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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uto recognition of aircraft in high resolution visual—band image is diffi cult because of clutter，shadows，self-occlu— 

sion and poor image quality．In this papeL a solution is presented based on geometric features．The image is segmented with 

mean shift algorithm which splits the image into some fields，and then contour of each field is traced and grouped hierarchically． 

According to structural features of aircraft，some geometric features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target contouE Experimental re— 

suits demonstrat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are given．It locates aircraft target with a good precision and effi 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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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分辨率可见光图像的飞机目标智能识别，提出一种基于飞机结构特征的识别方案。采用Mean shift方法分 

割图像，提取区域边界，得到 目标轮廓集，对轮廓采取多种结构化表示方式，便于分析轮廓的特征及相互关系；综合利用尺 

寸、占空比、长宽比、凸包、直线段等多个形状特征筛选轮廓，定位飞机 目标，确定飞机轴向，获取 目标几何参数。实验结果 

证明，该方法定位精确、识别率高，是一种快速、稳健的飞机识别方案，对类似的A．y-目标的识别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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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飞机目标的自动识别是军事遥感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军事需要 ，一般要求能够快速准确定位飞机 ，并尽可 

能获取较多信息以实现机型判别。高分辨率可见光图像 

下的飞机目标 自动识别在近些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 

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准确识别飞机 目标的 

困难不仅表现在 目标的复杂多样性，也有对人类视觉机制 

认识不足的原凶。 

由于飞机型号众多，外形各异，而且存在遮挡、阴影以 

及地物干扰，飞机识别从目标图像分割、特征选择、特征分 

析方面来说都存在一定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飞机目标灰度特征并不明显，目标的分割和轮廓的提取较 

为困难；由于图像质量以及噪声和地物干扰等因素，得到 

目标轮廓不一定完整，可能是破碎、残缺的。虽然存在上 

述困难，但同很多人工 目标一样，飞机 目标也存在以下一 

些易于识别的特征：虽然目标整体上没有统一的灰度特 

征，但在其几个主要的部件区域，灰度比较均匀；不同机型 

形状各异，但结构上相似 ，都具有一些典型的形状特征。 

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飞机识别方法的重要依据。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结构特征的飞机识别方法 ，具有效 

率高、定位可靠、机型判定较为准确的优点。该方法采用 

Mean Shift方法进行图像分割，得到飞机目标轮廓，分析目 

标轮廓的形状特征以剔除虚警，提取 目标轮廓参数作为机 

型分类依据，具有较好的识别性能。 

2 目标图像分割 

对 目标图像的分割，首先采用Mean Shift算法滤波， 

Mean Shift算法可以较好地保持图像中的明显边缘，而将 

灰度相近的像素合并为区域，便于后续 目标轮廓的提取。 

滤波后进行区域的合并，将较小的区域和附近的较大区域 

合并，减少后续计算的复杂度。对合并后的每一个区域， 

进行边界跟踪，得到区域的闭合轮廓，进行轮廓的层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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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像素点： 

(1)初始化 ，=1，并且使 Y，．：X，； 

(2)运用Mean Shift算法计算 Y ，直到收敛，记收 

敛后的值为Y ； 

(3)赋值 z，=( s ，Y )。 

用mean shift过程在 维空间平滑图像，将每个关联点 

的颜色值替换为收敛点的颜色值，这里的平滑是保持了不 

连续性的平滑。 

Mean Shift是一个迭代的过程，采用一定的加速速算 

法可以显著提高其效率。在平滑阶段，对已经计算过偏移 

量的点，不再重复计算，如此大约提高性能5倍，并对处理 

结果没有影响 。 

2．3 区域的合并 

区域合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颜色接近的相邻区域合 

并到一起；一种是小区域合并到邻近的大区域 ，这样的结 

果是减少了图像中的区域数目，降低了分析的复杂度。对 

每一个区域进行迭代合并，得到的区域分布即为最终的分 

割结果。 

在区域合并步骤，利用区域邻接关系图(Region Adja— 

cency Graph，RAG)进行区域的合并 ，RAG初值来自平滑 

后的图像 ，图的顶点定义为模式点的像素坐标，图的边为 

模式点的4连通性。该过程是图上的一个递归的合并规 

程，相邻节点颜色差值小于 ／2都可以合并，小区域(像素 

个数小于 )被合并到色彩空间的最近邻点，重复合并过程 

直至不能再合并。 

2．4 轮廓的表示 

经过上面步骤，得到图像包含一定数 目的区域，这些 

区域反映了整个图像的构成特征。对每个区域进行边界 

跟踪，得到区域的闭合边界，称之为轮廓。依次对单个轮 

廓分析，如果其尺寸明显超出飞机尺寸，则可能背景分割 

产生的或不是飞机 目标轮廓，舍弃之 ，这样得到的每个目 

标的轮廓集是分割开来的。 

轮廓跟踪一般采用标号算法。Suzuki对区域标号算法 

进行了改进 ，在对区域标记的同时得到了轮廓的拓扑关 

系，这样有利于轮廓的层次结构表示。 

对一幅图像中检测出的所有独立轮廓，可以用一个列 

表来表示。然而，图像中的轮廓往往有着复杂的关系，并 

非各自完全独立，而是存在着嵌套关系或者说轮廓中有孔 

洞，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层次性的数据结构来表示，可以有 

以下4种数据结构表示。 

(1)外部边界表示 

对一个轮廓，不管其复杂还是简单 ，只提取其最外部 

的边界，而忽略其内部的子轮廓，这种表示最简单，但信息 

量也最少。如图 1(a)中，表示结果为a、g、C三个轮廓。 

(2)简单列表表示 

提取图像中所有的轮廓元，而忽略各个轮廓元之间的 

层次关系，并列存放于一个列表中。如图1(b)中，表示结 

果为a、b、C、d、e、f、g共7个轮廓。 

(3)树结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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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树结构可以完整描述轮廓及其内部子轮廓之间的 

关系，外部轮廓为树的根节点 ，内部子轮廓依据其嵌套关 

系划分为相应层次的子节点，这种表示不仅罗列了所有的 

轮廓元，而且也确定了各轮廓元之间的物理连接关系。如 

图1(c)所示。 

(4)二层结构表示 

这种方法提取出所有的轮廓元，并按照两层结构存 

放，第一层为该轮廓的外部边界，第二层并列存放该轮廓 

内所有轮廓元，而忽略这些内部轮廓元的层次关系。如 

图 1(d)所示。 

图1是轮廓数据结构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不需要利用 

轮廓间层次关系时，可以选用外部边界或简单列表表示， 

分析过程相对简单；而树状结构和二层结构适用于需要分 

析轮廓间关系的应用，树结构信息量最多，当嵌套层次较 

多时比较有用；但对一般 目标来说 ，二层表示法可兼顾描 

述完备性和简单性。在轮廓的筛选阶段，应用不同的表示 

方法，可以更方便地进行轮廓的筛选。 

(a)轮廓示例 

叵卜—__( — l 
— —  

l囡 压岍 I 
(c)简单列表 

(d)树状结构 (e)二层表示 

图 1 轮廓表示方法 

3 轮廓特征分析 

对得到的目标轮廓，以二层结构表示轮廓数据，依据 

外部轮廓的几何特征进行筛选，主要判据为ROI矩形、最 

小外接矩形、直线段分布特征和凸包特征，当外部轮廓凸 

包特征不明显时，为增加检测目标的可信度，对内部轮廓 

逐个检测，判断内部单个轮廓是否可能为飞机的一部分 ， 

综合以上判别依据，得到最终检测结果，流程如图2。 

轮廓列表分析 

剔除明尺寸过大 

的单个轮廓 

塑璺=!=丝壁蹙堡 型 
是否满足飞机形状特征 

或部分目标的特征 

轮廓矩形特征判别 

子__r 丽 r醣 
Y 

最小外接矩形特征判别 

亍_] 瓦_r面  
Y 

直线段特征判别 

N 上Y 

凸包特征判别 

Y 上Y 

飞机目标 

图2 轮廓特征分析流程 

3．1 外部轮廓分析 

目标检测是一个通过轮廓特征进行轮廓筛选的过程， 

对提取到的闭合轮廓进行判别，满足判据的则认为是目 

标。根据飞机目标的特点和实现的简单性，选择以下几个 

判据：轮廓ROI矩形、最小外接矩形、直线段特征、凸包特征。 

(1)轮廓ROI矩形 

轮廓ROI矩形指由目标区域所确定的感兴趣矩形区 

域，其方向在坐标轴方向。 

飞机尺寸虽然差别很大，但一般在一定范围内，战斗 

机尺寸一般在10～20 m，运输机最大尺寸为战斗机尺寸的 

数倍，可达 100 m。结合图像的先验信息(如地区、机场类 

型等)，可进一步缩小这个尺寸范围。由于飞机并非一定 

在主轴方向，具体应用时这个尺寸范围一般要略加扩展。 

对飞机目标来说，机长和翼展的比例一般不会超出一 

定的范围，因此其轮廓所在的矩形区域长宽比也保持在一 

个大致的范围，可以作为排除虚警的依据。 

占空比指目标轮廓面积与其包围矩形面积的比值，飞 

机目标是一个凹多边形，因此，这个值不可以过大或者过 

小，否则认为不是飞机目标。 

(2)最小外接矩形 

相比轮廓的ROI矩形，轮廓的最小外接矩形更能准确 

表达目标的尺寸范围。 

计算目标的最小外接矩形 ，也进行尺寸、长宽比和占 

空比三个特征的判定。 

(3)直线段特征 

飞机目标轮廓上有较多的直线特征，可以作为识别的 

判据。对筛选后的轮廓，进行多边形近似 ，近似后轮廓曲 

线变为一个具有较少数目边的多边形，如果是飞机目标， 

则机体或机翼的边缘会形成一定数目的较长线段，并且长 

线段的线段方向具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规律，应主要分布在 

主轴和两翼方向。对近似多边形的边进行分析，如果不满 

足该特征 ，则不是目标。对较长线段的统计分析，可以得 

到飞机的轴向和机翼夹角。 

(4)凸包特征 

凸包 是计算几何中最普遍、最基本的一种结构。对平 

面点集 的凸包CH(S)是包含 的最小凸集，对二维点集， 

其凸包边界 c日( )是一个具有最小面积并且封闭的凸多 

边形，其顶点为 中的点。 

求解轮廓的凸包采用Graham方法 ，其时间复杂性为 

O(n log )。由飞机的基本结构可知，飞机目标的凸包，存在 

4个较长边，每个长边对应飞机外形的一个凹陷，凸包的边 

到对应的凹陷的最大距离称为凸残差(convex defect)，凸 

残差可以用下面的数据结构表示： 

Struct Convdef 

{ 

Point start； ／／对应凸包边起点 

Point end； ／／对应凸包边终点 

Double depth； ／／该边对应的凸残差深度 

} 

对飞机目标，其十字状外形存在4个非常明显的凹陷， 

每个凹陷对应一个较大的凸残差深度，4个凸残差的角度 

和幅度分布对称 ，这些都可以作为飞机目标的判别依据。 

考虑到干扰的存在，只要有3个以上明显的凹陷特征，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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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飞机 目标，识别过程结束；而当少于2个凹陷特征时， 

认为不是飞机目标 ，识别过程结束；有2个凹陷特征，则认 

为证据不充分，做进一步判别，对该轮廓内部的子轮廓进 

行逐个分析，判别是否可能为飞机 目标或其一部分。 

3．2 内部轮廓分析 

对内部的单个轮廓，由于飞机的表面灰度分布特性， 

如果可能为飞机 目标或其一部分 ，其可能组成和特征如 

表 1。依据表中特征，对疑似飞机目标的内部轮廓逐个判 

别 ，确定是否可能为上述结构，当查找到有符合表中条件 

的子轮廓存在，则认为所在轮廓为飞机目标。 

表1 可能的轮廓及其特征 

可用来确定飞机轴向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当外部轮 

廓凸包特征明显时，根据凸包的几个长边的对称分布特性 

确定 目标轴向，主轴一般在两个长度接近的边的角平分线 

上 ；二是根据近似多边形中直线段的分布规律确定轴向， 

直线段分布点数较多的方向为 目标轴向；三是根据内部轮 

廓分析特征确定飞机轴向。其中单个方法的应用未必能 

准确判定主轴方向，但多个方法的综合应用保证了判定飞 

机轴向的准确性。 

4 识别结果及分析 

对多幅可见光机场区域图像进行了识别，取得了很好 

的识别效果(图3)。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能够准确定 

位飞机，确定飞机主轴朝向，较精确地提取飞机目标轮廓， 

并可提取飞机的一些参数，为后续机型判别提供依据。实 

验结果证明，该方法能够检测出大多数飞机目标，识别率 

在90％以上，即使在由于遮挡、阴影、杂乱背景和图像质量 

差的原因导致得到轮廓图像干扰较多的情况下，也能获得 

很好的识别效果。对高分辨率可见光图像的飞机目标识 

别，该方法定位准确，识别率高，能够满足大部分飞机目标 

识别任务的需要。 

结合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认为本文方法识别率较好的 

原因在于：(1)闭合轮廓分析排除了很多地物干扰；(2)凸 

包特征和直线段特征判定很好地利用了飞机的形状特点， 

是精确定位和机型识别的关键步骤；(3)由于多判据综合 

判定，所以误判很少，而在每个判据中条件较为松弛，所以 

漏警率较低。 

圈 一 
(a)原始图像 (b)分割结果 

(C)图像轮廓 (d)直线段特征 

(e)凸包特征 (f)识别结果 

图3 实验结果 

5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高分辨率可见光图像下的飞机目标自动 

识别方案 ，利用飞机的结构特征进行飞机 目标的识别，实 

验证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识别效果和性能。对很大一类 

人工 目标(如车辆、坦克、特殊的建筑物等)，它们具有明显 

的阶跃边缘，其轮廓内部灰度分布接近或者是由几个灰度 

分布比较均匀的区块组成，同类目标之间具有大致相似的 

几何结构，可采用与本文相同的思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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