踪，下面对几种常用跟踪方法给予详细介绍。

1)基于特征的目标跟踪

基于特征的方法利用了特征位置的变化信息，不将整个运动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跟

踪，而是跟踪在一组运动中具有不变性质的特征点，如目标特征中的拐角、边界、有明显

标记的区域对应的点、线、曲线⋯1等。然后对物体上的特征点进行逐帧跟踪。这种方法

的优点是，即使场景中出现部分遮挡，只要有一些特征点可见，仍可以保持对运动目标的

跟踪。同时，由于特征点的精心选取，使得在光线改变和目标发生几何变化时，对匹配精

度的影响可以减到最小。

但是特征点的选取是这种算法关键之所在，它应具有对目标的大小、位置、方向和光

线变化不敏感，在不同时刻视频帧中，都位于相同位置上，并且是具有较大灰度变化的中

心的中点等特点，因此选取出对灰度不敏感的有效特征点是这个算法主要困难，也是图像

处理研究领域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方面。

2)基于区域匹配跟踪

区域匹配跟踪啪1的基本思想是把预先提取的运动区域作为匹配的目标模板，设定一个

匹配度量，然后在下一幅图像中，全图匹配搜索目标图像，把度量取极值时的位置判定为

最佳匹配点。例如对模板为鱼的区域匹配示意图如图2．1所示。决定区域匹配跟踪效果好

坏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匹配度量和搜索算法的选取。根据不同的匹配度量和搜索算法，也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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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不同的区域匹配方法。

图2．1区域匹配示意图

区域匹配跟踪算法由于提取了较完整的目标模板，因此相对其它跟踪算法能得到更多

的图像信息，因而广泛应用于跟踪较小的目标或对比度比较差的目标，是军事领域中应用

较广的一种跟踪算法。这种方法虽然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跟踪结果，但是在灰度级的图像上

进行匹配和全图搜索，计算量较大，除非有专门的硬件支持，否则这个算法是非常费时的，

不能满足实际应用中视频监视实时性的要求，所以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缩小目标搜索范

围以及快速搜索算法来提高跟踪速度的方法；另外，如果跟踪目标由于旋转、光线及运动

等原因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出现了大面积的遮挡现象，此时可能找不到匹配点而产生错误

匹配，这也是这个方法需要克服的问题之一。

3)基于轮廓匹配跟踪

轮廓匹配跟踪的基本思想是提取物体的边界轮廓作为轮廓模板，在后继帧的二值边缘

图像中跟踪目标轮廓m。1。与区域匹配跟踪算法相类似，也有模板匹配和模板更新两步，

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模板是目标轮廓，并且匹配过程是在二值图像中进行。所以相对于区

域匹配跟踪算法，轮廓匹配的优点是在计算量较小的情况下基本能达到较好的匹配效果。

近来发展很快的两种基于轮廓匹配的跟踪算法：主动轮廓线跟踪算法(snake)和基于

hausdorff距离的轮廓跟踪算法在军事领域、视频编码压缩、视觉监视等场合实现了复杂

背景情况下运动目标的正确跟踪。

轮廓匹配跟踪算法效果的好坏与初始轮廓准确与否有直接的关系，目前如何精确的得

到运动目标的初始轮廓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而且运动物体轮廓的更新也很困难，这是

制约这种算法普遍应用的关键。此外，这种方法同样不能较好的解决遮挡情况。

4)基于运动特性的目标跟踪

相比之下，基于运动特性的目标跟踪算法复杂度比较低。一般有依据目标运动的连续

性进行关联的算法，被用在多种跟踪算法相融合的场合，只需要较少的运算就可大大提高

跟踪的准确性；另外一种是运动预测跟踪算法哺4⋯，估计目标在下一时刻可能的位置。

然后以这个估计的位置为中心，再扩展一定的区域进行目标搜索，由于缩小了目标的搜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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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从而提高了目标的跟踪速度。一个最简单的估计目标在下一时刻的位置的方法可以

用公式(2．1)来表示。

@。，或。)一“+ajf，yf+a兜) (2．1)

△毫暑ak"AXt-I+ak4毡‘4+1+⋯+q’A‘．I

△y，E瓯．A只．t+钆d’△只t+1+⋯+岛．A只d

其中(‘，只)表示目标在t时刻的位置，(毫。兜+。)表示预测目标在t+1时刻的位置。

(△毫，a囊)表示目标从t时刻到f+1 时刻的估计的运动矢量。

(△一。，a只。)，(a‘-k+l，a只。，)，⋯，(a‘。，Ay,．，)表示运动目标在前k个时刻的运动矢量，

n。⋯，口。，吼。，⋯，61为加权常数。通过预测目标位置来进行跟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可

以减小搜索范围，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遮挡问题。这种预测估计方法最关

键问题就是对加权常数的求取。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些加权常数不易求得，同时要保存大

量以前的运动矢量，因此在较多场合经常使用另一种预测方法一卡尔曼(Kalman)滤波，
来实现目标短暂消失情况下的精确预测和缩小匹配范围，本文就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对目

标进行预测，详细内容将在后面章节进行详细介绍。

2．2目标跟踪系统的组成

目标跟踪系统的任务是利用传感器获得运动目标的距离、方位或速度等观测信息，对

目标进行精确的或优化的当前位置状态估计和预测。一个目标跟踪系统主要包括传感器、

信号处理系统和伺服控制系统等部分。一般的基于目标跟踪的系统构成如图2．2所示“”，目

标的跟踪处理在数据处理部分完成。

图2．2目标跟踪系统的构成

目标跟踪系统的基本流程为：传感器获取量测信息，对采样信号经过适当的处理，滤

除噪声和杂波，在数据处理部分完成目标识别与检测、目标模型的建立以及对目标的跟踪，

产生驱动信号控制伺服系统及时做出调整，同时可以对观测目标或者运动轨迹等信息进行

显示。

传统的跟踪系统是单传感器对单目标跟踪系统，也就是一个传感器连续地瞄准和跟踪

一个目标。单传感器对单目标的跟踪技术，是各种理论在目标跟踪技术上应用的基础，许

多新方法与策略都是先在单传感器跟踪单目标这一基础上进行验证的，进而推广到单传感

器跟踪多目标，多传感器跟踪单目标，多传感器跟踪多目标等复杂情况。下面仅在单传感

11



西安1：业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器跟踪单目标情况下进行讨论。

2．3单目标跟踪的关键技术

单目标跟踪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观测数据的形成与处理、目标模型的建立、滤波与预

测以及跟踪坐标系的选择和滤波状态变量的选取。下面分别给以简单介绍。

2．3．1观测数据的形成与处理

观测数据通常是指来自传感器输出信息的所有观测量的集合，这些观测量一般包括目

标运动学参数，如位置和速度、目标属性、目标类型、目标数目或形状以及观测值的时间

序列等。单目标跟踪技术中，观测信息主要是指运动学参数。

观测数据的采集既可以等周期(即等速率)采集也可以变周期采集，在实际工程应用

中，一般都采用等速率数据采集。观测数据大多含有噪声，为了提高目标状态估计的准确

度，所以通常采用数据处理技术以提高信噪比。观测数据的处理包括时间校准、位置校准、

剔除野值、滤波“21以及观测数据的坐标转换等。对观测数据采用何种预处理方法与具体实

际问题以及采用的滤波算法有关，目前常用的方法有数据压缩，包括等权和变权预处理等

技术。

2．3．2目标模型

应用估计理论尤其是卡尔曼滤波理论进行目标跟踪时，必须首先建立目标的数学模型

来描述与估计问题有关的物理现象，这种数学模型应把某一时刻的状态变量表示为前一时

刻状态变量的函数。所定义的状态变量应是能够全面反映系统状态特性的一组维数最少的

变量。一般地，状态变量与系统的能量有关。比如在目标运动模型中，状态变量中所包含

位置元素与势能有关，速度元素与动能有关。

在目标模型的构造过程中，考虑到缺乏有关目标运动的精确数据以及存在许多不可预

测的现象，如周围环境的变化及驾驶员主观操作等因素，需要引入状态噪声概念。当目标

作匀速直线运动时，加速度可以看作是具有随机特性的扰动输入(状态噪声)，并假设其

服从零均值白色高斯分布，这时可以直接使用卡尔曼滤波方法。然而，当目标发生诸如转

弯或逃避等机动现象时，上述假设不合理，机动加速度变成为非零均值时间相关有色噪声

过程。

对于无机动或弱机动的目标，一般采用二阶匀速(Cv)模型或三阶加速度(cA)模

型“””即可。对于机动目标除了要考虑上述加速度非零均值时间相关噪声假设外，还要考

虑加速度的分布特性。客观上要求加速度分布函数应尽可能地描述目标机动的实际情况。

比如，全局统计模型考虑了目标发生机动的各种可能性，并建立了一种适合任何情况和任

何类型的机动模型，典型代表有Singert“1模型。另外，“当前”统计模型“”1考虑的是目

标当前时刻的机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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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滤波与预测

滤波与预测是估计当前状态和预测未来状态的必要技术手段，如对目标位罱、速度、

』Ju速度的估计。当目标非机动时，基本的滤波方法有线性自回归滤波、维纳滤波、最小二

乘估计、口．卢滤波、口．卢．y滤波、卡尔曼滤波、最大似然估计等H2”。”。对一个具体的

跟踪问题，选择何种滤波方法，需要把跟踪精度和计算代价等因素折中考虑。

在跟踪过程中，若目标发生机动，这时采用上面提到的基本滤波与预测方法已不能解

决问题，跟踪滤波器经常会出现发散现象。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应用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各种

自适应滤波与预测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①重新启动滤波增益序列；②增大输

入噪声的方差；③增大目标状态估计的协方差矩阵：④增大目标状态维数；⑤在不同的滤

波器之间切换。前三种方法主要是改变滤波器的参数特别是滤波器的增益，后两种方法主

要是以某种方式改变跟踪滤波器的结构。

2．3．4跟踪坐标系与状态变量的选取

通常采用的跟踪坐标系主要有：直角坐标系、球面坐标系和混合坐标系。采用直角坐

标系的优点是滤波和外推过程可以在线性模型上实现，计算简单且有较好的误差传播特

性。采用直角坐标系的明显优点在于滤波和外推过程可以在线性动态模型上实现。在直角

坐标系下，滤波状态变量一般为目标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目标的状态方程为线性的。

一般地，传感器的观测量是在球面坐标系中获得，而目标的状态方程则可在直角坐标

系中线性地表示。但是，球面坐标系下状态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而且一直缺少比较精确

的模型来描述状态变化的过程。在球面坐标系下，状态方程是非线性的，状态方程的非线

性就使得滤波公式非常困难，故采用球面坐标系会导致较为复杂的滤波和外推过程，则必

须要在滤波和预测之前进行坐标变换，换算到直角坐标系下进行，使得状态方程转换为线

性的形式，勿庸置疑，上述坐标变换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误差的传递问题，这将会影响跟踪

的精度。如果能够在球面坐标系下建立精确的滤波公式，将会大大提高跟踪精度。尽管模

型和算法非常复杂，目前也己出现完全在球面坐标系下进行目标跟踪的模型和算法。

在现代雷达跟踪系统中，工程应用中往往是同时采用直角坐标系和雷达测量坐标系，

即混合坐标系。其好处是直角坐标系的参数变化率最小，目标状态方程可以方便地用线性

方程描述，而且直角坐标系适合描述目标的运动特性，在雷达测量坐标系中(通常是极坐

标或球坐标系)，目标斜距、方位角和俯仰角等参数均可独立观测得到，而且观测方程也

是线性的(仅对观测参数而言是线性的，对状态变量则往往是非线性的)。再利用坐标变

换关系，滤波与预测过程便可在直角坐标系中方便地完成。

关于状态变量的选取原则，一般的方法是选择维数最少而又能全面反映目标动态特性

的一组变量，状态越少，存储量越小，计算时间越短。Johsn⋯已经证明，状态变量与跟

踪坐标系的选择是有直接关系的，若选择一个合理的坐标系，状态估计问题的计算代价可

以大大减小“”。

13



3卡尔曼滤波算法研究

3卡尔曼滤波算法研究

本章简单介绍了滤波理论，对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了研究，详细介绍了卡尔曼滤波算

法的递推流程，以及卡尔曼滤波在实际工程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在MATLAB环

境下用卡尔曼滤波对导弹跟踪进行了仿真，仿真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

3．1滤波理论基础

在数字信号处理中，滤波器的作用是把有用的信号从含有噪声的采集信息中提取出

来，信号差分模型一般为：

x(七)-s(k)+v(七) (3．1)

式中，z∞是输入信号，J∞是有用信号，v@)是噪声。设滤波器的单位函数响应为^∞，

则输出为：

y(k)一h(m)x(k一历)，m一1’2⋯3．，k (3．2)
百

这里希望y∞尽量接近s(D，所以称)，∞为s∞的估计值。实际上，式(3．2)的卷积

形式可以理解为从当前和过去的观测值z∞、x(k-1)、x(k-2)⋯⋯来估计有用的信号的当前

值J∞，用j∞)表示。因此，用滤波器进行滤波的问题，可以看成是一个估计的问题。

一般估计的方法有：①从当前和过去的观测值来估计信号的当前值，BPy(k)一s(k)，

称为滤波；②从过去的观测值来估计信号的现在值或将来值，即y(k)一J@+K)K≥0，

称为预测或外推；③从过去的观测值来估计过去的信号值，即y(k)一s(k-K)K≥1，称为

平滑或内插。

3．2卡尔曼滤波器简介

卡尔曼滤波是以最小均方误差为估计准则的最优估计，是一种时域滤波方法，其基本

思想是：采用信号与噪声的状态空间模型描述系统，利用前一时刻的估计值和现时刻的观

测值来更新对状态变量的估计，求出现时刻的估计值。

设线性时交系统的离散状态方程“”为：

x@+1)一F@+1，七)x(七)+G(七)∥体) (3．3)

式中，x(七)∈R“为目标状态向量；F(七+1，七)∈R～为状态转移矩阵，G@)∈尺”为输入

矩阵，这两个矩阵是系统特性所决定的；形(t)∈R叫为k时刻的状态噪声，以后所用参

数与此处相同。 ．

式(3．3)的物理含义是：系统k+l时刻的状态x似+1)由系统在k时刻状态x(t)通过

状态转移矩阵F(k+1’七)的作用以及状态噪声矩阵缈(t)在输入矩阵G(∞的作用共同决定；

即状态的改变是由前一时刻状态和状态噪声所决定的。

14



西安工业人学硕士学位论文

设线性时变系统的离散观测方程为：

y仲)=H@)x(七)+y@) (3．4)

其中，y(七)∈R“是k时刻的观测向量，H(k)ER””为观测矩阵，y(女)∈R“为k时刻观

测噪声。

式(3．4)的物理含义是：系统k时刻的观测向量y@)是状态向量x(t)通过观测矩阵的

转化与观测噪声y似)叠加的结果；即所观测到的数据是由当静状态和噪声所决定的。

我们用向量j(t)表示k时刻对随机信号向量x@)的最优线性滤波的估计值，用向量

j@+1It)表示在k时刻对Ot+1)时刻的随机向量x@+1)的最优线性预测估计值。

卡尔曼滤波估计误差㈨为一向量，即为：

P@)一工@)．重@)一

其滤波误差协方差矩阵P(k)为：

P@)=Ele(k)e7@)】；

‘@)一毫@)

％似)一萱：(七)

■@)一毫@)

『Ek@)】2 研巳(豇弘：@)】

I Ep：@h@)1 Ne2(k)12

l ； ；

l Eh@)气@)】研巳(七弦：@)】

号。@)曷．：@)⋯置，位)1

最。(七)昱’2他)⋯P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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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若状态向量为n，则滤波误差协方差P(t)是一个n×n阶矩阵，其对角线上诸元素

即为各信号分量的均方滤波误差。

对卡尔曼预测来说，其预测误差向量为

e(k+1l七)一X(后+1)一x(t+1I七)

其预测协方差矩阵为

e(k+Ilk)=E[e(k+llk)／(k+1I七)】

所谓卡尔曼滤波器或预测器，实际上就是一种能对向量随机信号进行最优线性滤波或

预测的递归型滤波器。“最优”的含义，是指能使每个信号分量的均方估计误差值同时为

最小，本着这个估计准则，建立了卡尔曼滤波算法。

假设目标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为(3．3)和(3．4)，状态噪声和，啡)和观测噪声y@)

为互不相关的高斯白噪声，其方差分别为Q∞和R(七)，则卡尔曼滤波基本方程为：

状态预测方程：j@Ik．1)-F(k，k一1)2q,·llk-1) (3．5)

状态估计方程：萱@Ik)=譬(七Ik-1)+置@)【y@)一日@)萱@lk-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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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增益方程：K(k)-e(klk—I)H7@)【日(t妒@Ik-I)H7@)+R(女)r (3．7)

预测误差协方差：P(klk·1)一F(七，k一1)P(k一1fk一1)F7@，k一1)+G@一I)Q(七一1)G7@．1)(3．8)

滤波误差协方差：e(kI七)置【I·K似)日@)lP@Ik一1) (3．9)

新息(残差)向量被定义为：

d@)*Y@)一日(七)x@Ik·1) (3．10)

其协方差矩阵为：

s@)，日@)P@lk一1)日1@)+R@) (3．11)

只要给定系统状态初始值x(0)和协方差P(o)，根据k时刻的观测值y@)，就可以递

推计算出k时刻的状态估计雪(t)。该算法可用图3．1来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卡尔曼

滤波具有两个计算回路：增益计算回路和滤波计算回路。其中增益计算回路是独立的，而

滤波计算回路依赖于增益计算回路，在一个滤波周期内，从卡尔曼滤波在使用系统信息和

观测信息的先后次序来看，卡尔曼滤波具有两个明显的信息更新过程：时间更新和量测更

新过程。当已知k一1时刻的预测状态估计值和k时刻的观测值，以k一1时刻的一步预测协

方差就可以求出k时刻的状态估计协方差，并可预测k+1时刻的状态估计值和量测值。

该两式的计算中，仅使用了与系统动态特性有关的信息。如状态转移矩阵、输入矩阵、噪

声的方差阵，从时问的推移过程来看，该两式从k一1时刻推进到k时刻，描述了卡尔曼滤

波的时间更新过程。其余诸式用来计算对时间更新的修正量，该修正量由预测协方差

P@Ik一1)、观测噪声协方差矗(t)、观测矩阵日(t)及测量值y(七)所确定，所有这些方程

的目的就是正确合理地利用测量值l，似)，所以这一过程描述了卡尔曼滤波的量测更新过

程。用计算机编程实现卡尔曼滤波递推过程在下一节中进行详细介绍。

图3．1卡尔曼滤波的计算回路和更新过程

3．3卡尔曼滤波的递推流程

滤波和预测的目的是估计当前和未来时刻的运动状态，包括位置、速度和加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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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讨论卡尔曼滤波的详细递推流程。

假设目标的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分别与式(3．3)和(3．4)形式相同，这里假定输入矩阵

G位)为单位矩阵，则其形式变为：

X(k+1)一，@+1，t)x@)+，，，@)

】，(t)；H(k)X(七)+y@)

由式(3．5)～(3．9)可以看出，卡尔曼滤波器是以预测加修正作为其递推滤波的基本算

法的。卡尔曼滤波器的这一递推特性，使我们很容易用计算机来实现对信号的实时滤波。

为此，我们可以采用软件方案来实现卡尔曼滤波。

在卡尔曼滤波的一整套递推算法中，式(3．6)可构成卡尔曼滤波的主程序算法，图3．2

给出了主程序算法的框图。

x仲l

r伸1 阳d选lnh 土厂A ． ． ．

7。一氟第二步 } 第一步 I

图3．2卡尔曼滤波的主程序算法框图

从图3．2可以看出，卡尔曼滤波的主程序算法主要分三步来进行。

第一步：在已知(k-1)时刻对信号向量x(k．1)的估计值2(k．1l七．1)的条件下，用状态

转移矩阵F乘以萱0．1lt．1)，得到在(七．1)时刻对k时刻信号向量砸)的预测值
x@Ik-1)一Fx@·1Ik一1)；

第二步：用观测矩阵H(t)乘以2(kIk-1)，得到在(k-1)时刻对k时刻的测量数据向

量y@)的预测值矿@Ik一1)一H2(klk一1)；再用Y(k)的实测值减去预测值r得到残差(新

息)d(k)=】，@)-矿僻lk．1)；lr@)一HX(klk-1)；最后用滤波增益矩阵K(k)乘以d(t)，得

到修正量K@V(＆)；

第三步：把对信号的预测值萱(七Ik-1)加上修正量K(k矽@)，得到信号的滤波值

重@I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运算过程中，所用到的滤波器增益矩阵眉(七)并不是在主程序

中计算出来的，它需要从下面将要介绍的子程序中调用。上述运算过程中所得到的估计值

萱@It)应存贮起来，以备下一次递推时使用。只要确定了信号估计值的初值萱(o)，递推

就可以依次进行下去。在从(k-1)时刻到k时刻这段时间内，只需把戈(七一1 Jk．1)存贮起来。

随着递推的不断进行，再对它不断更新。当然，如果状态转移矩阵和观测矩阵是时变的，

就必须也把F(k，k．1)和凹(t)也存贮起来，本处采用的是非时变的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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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滤波的子程序算法是由式(3．7)～(3．9)构成的，其算法框图由图3．3所示。

．1if(p

图3．3卡尔曼滤波的子程序算法框图

从图3．3可以看出，卡尔曼滤波的子程序算法也分三步来进行。

第一步：在己知P@一1 J七一1)、Q(七一1)和，(七，k-1)豹条件下，利用(3．8)式求出

P(七Ik-1)；

第二步：将，@lk．1)、日(t)和置@)代入式(3．7)，求出增益J姒)，供主程序调用；

第三步：将r(klt,·1)、x∞和日@)代入式(3．7)，求出协方差阵t'CkV,)并存贮起来，以

备下依次递推时用。

由于滤波增益矩阵j砸)只与矩阵F(k，k一1)、同∞、Q(k-1)和R@)以及滤波协方差矩阵

的初值以0)有关，而与信号的估计值和测量值无关，所以对j啦)的计算可在对信号进行

估计之前就由子程序来独立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F、日、Q、R都是与时间无关的常数矩阵，滤波协方差矩阵eCklk)

和滤波增益矩阵j础)仍将与时间有关。只要选定了滤波协方差矩阵的初值以0)，予程序

中的递推运算即可反复进行下去，从而对eCklk)和主程序所需调用的Jm)不断进行更新。

此外，由于在式(3．7)求圈∞的过程中需要对∞×肌)阶矩阵【HP(klk-a)u7 4-R@)】求

逆，所以量测数据向量m)的维数肼一般不宜取得过大。这一要求，实际上一般都能得
到满足。例如，常用系统可以构成状态向量砸七)的状态变量往往可多达十几个以上，但

用以构成量测数据向量y@)的量测变量一般却仅有两三个。

3．4卡尔曼滤波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把卡尔曼滤波理解的更加透彻，在这里把卡尔曼滤波的主程序算法和子程序算

法合在一起，对子程序中影响滤波增益Iqk)的诸因素与Ji触)在主程序中所起的作用之阃

的关系进行研究。
’

在卡尔曼滤波的主程序中，首先根据信号模型对信号进行外推预测，得到信号的外

推预测值2(kIk．1)；然后，根据信号的量测方程和信号的实测值，求出残差d(的，经调

用J啦)加权后，作为对信号预测值的修正量；最后，将预测值和修正量相加，给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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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滤波估计值2(k I女)。K很)在主程序中是修正量的加权因子。JI触)大，意味着实际测量

值在滤波估计中起的作用大；Jm)小，意味着外推预测值在滤波估计中所起的作用大。

J鳅)的大小是在卡尔曼滤波的子程序中计算出来的。从(3．7)式可以看出，Jr@)的大小

与J℃@)有关。若月位)变小，则J砸)变大。这一结果的物理意义是十分明显的，R∞变小意

味着测量过程中引入的量测噪声变小，因此信号实测值y∞)的准确度提高。此时，当然应

该把X(k)1R得大一些，使信号的滤波估计值依赖实测值的比重加大。

从(3．7)式可知，聊)的大小还与雕k一1)有关。根据(3．8)式，若e(k．1Ik-1)变小，或
Q(k．1)变小，或两者都变小，则雄k．1)变小。此时，聊)也变小。这一结果的物理意义也
不难理解。e(k-llk．1)变小意味着原有滤波估计值贾@．1lk一1)较为准确，Q@一1)变小意味

着动态过程噪声在信号模型中起的作用较小，这都会使信号的外推预测值Yc(klk．1)的可

靠性提高。这一点，也可以从预测协方差eCkV,一1)变小看出。此时，当然应该把踯)值取
小一些，使信号的滤波估计值依赖外推预测值的比重加大。

3．5卡尔曼滤波在光电经纬仪上的应用

光电经纬仪跟踪目标所采用的传统方法就是通过图像处理的方法对目标进行识别，然

后计算得到脱靶量的值来瞄准目标。但是由于观测过程、图像处理、执行机构的调节过程

’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这种跟踪方法所固有的滞后时间是传统跟踪算法的缺陷。经纬仪

在跟踪测量目标时，可得到目标点的方位角和俯仰角，为了得到目标点的距离或空问坐标，

对于新型的光电经纬仪可以采用激光测距的方法，同时也可以采用两台(或多台)经纬仪

交汇测量技术。在得到不同时刻目标点的空间坐标后，即可对航迹进行拟合处理，从而得

到航迹轨道方程，进而可以外推下一时刻目标点的位置、速度和加速度，在跟踪测量中是

很有实际意义的。因此可以用卡尔曼滤波根据观测得到的离散时间序列对目标运动轨迹的

下一时刻的状态进行估计。

对导弹进行测试时由于气候，电磁干扰以及测量仪器精度等的影响，测试弹道与实际

弹道有一定的偏差，使得测量数据含有噪声，这里我们假设测量噪声为高斯白噪声。因此，

要对导弹进行跟踪，根据测试数据对导弹的轨迹进行滤波估计就显得十分必要。本节介绍

建立了目标匀加速运动的卡尔曼滤波模型，结合弹道测试设备的测量原理给出了观测噪声

模型，并在MATLAB环境下对实际弹道进行估计跟踪仿真，并给出了仿真结果，仿真结

果表明：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出目标的实际轨迹明显优于目标的测量轨迹。

3．5．1光电经纬仪简介

光电经纬仪。”是迄今为止在空间动态目标定位测量中精度最高的航迹测量系统。由于

其具有实时高精度、动态跟踪和图像再现等优点，广泛地应用于航空航天武器试验等科研

和军事领域。光电经纬仪测量是一种跟踪测量，当目标进入光学测量的视场内后，伺服系

统捕获锁定目标，然后一直跟踪目标，保证目标一直位于光学测量的视场内，记录系统同

时记下目标相对视场中心的偏差——脱靶量，测角系统测量出视场中心的方位角和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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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和脱靶量共同合成目标的实际角位置。由光电经纬仪测量原理过程可以看出，跟踪伺

服系统在测量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跟踪伺服系统的捕获、跟踪性能决定了经纬仪测量

运动目标的能力。

光电经纬仪一般主要由光学系统(望远镜)、跟踪伺服系统(包括跟踪电视、跟踪架、

跟踪处理器和电控)、测角系统(方位、俯仰编码器)、记录系统(摄影机、测量电视)

等组成。

早期的光电经纬仪多是半自动跟踪，即由人操纵单杆驱动经纬仪完成对目标的跟踪测

量。人作为调节器的频带宽度是很小的，捕获、跟踪能力收到极大的限制。为了实现对目

标的快速捕获与跟踪，出现了电视、红外等成像自动跟踪伺服系统。成像自动跟踪是成像

跟踪处理器提取出目标相对光学视场中心的偏差(也称脱靶量)，作为跟踪误差，经功率

放大驱动经纬仪跟踪架运动实现对目标的跟踪测量。

根据跟踪误差产生的方式不同，光电经纬仪跟踪又分为半自动跟踪、电视自动跟踪和

数引随动跟踪。半自动跟踪是操作手通过瞄准望远镜检测误差，操纵单杆进行跟踪。电视

自动跟踪是电视视频信号通过电视跟踪器处理以后得到位置误差，进行跟踪。数引跟踪是

计算机或其它引导设备(如雷达等)给出目标的位置及其速度，引导经纬仪对目标跟踪。

光电经纬仪方位跟踪伺服系统框图如图3．4所示。

图3．4光电经纬仪方位跟踪伺服系统框图

3．5．2状态模型的建立

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关键是建立准确的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本节主要是对导弹飞行轨

迹进行跟踪估计，所以要根据导弹飞行飞行状态建立合理的状态模型。导弹在飞行过程中

作均加速运动，则可以给出跟踪目标的状态方程如下：

x(七+1)一F@+1)x@)+∥(七)

式中，状态向量x@)为9状态向量，分别为工、Y、z方向的距离、速度、加速度，即：

X@)一Ix(k)y(k)z(七)匕(七)b0)屹@)aAk)ay@)nz@)】l
’

状态转移矩阵F(七)为常值，不随时问的变化而变化：状态噪声-啡)为零均值高斯白噪声。
观测方程为：

y@)=H@)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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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观测值为3状态向量，分别为x、Y、Z方向的距离，观测矩阵H也为常值，并且

为了矩阵运算方便写为3X9阶矩阵；观测噪声啡)为零均值噪声。根据运动状态可以写
出F矩阵和日矩阵分别为：

F一

导弹跟踪系统中采用带有激光测速装置的光电经纬仪对在三维空间中飞行导弹的距

离、方位角和俯仰角进行的测量，分别用ro、Oo、80来表示。下面用实际的弹道数据进

行跟踪仿真，导弹飞行距离最远约为37kin，飞行高度最高约为5km，光电经纬仪位于发

射点后方200m处。经纬仪采样时间为40ms，采样点为1328。在离散时问内对目标位置

进行测试。

完整导弹飞行的曲线如图3．5所示：

图3．5完整弹道的曲线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目标距测量传感器较远，所以在后端引入了较大的测量噪声，

其最大跳动约达到400m，若按测试数据对导弹进行跟踪则无法满足跟踪任务要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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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如图3．6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测量值后端波动非常大。

y(m)

图3．6弹道局部放大的曲线示意图

针对以上实际弹道和卡尔曼滤波模型，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目标跟踪仿真。光

电经纬仪的测量值是在球坐标系下获得的，要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目标进行跟踪，就需要

对测量值进行坐标转换，使得目标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都为直角坐标系下的线性方程。在

实际工程中目标的实际位置是不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是在球坐标系下目标的测量值，所

以我们采用测量值已知情况下转换卡尔曼滤波进行仿真。不可避免地，在坐标转换时会有

转换测量值误差存在，转换测量值误差方差矩阵冠的元素为：

Rn一{<r20+2a2,)(cos2poeos2岛e“。r4“’+cos2P0e“’+cos200e4分·+q
-r

--1圹2。+a2,Xcos2pocos200e。’。_+cos2／，0e。。～。_+∞s2岛P。～42，．e4；42，)

群2-·≯1 r2。+2口2，)(cos2∥oCOs200e"k,20-402p_c0S2反e"40：p 4-cos200e'b2,+1)

+l(r20+02r)汹s2f10cos2即"302a"bzP"1"oos2即。口2，∞2，+cos2即砒m2，·P4‘Ⅲ2，)

《={(r2。+盯2rXcos2,tt,0e-3。b．e‘以)．昙(，02 4．20．2")cos2poe4。’．1)
‘ 二

砰一；1圹2。+a2,Xsin2floe-3‘,'oq．e。o一)．丢(r02+2a2,)(sin2雕电2-40p2+e锄2)
‘ 二

砰一cosocos,8 sinfl(一r20—or2，+(r20+弛2弘-02p弦40。'

墨}一sinocos／，sinfl(-r20．or2r+(rZo+2q2弘4’)P40’34'

上式中，ro、％、Po分别表示测量值，彩、《、％2分别表示测量误差方差。测量误差名、

瓦、磊是相互独立的零均值高斯噪声，方差大小q-50m、％---0．5、％=o．5。状态晦声
为相互独立的零均值高斯白噪声，其方差用矩阵Q表示，Q的取值需要先验知识，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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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需要试算确定，此处根据经验值Q取一个很小的数与对角矩阵的乘

积，即Q值为：

Q暑

此处测量噪声也为零均值的噪声，方差R为测量值己知情况下转换测量值误差的方差矩

阵兄，即足值为：

『砭1砰聍1
胄=1 0砰砰f

l 0 0聍l

初始状态值圈，o)=【315 122 4．5 10 2 2 1．1 1】T，初始协方差P(O)=20xdiag(9)(9x9的对角

阵)，用转换坐标卡尔曼滤波器对上述运动目标进行跟踪。图3．7，3．8分别是采用转换误

差观测噪声模型的卡尔曼滤波导弹跟踪的全局仿真图和局部放大图。

图3．7卡尔曼滤波导弹跟踪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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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卡尔曼滤波导弹跟踪仿真局部放大图

3．5．4仿真结论

通过以上仿真，说明本文提出将卡尔曼滤波用于导弹跟踪及轨迹预测是可行的，优于

大多数估计理论方法。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标的真实轨迹是平滑的抛物曲线，

通过卡尔曼预测所得到的目标轨迹比目标的测量轨迹更多地接近目标的真实轨迹，因此说

明卡尔曼滤波估计的准确性是非常精确的，采用这种估计算法简单易行，我们能够准确的

递推出我们难以测量的位置值，提高跟踪的可靠性。



4卡尔曼滤波算法在云台上的应用及实现

4卡尔曼滤波算法在云台上的应用及实现

采用视频图像序列对运动目标的检测与跟踪，在机器人导航、智能监视系统、交通检

测、医学图像处理以及视频图像压缩和传输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实时运动目标跟踪是

模式识别、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武器制导等领域的重要课题。它把图像处理、自动控

制、信息科学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能从图像信号中实时地自动识别目标，提取目标位

置信息，自动跟踪目标运动的技术。对序列图像中的目标进行实时跟踪在军事、工业和科

学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运动目标检测就是判断视频序列中是否存在运动目标，并确

定目标的位置；运动目标跟踪是指能够根据目标对象的运动来控制相应装置进行调整(如

摄像头或导弹的运动等)来监视运动目标的时空变化。

由于摄像头的图像拍摄机理存在采样延时，云台的转动速度较慢以及处理延时的存

在，都可能使得带动摄像头运动的云台无法及时地跟踪目标，特别是对于运动速度较快的

目标。若要实时跟踪目标，就要提前预测目标运动，即由Ifl标轨迹的一系列采样点估计目

标的运动规律，利用当前的采样值去预测目标在下一帧图像中的位置。可以较好解决采样

滞后带来的影响，根据预测云台可以提前转动到目标下一时刻位置。文献1521目标跟踪结

合检测到的运动目标图像和当前模板进行相关匹配，这种算法计算量大，文献[531使用卡

尔曼滤波器预测运动区域再进行搜索找到最佳匹配区域。文献[54]提出一种基于区域模板

相关的跟踪算法，首先对图像序列进行熵阈值分割，然后用形态学滤波的方法去掉噪声，

最后用相关系数作为相似度准则来确定目标位置。文献[55]研究了基于时变马尔可夫转移

概率的机动目标多模型跟踪算法，而对于系统误差和量测误差可统计的情况，应用卡尔曼

滤波预测跟踪算法呲⋯，跟踪精度高、便于计算机实时处理。基于此种特点，本章采用基

于卡尔曼滤波的预测模型，充分利用卡尔曼滤波方程的递推估计功能来预测目标运动位

置，及时调整云台带动摄像头的偏转角度，较好地解决了采样与云台运动滞后带来的跟踪

失效问题。

4．1云台跟踪系统的组成

4．1．1云台跟踪系统的结构

本论文主要研究目标是卡尔曼滤波算法，故用简单实验环境对算法进行验证，所研究

的目标跟踪验证系统的组成框图如图4．1所示。该目标跟踪系统由摄像头，云台解码器，

两自由度恒速云台，计算机及软件控制界面组成，跟踪目标为一黄色乒乓球。

系统启动后，摄像头采集运动目标的图像信息序列，并将采集的图像数据传送给PC

机；PC机作为中央处理单元，通过计算机实时地分析包含目标运动的图像序列，对图像

进行处理检测出目标位置，并由此分析判断目标的运动状态，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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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C机

图4．1系统总体框图

的运动状态，预测出目标下一时刻出现的位置，与当前量进行比较，在得到偏差量以后通

过RS。232串行通讯方式发送控制命令，解码器接受命令后使得云台带动摄像机做相应的

运动(如：云台的上、下、左、右动作)，使得摄像头提前运动到目标出现的视场内，再

次采集图像信息；如果在目标暂时丢失则继续根据上一个参数对云台进行调控，若连续四

帧后还没有目标出现则认为目标丢失，停止跟踪。这样目标将始终位于图像显示区的中心

附近并避免了跟踪中的短暂遮挡丢失目标。

4．1．2云台解码器系统

1)云台

本系统选用JM3030APT型全方位云台作为摄像头指向调节机构，这种云台使用伺

服电机实现水平和俯仰两个自由度的转动，两个自由度方向不能同时运转，其主要优点有：

摄像机和镜头控制电缆直接通过云台内部与外部连接，无零乱电缆外型美观，材料选用高

强度阻燃ABS，符合消防要求配有方形和圆形安装板，不需另外安装支架电机选用瑞士

UBR2电机及减速箱。在60℃条件下，可连续运行1万小时以上，运行平稳。

参考图片如图4．2所示，云台技术参数详见表4．1。

图4．2 JM3030APT型全方位云台实图

表4．1 JM3030APT型全方位云台技术参数

旋转角度 水平0。～355。；垂直：+10。～60。

旋转速度 水平旋转速度6。／s(50Hz)；垂直旋转速度40／s(50Hz)

输入电压 AC24V

2)解码器及通讯协议介绍

本系统采用Gold VideoAV2002云台解码器，这种解码器使用RS232串行通讯方式与

上位机进行通讯，其通讯协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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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讯接口：RS232，无效验，无应答；

数据格式：8个数据位，无校验位，1个停止位：

通讯速率：9600b／s。

②命令格式(上位机发)：

第一字节：EEH(十六进制数)；

第二字节：站号(十六进制数)站号范围00H．3FH；

第三字节：命令(十六进制数)控制命令。

本系统中只有一个解码器连接一个云台，因此将站号设定为OOH；对于控制命令而言

除了云台转动外，还有镜头调节、报警等命令，本系统中不予采用。所以，云台具体控制

命令为：

@)EE0042：云台顺时针转动；

②EE0043：云台逆时针转动；

③EE0044：云台向上转动；

④EE0045：云台向下转动；

⑤EE0041：云台停止转动。

4．2目标检测算法及实现 ．

用图像作为观测信息进行目标跟踪首先必须的工作是检测出运动目标。本节实现了一

种基于颜色的目标检测算法，即对特定颜色的目标进行运动检测。可以根据不同颜色的目

标用这一种方法经过实验确定不同的分割阈值，完成对不同颜色运动目标的检测。本文中

的目标是一黄色乒乓球，图像采用的是8位无符号整型RGB图像，首先提取图像的红、

绿、蓝的颜色分量，根据红色与蓝色和绿色与蓝色的颜色分量比值确定分割阂值，然后进

行滤波处理，完整检测出运动目标。

4．2．1图像采集

在工程实践中，首先从传感器获取输入信号是一切后续工作的基础，对于摄像头跟踪

系统输入信号是图像，所以获取目标图像非常重要。本系统采集图像是利用MATLAB的

图像采集工具箱完成目标图像的获取的。图像采集工具箱“”(ImageAcquisitionToolbox)

扩展MATLAB的强大科学计算能力，允许直接在MATLAB环境下通过工业标准硬件设

备获取图像和视频信号。通过该工具箱，可以直接将MATI．AB环境同图像采集设备连接

起来，预览图像，采集数据，并且利用MATLAB提供的强大的数学分析与可视化、算法

功能完成图形图像的处理。该工具箱的特点有：

①现场视频和图像信号的获取；

②支持标准模拟、数字图像采集设备；

③支持Wmdows兼容的视频设备；

④现场视频信号预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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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允许单帧或者连续的数据采集与分析；

⑥支持多种图像制式；

⑦允许同步采集和处理。

该工具箱支持的硬件有：

①Data Translation公司提供的图像采集设备，Data Translation Omni CD2．2或以上；

②Matrox公司提供的图像采集设备，使用MIL或MIL-Lite7．0或以上；

③Windows兼容的图像采集设备，包括通用摄像机、使用USB或者火线(IEEE．1394)

的Web摄像头、视频采集卡、DV等。

在进行图像采集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检测安装的可用设备，工具箱中的

imagqhwinfo功能函数提供了当前系统可访问的所有采集设备的列表；查看采集设备的信

息，可调用imaghwinfo(‘name’)函数获得安装设备的详细信息，name是指采集设备的名称，

在第一步查看所有安装设备时可以得知，这里获得的设备信息包括设备名称，设备ID，

支持的图像格式等等，并且可以对图像大小以及图像格式进行设置，本文采集的是

240x320大小的8位无符号整数类型的RGB图像。在用采集设备捕捉图像前先要在

MATLAB环境下与图像采集设备建立连接对象，可用如下函数实现：

vidobj=videoinput(‘winvideo',1)； ％图像采集设备与MATLAB进行连接

表示使用的是Windows兼容的图像采集设备，设备ID号为1。为了获得较为清晰的图像，

在图像采集前打开一个预览窗口，例如preview(vidobj)。图像的采集可分为单帧和多

帧两种采集方法，本文中使用单帧采集，可采用如下函数实现：

snapshot=getsnapshot(vidobj)； ％采集单帧图像

set(vidobj,'’FramesPerTrigger',50)； ％设置连续采集帧数

start(vidobj)； ％开始采集

一旦图像采集结束，图像采集对象就不再需要了，就可以删除及清理相关变量，如下：

delete(vidobj)

clear vidobj

4．2．2阈值分割处理

基于颜色的目标检测算法其阈值设置是根据红、绿、蓝色的分量的比值进行设置的，

所以首先要获得图像的红色(red)、绿色(green)、蓝色(blue)分量。图像的基本类

型主要有索引图像、RGB图像、灰度图像、二值图像，本文中是图像采集设备获取的是

RGB图像，其颜色分量值对图像后续处理非常重要。RGB图像即真彩图像，RGB图像在

MATLAB中是用三维数组表示的，一般存储为一个nxmx3的三维数据数组。n，m分别

为图像的行、列数。数组中的元素定义了图像中每一个像素的红色、绿色、和蓝色分量值。

需要指出的是，RGB图像不使用Windows颜色映射表。像素的颜色由保存在像素位置上

的红、绿、蓝的灰度值的组合来确定。图形文件格式把RGB的图像存储为24位的图像，

红、绿、蓝色分别为8位，这样可以有1000多万种颜色(即224=16777216种颜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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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采用的RGB图像的大小为240×320，数据类型为unit8位，每一种颜色用IO，2551

之间的数值表示。在MATLAB中图像数据存储为三维数据矩阵，每一个像素的三个颜色

值保存在数组的第一，二，三维中，假设图像数据存储在名为snap的三维数组中，则可

直接提取数组的一，二，三维分量，即用snap("，：，1)、snap(：，．，2)、snap(：，：，3)获得图像的红、

绿、蓝颜色值。

图像分割⋯是图像处理到图像分析的关键步骤，目的是把图像空间分成一些有意义的

区域。例如一幅航空照片，可以分割成工业区、住宅区、湖泊、森林等等。可以以逐个像

素为基础去研究图像分割，也可以利用在规定领域中的某些图像信息去分割。分割的依据

可以建立在相似性和非连续性两个基本概念之上。最常用的图像分割方法是把图像分成不

同的等级，然后用设置灰度门限的方法确定有意义的区域或欲分割的物体之边界。根据一

幅图像的直方图可以看出像素的灰度分布，设置一个合理的阈值T，把直方图分成两部分。

灰度分割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把图像变成二值图像。例如，图像厂O，Y)的灰度

级范围是(z。，％)，设T是气和2^之间的一个数，那么分割后图像^O，y)可由式(4．1)表示，

工，y表示像素的位置：

船小器冀器笔 ∽，，

另一种方法是把规定的灰度级范围变换为1，把灰度级以外的灰度级变换为0，分割后图

像可由式(4．2)表示：

驰小品磊似力酬 (4．2)

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阈值分割方法也即动态阈值选择方法。这种方法是将像素的灰度

值与像素周围的字符大小的邻区内各灰度的平均值相比较，如果在某一区域内像素灰度值

明显与周围像素灰度值有差异，则根据像素灰度值取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的像素应为

“1”，否则为“0”。阈值的选取相当重要，阈值选取的太小，就会将背景噪声误认为是

目标，相反，如果阈值选取的太高，就会丢失一部分目标信息。所以，在本文中的阈值设

定要经过多次实验测定设置合理阈值。运用前面的算法对图像处理得到图像的红、绿、蓝

分量以后，根据红色与蓝色分量和绿色与蓝色分量的比值，经过试验划分出合理的阈值范

围。红色分量与蓝色分量、绿色分量与蓝色分量的比值即是矩阵中每个元素相比，即用式

(4．3)直接对矩阵进行运算。为了实验方便并且阈值设定更为准确，我们给比值乘以一

RB：snapC,：,1)，GB：6竺噬丝， (4．3)
snap(：，：，3)’ snap(：，：，3)7

定的比例系数6，使比值增大。在本室内实验系统中，跟踪目标为一黄色乒乓球，根据其

颜色比值设置比例系数为50。比值后的RB与GB图像可用图4．3和4．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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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红色与蓝色比值图像

图4．4绿色与蓝色比值图像

从上图可以看出，目标边缘部分的像素灰度与周围像素灰度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在

确定阈值时，根据光线、背景的不同，拍摄多帧图片，经处理后观察目标区域与周围像素

灰度的差异，综合各种情况来确定阈值范围。图4．3可以看出目标边缘的灰度分界值大约

为90，图4．4可以看出目标边缘的灰度分界值大约为70。这个数值范围是比较宽泛的，

所以基本上满足光线变化的影响。所以根据试验多次测定红色与蓝色分量比值图像的阈值

为[90，190]之间，绿色与蓝色分量比值图像的阈值为[70，120]之间，对同时满足两个范围

之内的像素点置1，其余置0。至此完成了图像的二值化，使图像像素值只包括0和1值。

实验证明在简单背景下这种方法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基本可以提取目标。

经过设置两次阈值，二值化后的图像与原图像的对比如图4．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这种基于颜色的图像分割方法对光线等环境变化的影响比较敏感，图像中光线强烈的地方

使得目标的像素灰度值相对于周围像素要大一些，如图中大的孔洞部分就是由于光线影
。

响，像素灰度值太大超过了阈值范围而被排除掉了。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卡尔曼滤波算

法，所以只是借助简单目标对其进行验证，实验证明，这种目标检测方法简单易行，计算

量小，基本可以提取出目标信息，满足本系统的需要。但为了满足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还需要对图像进行滤波处理，以期获得更完整的目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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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图像 (b)二值化图像

图4．5二值化处理图像

4．2．3二值形态学处理 ：

经过处理后的图像有噪声的影响，使得目标特征不明显。为了解决阈值分割后得到的

图像可能会存在一些目标孔洞和少量孤立噪声的问题，本文采用数学形态学对图像进行滤

波处理，完整提取目标。

近年来，形态学图像处理嘲1以发展成为图像处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关于形态学理

论及应用的文章大量出现在各种研究期刊和回忆中，许多应用系统也用到了形态学理论。

目|j{『形态学的应用几乎覆盖了图像处理的所有领域，包括医学图像处理、文字识别、图像

编码压缩、材料科学、视觉检测以及计算机视觉等。形态学运算是针对二值图像，并根据

数学形态学(Mathematical Morphology)集合论方法发展起来的图像处理方法。数字形态

学是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领域的新方法，其基本思想是用具有一定形态的结构元素去量度

和提取图像中的对应形状，以达到对图像分析和识别的目的。用于描述数学形态学的语言

是集合论，因此可以用一个强大的工具来处理图像处理中所遇到的问题，它利用形态学基

本概念和运算，将结构元灵活的组合分解，应用形态变换达到了分析问题的目的。

数学形态学方法比其他空域或频域图像处理和分析方法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比如在

图像恢复处理方面，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形状滤波器可借助于先验的几何特征信息，利用形

态学算子就能有效地滤除噪声，还可以保留图像中原有的信息；另外，数学形态学算法易

于用并行处理方法有效地实现，且硬件实现容易；基于数学形态学的边缘信息提取处理优

于基于微分运算的边缘提取算法，它对噪声不像微分算法那样的敏感，且提取的边缘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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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平滑。利用数学形态学方法提取的图像骨架也比较连续，断点少。

1)开启、闭合去噪

在将RGB图像转换成二值图像后，我们要尽量将图像中的目标完整提取出来，以便

于分析它。将开启与闭合结合起来可构成形态学噪声滤波器，MATLAB提供了预定义的

形态运算函数bwmorph。

这里，函数bwmorphn7"基于膨胀、腐蚀和查找表操作的组合实现许多有用的操作，该

函数的调用语法为：

g=bwmorph(f,operation) ％对图像f作指定的形态学运算

g=bwmorph(f,operation，n) ％对图像f作n次指定的形态学运算

其中，f是一幅输入二值图像，operation是一个指定期望操作的字符串，n是一个用于

指定将被重复的操作次数的正整数。输入参量n是可选的，因此可以省略，省略时操作只

执行一次。我们这个设计中主要使用了如下：

BW22=bwmorph(BW2，’open3； ％使用一个3x3结构元素的开运算

BW3=bwmorph(BW22，’closeI)； ％使用一个3x3结构元素的闭运算

闭运算就是先膨胀后腐蚀的结果，而开运算就是先腐蚀后膨胀的结果。形态学的开

运算完全删除了不能包含结构元素的对象区域，平滑了对象的轮廓，断开了狭窄的连接，

去掉了细小的突出部分。然而与形态学开运算不同的是，闭运算一般会将狭窄的缺口连接

起来形成细长的弯口，并填充比结构元素小的孔洞。

腐蚀是一种消除边界点，是边界向内部收缩的过程。利用该操作，可以消除小且无

意义的物体。膨胀是将与物体接触的所有背景点合并到该物体中，将边界向外部扩张的过

程。利用该操作，可以填补物体中的空洞。

通常，由于噪声的影响，图像在阈值化之后所得到的边界通常都很不平滑，物体区

域具有一些噪声孔，而背景区域上散布着一些小的噪声物体。连续的开和闭运算可以有效

地改善这种情况。有时更需要经过多次的腐蚀之后再加上相同次数的膨胀，才能产生比较

好的处理效果。

2)对二值图像进行区域填充

图像在形成、传输或变换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光学系统失真、系统噪

声、暴光不足或过量、相对运动等，往往会与原始景物之间或图像与原始图像之间产生了

某种差异，这种差异称为降质或退化，降质或退化对我们的处理往往会造成影响。由于有

这些因素的影响，提取出的二值图像上会有一些细小孔洞，所以我们利用bwfill函数填充

其中的孔洞，以达到提取目标完整清晰的效果。函数bwfill和其他操作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他是对背景图像进行操作。函数调用格式如下：

BW2=bwfill(BWl,'holes',n1 ％填充二值图像BWl中孔洞

该函数对于二值图像和灰度图像的作用不同。我们主要介绍他对二值图像的作用。我

们用BW来表示输出的二值图像，用FB来表示原来的二值图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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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imfill(FB，locations．conn)

在输入二值图像FB的背景像素上从参数locations指定的点丌始，执行填充操作(即将

被背景像素设为1)。参数locations可以是一个nxl向量(n是位值的数目)，在这种情况下，

向量包含其实坐标位置的线性索引。参数locations也可以是一个nx2矩阵，矩阵中的每行

包含有FB中的一个起始位置的二维坐标。参数conn指定背景像素使用的连接方式：4(默

认)或8。若参数locations和参数conn在输入参数中均省略了，则命令BW=imfilI(FB)将在

屏幕上显示二值图像FB，并让用户用鼠标选择起始位置。单击鼠标左键添加点。使用语

法：

BW=imfiil(FB，conn．'holes’)

可填充输入二值图像中的孔洞。孔洞是一个背景像素集合，它不能通过图像边缘来填

充背景而达到这一目的。像原先一样，conn指定连接方式：4(默认)或8。

4．2．4目标检测

目标检测的意义呻1于能够提供目标在视频图像每帧上的位置，这是了解目标运动方式

的前提条件。实际上，目标检测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目标检

测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目标检测问题通常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小目标的检测(相

当于目标距离较远或目标本身就很小)；另一类是具有几何特征的面目标的检测(相当于

目标较近或目标本身较大)。此外，若考虑目标所在的背景，也可将目标检测问题分为运

动背景下的目标检测问题和静止背景下的目标检测问题两类。

在本课题的情况下，由于研究重点不在于图像目标检测，所以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检测

方法，是属于动态背景下的小目标检测。首先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使目标像素为“1”

即白色，然后形态学滤波、填充孔洞处理后基本上可以得到完整的白色目标形状，我们把

目标可以看作一个运动的质点，只要算出质心坐标即可得到目标中心，即目标质心点的运

动轨迹也就是目标的运动轨迹。这里假设图像大小为nxm的图像，根据前面的处理可以

看出，目标像素点1值集中在一起只要算出这些点的中心坐标值即可认为是目标的质心坐

标。分割后的图像为他∥)，针对像素值为1的点进行计算即满足，以)，)一1(像素点(茗∥)

的灰度值)，目标中心的工，Y坐标可用如下(4．4)、(4．5)公式计算：

墨rf(x，y)
x—center一2；2看。——一 (4．4)

∑芝，o，)，)⋯y-l

善yI(x，y)
y—center一彳乞卜一 (4．5)

薹薹，G，y)
一～

式中：x_center，)，-c删把广一目标中心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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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算法实现实验结果

根据前面的算法在室内实验场景下对算法进行验证，图像进行处理的程序如下，最终

处理结果如图4．6所示。

a=imread(。20060510—4．jpg’)；

R=a(：，：，1)；G=a(：，：，2)：B=a(：，：，3)；

R=double(R)；G=double(G)；B=double(B)；

for i=l：240

forj=1：320

W(i,j)=50+R(iJ徊(i'j)；

％导入图像数据

％提取三幅分量图像

％把三幅分量图像转化为双精度

if(w(ij)>90)＆(w(iJ)<190)

BWI(i,j)=I；

else BWl(i,j)=O；

end

Z(i,j)=50‘G(ij)／B(i，j)；

if(Z(i0)>70)＆(z(iJ)．(120)＆(Bwl(iJ)==1)

BWI(i,j)=I；

else BWl(i,j)=0；

end

end

end

BW2=bwmorph(BWl，'open’)；

BW3=bwmorph(BW2，’close')；

BW4=bwfilI(BW3，'holes')；

(a)原图

％对二值图像开运算

％填充二进制图像的背景色

(b)二值化图像 (c)形态学滤波后图像

图4．6形态学滤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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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6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较为简单的图像背景，即背景中没有与目标颜色

相似的物体，并且光线变化不是非常强烈的情况下，基于颜色的目标检测算法经过二值化，

形态学滤波处理后，能完整检测出目标。当然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其它颜色目标的检测，根

据不同的颜色设置不同的阈值范围，都能完整检测出目标。

4．3基于云台的卡尔曼滤波模型

采用图像信息的目标跟踪系统目的在于由前面图像处理单元给出的在每帧图像上的

目标位置坐标，去估计目标的运动状态，进而设计预测跟踪算法，实时的指导云台的运动，

带动摄像机始终指向运动目标。这样，使目标呈现于屏幕的中央。所以跟踪系统必须满足

两个条件一是系统能够检测并预测目标的运动；二是系统能够利用目标运动在图像上产生

的位移作为预测的基础，形成闭环系统。

对与跟踪系统来讲，由于图像采集，控制云台等环节不可避免存在误差，所以合理利

用测量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差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影响跟踪系统精度及整体性能的一个重

要因素。通常的跟踪控制系统是利用合适的传感器对被控量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测量，并与

给定值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偏差，并利用这个误差作为依据，通过控制单元的运算，发出指

令去控制调节机构，调节机构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改变被控量的值，从个人使整个系统向着

减小偏差的方向发展，直至满足系统对稳态误差的要求。

针对本系统的特点，测量传感器不能获得目标在空间的位置，速度等，而只能采集到

图像，根据图像进行分析，获得目标在图像中的位置，利用角度对目标进行跟踪，所以下

面对角度跟踪加以介绍。

4．3．1纯角度跟踪

摄像头跟踪系统的目的是要云台带动摄像头随目标的运动而转动，所以摄像头的图像

采集平面与目标运动平面之间存在一定的角度关系㈨，可以用图4．7大致表示目标运动平

面与图像采集平面之间的投影关系。

图4．7目标平面与图像采集平面的投影关系

‘由上图曲线表示目标运动轨迹，从中可以看出目标在运动平面上的轨迹与图像采集平

面上的轨迹有一定的对应性渊。假设目标在运动平面内作匀速圆周运动，且其轨迹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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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二： c4．s，

假设两个平面的法线的角度如图4．8所示，其中目标运动中心与图像采集平面Lf．Jf约距离

图4．8目标平面与图像采集平面的投影关系

(为简化取运动中心与摄像头之间的距离)为j，依照对应关系可得出图像采集平面上目

标的运动轨迹如下方程所示：

rdr2sin2口+52
。

√，2+s2 (4．7)

日。arccos：!竺!竺
√，2 sjn2口+J2

转换到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方程为：

I扁I+附， “s，

在实际的跟踪系统中，两个平面之间通常角度很小，而且运动中心与摄像头之间的

距离J相对半径r来说大的多，在满足上面条件下，即满足船／√，2+52一r，可近似化简

为式(4．9)。

z2+y2 t1 (4．9)

由此可看出实际上就是匀速圆周运动的轨迹方程。类似上面的推导方法，当目标作直

线运动时，在图像平面上目标的轨迹也是直线。这个近似结果的得出对于摄像头跟踪系统

后续设计具有重大意义。根据上述结论，可以直接针对图像平面的投影轨迹建立目标的运

动模型，并以此作为依据设计目标预测跟踪算法。

本跟踪系统的目的是控制摄像头跟随目标转动，使目标基本上位于每次采集图像平面

中央。图像采集平面上目标的运动，也就是摄像头“光轴指向”的相对运动。所谓的“光

轴指向”实际上是以带动摄像头转动的云台旋转中心为参考点建立的球面坐标系的圆周

角。在这个结论的指导下本图像跟踪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纯角度的跟踪系统，要跟踪的是球

面坐标系下的圆周角变化。

由于本系统的采样环节结果是一帧帧的图像，因此，在图像采集平面上，得到的目标

运动轨迹是一系列的离散的坐标点。以云台旋转中心为参考点，当目标运动轨迹的实际平

面与参考点距离不同时，只要在图像平面上的投影轨迹相同，则对应的圆周角也是相同的，

如图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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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不同平面的投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摄像头的“光轴指向”与采样图像上的坐标点存在着简

单的对应关系。这样只要针对图像平面上目标的实际运动轨迹所对应的采样点轨迹做相应

的分析即可得到摄像头光轴指向的运动轨迹。

4．3．2卡尔曼滤波跟踪模型的建立

采用图像算法识别目标，一方面用来进行对图像所包含对象的辨识，另一方面则希望

能够根据目标对象的运动来控制相应的装置进行调整(如摄像头或导弹运动等)。由于图

像采集传感器的机理及处理延时、控制延时以及遮挡问题的存在，都可能使得控制装置无

法及时地跟踪目标，特别是对于运动速度较大的目标。若不对目标运动状态进行预测，使

采集装置提前运动到目标运动位置，往往会造成跟踪环节滞后，运动目标不能处于摄像头

最佳位置，甚至导致目标跟踪失效。

对于本系统采用的主要硬件设备，摄像头和恒速云台，存在两个非常不利的固有特性：

一是摄像头存在采样延迟，二是云台转动较慢。摄像头延时的存在非常明显，只要在摄像

头前晃动某物体，便可以计算机的图形显示屏幕上明显观察到运动滞后现象。云台转速较

慢对于运动速度稍微快一点的目标，云台都不能完成对目标的可靠跟踪。这两个问题的存

在势必造成带动摄像头转动的云台跟不上运动目标，同时，如果现场有物体对目标造成遮

挡或运动目标的背景急剧变化时，所跟踪的目标就有可能在视场内丢失。所以要稳定跟踪

目标，本系统采用了预测跟踪处理技术提前预测目标运动，即由目标轨迹投影的一系列采

样点估计目标的运动规律，利用当前的采样值去预测目标在下一帧图像中可能出现的位

置。本文采用基于卡尔曼滤波的摄像头预测跟踪模型，充分利用卡尔曼滤波方程的递推预

估能力对运动目标位置进行预测跟踪，及时调整摄像头偏转角度，较好地解决了云台运动

滞后以及目标被遮挡带来的跟踪失效问题。

假定摄像头目标跟踪系统可由下列线性离散系统方程描述：

x(t)一，(七，k-1)x(k-1)+∥(七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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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一H(七)x(t)+y(k)

式中砸)是弹维随机状态向量，y@)是m维观测向量，，y@)为p维系统噪声向量，附)
为in维观测噪声向量，且系统噪声，y@)和观测噪声p职)为零均值互不相关的高斯白噪声

序列，满足：

p(叻一Ⅳ(o，Q)’PO)～Ⅳ(0，R)

对于摄像头跟踪目标，我们采用等时间间隔采样，希望在观测到某一时刻目标位置的

时候，能够及时预估计出下一时刻目标出现的最大可能位置，以便于摄像头及时调整角度，

快速跟踪目标，即得到一组观测点y(1)，y(2)，．．⋯．y∞后，结合已知系统状态，推导得

出初始状态萱(1)，进而预测j(2)，依次按照卡尔曼滤波方程递推，即可求得真实序列的

最优估计。

在实际的摄像头跟踪系统中，假定摄像头在前T秒钟不动作，每间隔t秒(采样时间)

定位一次运动质点的坐标，获得k组观测数据Ey2⋯K，对这k组进行分析并确定目标运

动状态，如图4．10所示。

图4．10目标在采集平面内运动轨迹

设目标为匀速直线运动，当目标首次出现在摄像头区域内时为f1时刻，运动位置如

图所示，在第二个采样时间t内目标由f1时刻位置运动到f2时刻位置，依次可得到如图

所示运动轨迹。连续采集k帧图像则可以经过图像处理后计算出k个目标位置，同时可以

获得“1组位置变化数据，并且可以根据变化量推断出目标运动的方向，同时可以根据这

k-1组数据求均值的方法求出目标的速度，即式(4．10)，我们以腩时刻的位最为目标位置，

“。刍峨
I-1

Ay-罗a咒

(4．10)

以平均速度为目标的速度，即可得目标的初始状态砸o)，可记为萱(o)一[Xo Yo石’y‘】r，

以此作为卡尔曼滤波器的初始值，为了后面讲述方便，以下用雪@I七)表示。

①在已知初始时刻k的运动状态后，在已知k(klk)的基础上可用卡尔曼滤波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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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求得跟踪系统在k+l时刻的最优预测碧似+1lt)：

x(k+1It)=F(t+1,k)x(七I七) (4．11)

计算出摄像头的偏转量即像素数，而后在第二个采样时间内云台带动摄像头匀速转动，提

前转至预测位置；

②为了使下一次的预测值更为准确，需要对估计值进行修正，调用卡尔曼滤波子程序

算法首先计算误差方差的预测值j让+1k)：

P0+1I七)一F似+1't)P@Ik)F(七+1'七)1+Q@) (4．12)

然后第二步计算卡尔曼滤波增益踯+1)：
K@+1)=e(k+1lk)H@+1)7【日让+1)P@+llk)H(k+1)7+R@+1)】4(4．13)

为了下次的递推，还需要对误差方差矩阵，仉+1卧1)进行更新，并保存起来：

P(k+llk+1)=lJ—K(七+0H(七+1)Ie(k+1I七) (4．14)

③再次采集图像可以计算出目标的实际位移量，并且在得到上面的参数后返回主程序

算法就可以对预测值进行修正：

x@+llk+1)一X@+1It)+x@+1)[1，@+1)一H@+1)x(七+llk)】 (4．15)

在得到k+l时刻的修正值后可再次用(4．11)式进行下一次的递推，计算偏移量发出转

动命令，云台带动摄像头转动，而后利用这些观测量对预测值及误差协方差再次修正。依

次递推，直到目标驶离观测区。

运用卡尔曼滤波进行跟踪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观测量的获取，在本文以摄像头为传感

器，获得信息是一帧帧的图像，由于每次摄像头偏转以后是的原来的图像坐标发生改变，

所以本文采用目标的位置变化量作为观测量进行修正。以下用图4．11进行详细说明。

图4．1I观测量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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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目标作匀速直线运动，每次采样目标的位置变化量即是目标的速度。图中■表

示目标实际观测位置，U表示目标预测点的位置。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对目标运动专题

进行预测摄像头偏转一定角度后，再次拍摄图像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情况：目标超前预测位

置、目标与预测位置大概吻合、目标滞后预测位置。在f1帧图像中f1时刻对f2时刻位置

进行预测，预测偏移量为x。，y。，云台按预测量分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进行调整后，在

跎时刻采集第二帧图像，如果没有误差的存在则目标应该出现在f2帧图像的预测位置，

但目标的观测位置超前预测位置偏差t，K，偏差量为正，则目标实际运动的距离即观

测数据用像素来表达为：

Ax-xp+‘，A)，-yp+y， (4．16)

用上面的方法进行分析则可的出当目标观测位置与预测位置基本重合时，即偏差量为0，

同时当日标观测位置滞后于预测位置时，即偏差量为负，都可以用上式表示。在实际中根

据实际观测位置判断用用哪种方法计算位置偏移量。

假设目标作匀速直线运动，初始位置为(10，10)，初始速度为(10，2)，状态噪声为

自高斯噪声，Q=10xdiag(4)，R=lxdiag(2)，初始误差方差为P=10xdiag(4)。

采样周期为1秒，采样点为25个点，对目标速度与位置进行卡尔曼滤波仿真，仿真结果

如图4．1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以目标的速度作为观测量对目标的速度和位置进行估计

都取得较好的结果，目标速度大概可以认为是匀速，运动轨迹为一条直线。

魁
期

世

鼍

时嚼l

时问

(a)目标速度估计 (b)目标位置估计

图4．12以速度为观测量的目标跟踪仿真

4．4系统总体与控制部分工作流程

4．4．1系统总体工作流程

本文的设计要求即要解决采集延时、控制延时以及遮挡问题带来的跟踪失效问题，对

—目标：的运动进行预测，实现对目标的稳定跟踪。本系统在MATI．AB环境下进行验证，总

体的流程方案如图4．13所示。

40



两安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图4．13总体流程图

总体工作流程如下：

①系统启动后，首先建立硬件连接，包括摄像头和云台；

②本系统采用摄像头作为信号传感器，所以先对图像采集参数进行设置，如图像大

小，图像采集类型等，然后利用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③对获取的图像进行处理，一般包括图像预处理、图像分割、目标识别与目标定位

等内容；

④检测目标是否运动，若是根据摄像头不动所采集的连续图像判断目标运动状态，

比如运动方向，速度。然后根据目标运动参数进行滤波器初始化，对目标进行跟踪；否则，

断开设备连接，结束；

⑤对目标下一时刻运动位置进行预测，计算出所需要的偏移量，PC机控制云台做相

应的转动，以控制目标处于摄像头较好的视场内，这部分在后面有详细介绍。对目标的预

测跟踪可以根据采集图像循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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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判断目标跟踪是否停止，若目标连续出现在摄像头视场内则继续跟踪目标，若是第

一次未出现则按照上次的预测值继续使云台运动，再次判断，若目标连续四帧都未出现在

摄像头视场内，则跟踪结束，断开相应的设备连接摄像头和云台。

4．4．2预测控制工作流程

预测控制单元为主要工作部分，其作用在于根据前面图像处理单元给出的在每帧图像

上的目标位置坐标，用卡尔曼滤波估计出目标下一时刻的坐标位置，确定二者之间的偏差，

计算机以此作为调节依据控制云台转动到预测位置。并以摄像头调节变量和目标在图像平

面上实际运动位置作为测量参量对预测值进行修正，形成一个循环递推预估控制系统，实

时发出转动命令指导云台带动摄像头转动，始终能稳定运动目标。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目标

经过短暂遮挡后目标仍能被继续跟踪并呈现予摄像头的视场内。要实现以上的跟踪功能则

预测控制处理单元必须解决下面几个问题：

①系统能够获取各个时刻在图像上的IB标的位置，并根据已经掌握的目标运动状态，

采用预测跟踪算法对目标下一时刻位置进行预测，计算云台应调节的偏差量；

②由摄像头的当前位置结合目标的运动趋势，系统必须能够在得到偏差量的时候调用

云台控制程序，使云台跟踪目标的运动，提前预转到目标出现的视场内。

预测控制处理单元的工作流程如图4．14所示。

4．5云台控制设计

初始化滤波器

』
预测下时刻的运动位置

i
获取偏移量

i
云台俯仰，水平运动

』
参数修正

图4．14预测控制工作流程

4．5·1云台控制方法

前面几节的讲述，已经达到了预测目标位置的目的，由于本系统采用的JM3030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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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无位置控制特性，不能精确控制要转动的角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云台转动到预

定位置。

在前面的分析中，要在图像采集平面内对目标的运动轨迹进行分析预测，并且以目标

在图像中的像素位置坐标进行分析。那么由于云台的转动需要时间，而此时目标也在按照

自己的特定轨迹运动。那就是说当云台转动过偏移量动作停止时，目标在下一个采样时

刻恰好经过摄像头的采集视场，所以目标运动不能太快，以免跟不上目标。

对目标运动状态的分析及跟踪要在图像平面上进行，由前面的分析可知，摄像头的光

轴指向与采样图像上的坐标点存在着简单的对应关系，所以对应的变化量用像素来表达。

而且由于云台没有位置控制特性，不能精确控制转动角度。故云台的控制要用转过相应像

素点的时间来实现，首先要测定云台的转动速度像素／秒。

本文采用的JM3030APT型云台标称的水平、俯仰转动速度分别为6度／秒和4度／

秒。为了测定图像平面上的相对速度，首先在距离云台70厘米的白色背景上画上一黑色

竖线作为标记，令云台上的摄像头正对背景，图像边缘与竖线刚好相重合，使云台水平转

动一定的时间，并拍摄转动前后的图片。然后查看转动前后图像的灰度值对两副图像比较

计算黑色竖线标记走过的像素数。同样可以用此方法测定俯仰方向的速度。最后经过多次

统计得到的结果为水平方向为29像素／秒，俯仰方向为19像素／秒。
。1

可用图4．15详细说明控制量的计算，图示坐标为图像像素坐标系。

X

Y

图4．15图像坐标系

由上图可以看出，当摄像头连续采集5帧图像后可以获得5个坐标点并可以由此推断

目标的运动轨迹与运动状态，比如做匀速直线运动，就可以根据前面的推断分析预测出采

集第6帧时目标要运动过的像素变化量即x’和Y’。假设云台的水平方向转动速度为vh像

素／秒，俯仰方向转动速度为V像素／秒。计算云台水平方向转动时间t。和俯仰方向转动

时间t，，即th--X‘／Vf，tf_-y’／Vf，实现对云台的控制调整摄像头指向。

4．5．2云台控制的实现

本系统在MATLAB环境下，采用异步串行通信方式实现对云台进行控制。在

MATLAB中进行串行通信是十分方便的，编程较为简单。而且，在MA．11 AB中串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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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失误率很低，通信较为可靠。主要分为四个步骤：

①创建串口设备对象并设置其属性。

s=serial(‘coml’)； ％创建串口1的设备对象s

s．timeout=5： ％设置一次读或写操作的最大完成时间为0．5秒

set(s,'BaudRate',9600)；％设置串口波特率为9600

set(s,'StopBits',1)； ％设置停止位

对于RS．232串口设备对象，其属性的缺省值为波特率9600b／s，异步方式，通信数据

格式为8位数据位，无奇偶效验位，1位停止位。本系统采用的串口设置属性与缺省值相

同，可以省略相应设置

②打开串口设备对象。在对串口进行读／写操作前，必须先把串口对象与设备连接起

来。如fopen(s)。

③对串口进行读／写操作。初始化并打开串口对象之后，就可以对串口设备对象进行

读写操作了。串口的读写操作支持二进制和文本两种方式，本文中采用二进制方式进行通

讯，读写串口设备的命令分别是frcad，fwrite，这里只对串口进行异步写操作。以

fwrite(s，238)； ％以二进制的方式发送报头信号0xee

④关闭并清除设备对象。当不再使用串口设备对象时，使用以下三条命令，可以将创

建的串口对象清除，以免占用系统资源。

fclose(s)； ％关闭串口设备对象

delete(s)； ％删除内存中的串口设备对象

clear s： ％清除工作空间中的串口设备对象

根据上面介绍的方法和本系统用云台转动时间调整摄像头指向的特点，可以用以下方

法实现对云台的控制。

s=serial(’COMI')；

fopen(s)

xt=x_pre／29；

yt=y_pzc／19；

fwrite(s,238)

fwrite(s,0)

fwrite(s，66)

pausc(xt)

fwrite(s，238)

fwrite(s，o)

fwrite(s，65)

fclose(s)

delete(s)

％云台运动时间，29为云台水平1秒钟走过的像素点

％云台运动时间，19为云台垂直1秒钟走过的像素点

％65停，69抬，68低，66顺，67逆

％用同样的方式实现对其它方向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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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人机界面

4．6．1界面设计

本系统的图形用户界面的创建步骤包括以下几部分：

①GUI图形用户界面的构思。在应用GUIDE进行图形用户界面设计之前，需要对

GUI的图形用户进行整体框架构思，包括窗口大小和参数的初步设计；

②图形窗口和控件的某些参数进行设置，例如控件的背景颜色，名称，函数名等；

③仔细调整控件的大小以及它们相对位置；

④保存已经设计好的图形用户界面，激活界面和生成回调函数：

⑤打开生成的．m文件，编写文本和按钮等的回调函数。

根据自动控制云台的功能，本次设计使用九个按钮控件、一组复选框控件(其中包括

三个复选框控件)、五个静态文本框、两个动态文本框、两个图文本框、一个坐标轴对象。

设计好的人机界面如图4．16所示

图4．16用户界面

当运行设计的M文件后即显示上图所显示的用户界面，并弹出一个消息对话框欢迎

并提示用户进入跟踪系统。消息对话框不接受用户的任何输入，在单击OK按钮之后，

该标准的对话框会自动关闭。使用msgbox(message，title)i吾句创建并显示一个消息对话框，

例如在界面设计中加入下面语句，其结果如图4．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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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box(’欢迎进入自动云台系统!’，’welcome’)； ％设置消息与标题

图4．17消息对话框图

4．6．2界面使用说明

用户设计界面包括四大部分，本节对这四部分进行详细说明。‘

1)图中坐标轴：显示采集到的图像，包括云台跟踪和非跟踪状态下采集图像的显示。

2)自动按钮部分：按下捕捉按钮，系统采集当前范围内的图像，云台不动作，此功

能是为测试用。再按下跟踪按钮，系统采集当前图像，并根据连续几帧的图像序列对目标

运动状态进行分析，预测目标下一时刻运动位置，并对云台发出运动指令，对目标进行跟

踪。如下图4．18所示：

图4．18跟踪状态界面

3)手工调节部分：用于把云台人为定在某一个位置上。调焦按钮可放大或缩小目标。

甫户可在空白编辑框内输入欲让云台运动的控制量(空白处必须于按钮配合使用)，在输

入数据后，按动想让按钮走动的方向。其中调整窗口的设置是为了配合手动调节使用的，

点击调整窗口按钮后，可弹出一个窗口，实时显示当前图像，对调整的视角进行观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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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所示。

图4．19调整窗口

应用M文件编辑器来编辑GUI的程序代码，从而实现组件的预想功能。在应用设计

向导设计后，对该文件保存，系统会对控件自动生成一个M文件。对之各个回调函数进

行编写，可以实现各个控件的功能。

4)复线组：用于显示目标在图像中的坐标。选中X一坐标，右边空白区将显示目标

的垂直方向坐标；选中Y一坐标，显示目标水平方向的坐标；选中B一坐标，显示目标中

心与图像中心的距离。三个按钮可复选。

4．7具体跟踪步骤与实验结果

本系统采用MATLAB软件对系统进行实现，为验证系统跟踪的有效性，采用如下场

景运用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跟踪。限于本系统条件，采用图像坐标，对目标每次运动的像

素变化量即速度进行预测跟踪。

当系统开启以后，摄像头开始采集图像，采用图像处理环节对图像处理，当检测出目

标第一次出现在图像中时，摄像头不动作，然后采集第二帧，第三帧，等采集到五帧目标

还在摄像头范围内，然后跟踪目标，否则不跟踪。根据前五次的图像信息判断目标的位簧

及运动速度，以此作为卡尔曼滤波器的初始状态。在预测控制环节采用卡尔曼滤波主程序

算法对目标下一时刻运动状态进行估计，调节云台带动摄像头提前运转到目标下一时刻出

现位置，调用卡尔曼滤波子程序算法对预测误差协方差，滤波增益，滤波误差协方差进行

计算，然后返回主程序算法根据目标的实际运动量和子程序算法返回值对状态估计进行修

正，卡尔曼递推一次循环，直到目标跟踪结束。

4．7．1滤波器参数确定与工作步骤

本系统要把卡尔曼滤波用于目标跟踪系统，在用卡尔曼递推之前先要根据大量的统计

信息以及经验数据决定线性系统的基本参数，即状态转移矩阵F，观测矩阵日，以及相

应的系统噪声和量测噪声协方差Q和R。由于云台转动较为缓慢，所以跟踪目标要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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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运动，以保证在一个较小的时间段T内，即使摄像头不动作，运动目标也不会驶离

摄像头理想观测范围。具体时间T应考虑跟踪目标的性质，结合实际情况，在系统调试

的过程中定出。首先根据实验数据确定采样时间，其实验数据如表4．2所示。

表4．2系统工作一次的时间 秒

实验采用了四组数据测试每次循环图像处理、运动估计、跟踪控制的程序运行时间，

进行比较，由于云台运动时间有差别所以每次递推过程所花费时间也有所差别，如上表所

示，基本上每递推一次所用时间都在0．3秒左右，所以本系统为了稳定跟踪，设定采集时

间为0．5秒。具体跟踪步骤如下：

步骤1：目标做匀速直线运动，对滤波器进行初始化，可列出目标的状态方程和量测

方程分别为：

x(k+1、

y(k+n

工‘(七+1)

Y@+1)

；F

隰卜

x(k)

y(k)

z’(七)

_)，’(七)

x似)

_)'@)

工’0)

y’0)

+形@)

+y@)

用础)表示目标状态向量，y∞)表示观测向量。目标状态向量为四向量包括目标的善，
Y坐标以及在两个方向的速度x‘和Y’，量测向量为两个状态的速度x’和Y’。为使卡尔曼预

测的递推运算能够开始进行，首先必须确定两个零时刻的初始值x(olo)和初始误差方差

POlo)。为了使算法预测准确，可以使摄像头在前2．5秒钟不动作，每隔0．5秒定位一次运

动目标的坐标，获得5组观测数据Ey'⋯E，对这5组数据进行分析并确定目标运动状态，

然后根据正交投影结论即式(4．17)求出最小方差估计值，作为x(olo)值开始进行跟踪。对

于P(o胁一般不要取零，因为这样卡尔曼滤波器会认为给定的xoIo)是最优的，从而使算

法不能收敛。在本系统中认为系统噪声和观测噪声均为零均值高斯白噪声，其协方差分别

用Q和R表示，这里根据经验值确定。以目标进行匀速直线运动进行系统验证，现在根

据陉验值，设定参数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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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0．001

O

O

O

0

0．001

O

0

O

0

0．001

0

0

O

0

0．001

，，；

1 0 0．5 0

0 1 0 O．5

O O 1 0

O O O 1

，P(oI o)一

O O 0

10 O 0

O 10 O

O 0 10

足。闪一睇0孙
步骤2：在已知初始状态值x(olo)后，用式(4．17)可以预测出萱(1Io)；根据式(4．18)

X(1lO)一

l O O．5 0

O 1 0 0．5

O O 1 O

O O 0 1

z(o)

y(o)

z’(o)

)，’(o)

(4．17)

△=x(11 0)·x(oI o)+x。一IAx+Xe△y+y。J1 (4．18)

算出偏移量，计算机向云台发出运转命令，先上下转动a)，／V秒，然后左右转动a∥vh秒，

使云台提前运转到预定位置，等待下次采集图像。

步骤3：将e(olo)代入式(4．19)中，可得出卡尔曼预测的误差方差以110)；将P(1lo)

带入式(4．20)N"获得增益顾1)；为了进行下一时刻的递推，则必须要用式(4．21)计算出

估计误差方差珂111)，以备下次递推时调用。

P(1l 0)=

1 0

O 1

O O

O 0

1 0

O 1

1 0

O 1

e(oI o)

1 0 1 011
0 1 0 1 l
o o 1 ol+
o o o 11

0．001

O

0

O

0

O．001

O

0

0

O

0．001

0

0

0

0

0．001

(4．19)

置①I，c，I。，[：。0。1：】1 l【：。0。1：]Pc，I。，[：0。。1：】1+【：：】I c4·zo，

P(111)；fJ．-r(1)『：：：：11P(1I。) c4．2·，

步骤4：根据1时刻的图像位置与0时刻的位置差再加上云台转动量获得当前时刻的

观测值，代入式(4．22)对j(111)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预测萱(211)。

X(111)I萱oI。，+置O)[tO，‘【：。0。1 o】iol∞】 c4．22，

显然，根据上述过程可以估计出2(211)，继而修正萱(211)，递推过程可以不断进行

下去，实现对目标的边测量边跟踪。同理，当目标做匀速圆周运动时，在短暂的时间范围

内，目标的轨迹为一小段弧线，可以近似当作直线运动来处理，用上面的算法实现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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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实验结果

1)目标做匀速直线运动

a、目标没有遮挡情况：本验证系统中，跟踪目标为一黄色乒乓球，因为跟踪目标较

小所以目标不能离摄像头太远，否则很难获得完整目标信息。在距离摄像头70厘米平台

上，设置匀速直线运动的乒乓球，乒乓球水平运动速度约为5厘米／秒，用像素表示则为

20像素／秒。系统采集周期为0．5秒。

目标跟踪实验结果如下图4．20所示。

(a)第4帧 (b)第6帧 (c)第8帧

(d)第10帧 (e)第12帧 (f)第14帧

(g)第16帧 (h)第18帧 (i)第20帧

图4．20目标无遮挡跟踪图

本实验对240x320的图像序列共30帧进行目标跟踪。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每次采集

的图像中，目标都处于240x320大小图像中较好的观测位置，每次采集图像目标所处的

位置波动不大，由此证明了本文提出的方法对匀速直线运动实现了比较好的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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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帧图像中的目标坐标位置用图表进行分析，结果如图4．21所示，从上图中可以

看出，目标在每帧中的纵坐标基本一致，主要是水平方向的运动，所以对水平方向的位置

进行分析，图像水平方向大小为320像素。

5 10 ’5 ∞ 25 ∞

采样，帧

图4．21目标横坐标分析

同时经过多次实验测定，系统稳定工作时，目标的速度不大于6厘米／秒时可以稳定

跟踪目标。此时对应的云台转动误差为4．8像素／秒，故当目标水平或垂直方向运动量小

于5像素时，云台在此方向上的运动可以省略，也可以达到跟踪的目的。

b、目标有遮挡情况：本实验参数设置与无遮挡时情况一致，目标跟踪实验结果如图

4．22所示。

(a)第6帧 (b)第8帧 (c)第10帧

(d)第12帧 (e)第13帧 (f)第15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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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第17帧 (h)第18帧 (i)第19帧

图4．22目标有遮挡跟踪图

本实验对240x320的图像序列共30帧进行目标跟踪。当目标被遮挡时，不能在图形

中观测到目标所以也得不到观测数据。在本系统中设嚣当不能获得新的观测数据时，以上

一时刻目标的预测量继续对云台发出命令继续转动，当连续四次都不能观测到目标时，则

判断目标丢失，跟踪结束。

由图4．22可以看出，当目标在第13帧遇到遮挡物，直到第17帧目标再次出现，经

过短暂的遮挡后本算法仍能有效跟踪，且在30帧图像序列中始终稳定跟踪目标。

如图4．23所示，对每帧图像中目标的坐标位置进行分析，其中目标的可见位置坐标

用星号表示，图中圆点表示目标被遮挡时估计的目标位置。从中可以看出，每次采集的图

像中，目标都处于240x320大小图像中较好的观测位置，由此证明了此算法的可行性。

(a)纵坐标分析图图 (b)横坐标分析图

图4．23目标位置分析图

2)目标作匀速圆周运动

当目标作匀速圆周运动时，如果半径比较大，而运动速度比较小时，则在一小段时间

内目标的运动轨迹与作直线运动的轨迹基本上相同，即可以近似认为是直线。所以对目标

俸匀速圆周运动的跟踪也可以用直线运动的分析方法对目标进行跟踪。这里限于实验条

件，没有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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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结论

5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把卡尔曼滤波应用在光电经纬仪跟踪转台的目标

跟踪技术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理论研究，并将卡尔曼滤波算法应用于简单的云台跟踪实验系

统，取得了以下方面的成果：

1)本文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总结了常用的目标跟踪算法以及目标跟踪系统

组成，学习研究了进行目标跟踪的关键技术；

2)本文对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了学习，也对影响滤波增益甬@)的诸因素与球)在状
态估计方程中所起的作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把卡尔曼滤波算法应用于光电经纬

仪跟踪，用MATLAB对导弹轨迹实测数据进行了跟踪仿真，仿真结果证明了卡尔曼滤波

算法的有效性；

3)实现了基于颜色的特定目标检测算法，采用一种简单的阈值化方法检测出目标，

并用形态学去噪、填充孔洞得到完整的目标，算法简单易行，实验验证这种方法能够在现

场光线影响不强烈的情况下很好地检测出目标；

4)本文卡尔曼滤波跟踪中以目标速度作为观测量，对目标的速度和位置进行估计，

实验取得了较好的跟踪效果，验证了这种算法的正确性；

5)在MATLAB环境下实现了基于卡尔曼滤波的跟踪云台验证系统，为后续的目标

跟踪工作奠定了基础，并且用云台水平方向与俯仰方向的转动时间实现了对云台的控制，

实验证明可以满足本系统的需要。

5．2展望

本课题由于受时间和条件的限制，研究需在以下方面进行继续探索：

1)本文由于云台没有角度控制特性，用两个方向转动时问分别控制，不可避免引入

了较大的误差。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步进电机控制系统，控制电机的转角和速度，从而

可以对三维坐标系下的目标进行跟踪，对较快速运动目标也可进行稳定跟踪；

2)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卡尔曼滤波算法，故只是在简单系统上对跟踪方法进行验证，

今后的工作还应该在其它平台上进行研究，以提高系统的实时性、采样频率，加快系统处

理速度。而且，还应该对目标发生机动的情况进行跟踪研究。

3)目标跟踪技术的使用范围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广，所跟踪目标的情况也越来越

复杂，需要在以后的学习中研究卡尔曼滤波相关跟踪算法，如扩展卡尔曼滤波(EKF)，

UK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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