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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空中飞行目标，分析了目标的光谱特征、图像特征和运动

参量特征，进行了特征参量的提取。为了提高目标识别的速度，在

源数据库的基础上提出了特征数据库的概念，特征数据库的实质是

将图像数据等各种复杂的源数据简化为每一特征的统计性数据，数

据库保存所有目标类的特征—目标对应关系集。提出了基于特征数

据库的目标识别模型，并对其识别方法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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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s, especially flying objects, are analyzed, which

includ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trum, image and motion. Feature extraction is also

achieved. To improve the speed of object recognition, a feature database is used to

simplify the data in the source database. The feature vs. object relationship maps are

stored in the feature database. An object recognition model based on the feature

database is presented, and the way to achieve object recognition is also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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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从复杂的背景和干扰中识别出目标，提高探测率，降低虚警率，是捕获系统的关键

任务。目标识别的基础是目标“固有”的特征，目标识别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目

标的特征鉴别能力、特征本身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因此，需要分析目标和背景的特征，

以此为依据，再作进一步处理，以达到目标识别的目的。

把先验信息放进数据库以备查询能提高目标的识别能力。为了提高目标识别的速度，

我们在源数据库的基础上提出了特征数据库的概念。特征数据库的实质即是将图像数据

等各种复杂的源数据简化为每一特征的统计性数据，数据库保存所有目标类的特征—目

标对应关系集。由此形成基于特征数据库的目标识别模型。

1  特征提取

1. 1 特征的来源

    由于特征的提取来自传感器输出的结果，必须首先知道传感器的性能指标及其处理

类型。一旦目标信号由传感器响应模型产生和处理，就可以从单波段传感器输出的结果

中提取不同的特征。可将特征分为三类：从单波段传感器的数据中获得的特征、从多波

段传感器（如双波段红外传感器）的数据中获得的特征以及从两个或更多传感器类型（如

红外和紫外传感器）融合的数据中产生的特征[1]。

在第一类中，最基本的特征是简单的统计值，如信号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单光波

段仪器的测量信号也适合用于一个二次方程以获得线性趋向、恒定趋向和曲率，快速傅

立叶变换（FFT）用来产生与目标本身动态特性有关的信息，如峰值频率、光谱段的功率

比等，这些特性与物体的本质特征有关。

第二类特征则结合了来自于相同类型但在不同光谱段范围观察的传感器的数据。

第三类特征使用了来自不同光波段、不同类型传感器和不同传感器平台的融合数据，

以便根据不同的现象（如辐射度，动态特性等）分离或增强效果。在相同或不同时间范

围内观察目标的平台传来的数据可以被结合起来提取其他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增加对

目标物理特性的了解。

1. 2 特征的特点及其选择的原则

目标识别特征应有下列几个特点[2]：(1) 可定义：便于数值估算；(2) 能鉴别：不同

目标种类应当显示出不同的特征数值；(3) 通用：特征值应当能用于所有工作状态、环境

条件和目标方位；(4) 固定：特征值应当固定不变；(5) 可预测：当有限的目标信息可得

到时，特征应当易于模型化并能进行估算。

特征选择的原则为[3]：对于所选特征各类别间的差异越大则越有效，故可以选择几

组特征，通过实际的判决过程，审查误判率的大小来决定取舍何组特征；也可根据待识

别事物产生的本质来决定特征。对于具有相同误判率的特征组，可能通过某些变换成为

更为有效的特征值。某些维数大的特征向量，常可在基本保持原有识别率的情况下，减

少成低维的特征向量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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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特征参量的提取

    为提高系统的目标识别能力，目标和背景特征研究应以多特征综合为主要研究方向。

所谓多特征包括目标和背景的多波段（紫外、可见光、红外）谱特征、图像特征、目标

的运动参量特征等。针对空中飞行目标，下面将讨论这三种特征参量的提取。

1. 3. 1 目标的运动参量特征

目标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而杂波往往是不连续的，而且没有明显的运动。

因此可据此来区分目标和背景。

不同目标的飞行速度、高度、轨迹各有不同。目标的初始发现距离由于与目标的几

何特性、雷达散射特性和射程有关，也随目标类型而变化，因此可把目标的运动参量特

征取作飞行速度、飞行高度、飞行轨迹和初始发现距离等四项。

1. 3. 2 目标的光谱特征

   用光谱特征来识别目标与探测器的类型密切相关。探测器类型有：可见光、红外、激

光雷达、毫米波及声波探测器等。飞机和导弹这类目标的辐射主要来自发动机壳体、尾

喷管、尾焰和蒙皮，其辐射可以看成是灰体的辐射，一般具有比较稳定的性质，而背景

杂波则具有比较突出的随机性。根据红外辐射原理，可估算在 3～5 µm 和 8～12 µm 两个

波段内两种典型目标和背景到达系统的辐照度，当目标仰角为 30 度时，辐照度值列于

表 1 [4]。

表 1  目标和背景辐射到达系统的辐照度////W⋅⋅⋅⋅cm−−−−2××××10−−−−10

波段 辐射源

幼畜导弹/10 km F16 战斗机/10 km 背景/(1/10 起伏)

8～12 µm 1.38 3.17 2.26

3～5 µm 1.52 1.30 0.28

远红外/中红外 0.91 2.44 8.07

    由表 1 可见，目标和背景在两波段内的能量分布有较大的区别，虽然这只是一种特

例，但我们能从中得到光谱能量分布的总体趋势。

导弹尾焰所发出的辐射在较宽的范围内(从可见光到远红外波段)都可能存在较强的

谱线，在杂光谱背景下，测量尾焰的红外谱进行预警特别具有优势。太阳辐射近似于一

个色温 6000 度的黑体，峰值辐射波长为 0.4258 µm；而导弹尾焰色温一般在 500～2000
度，黑体辐射峰值波长对应于 5.79～1.45 µm。尾焰是一种选择性很强的辐射体[5]。尾焰

辐射的光谱分布取决于燃料组成成分的分子种类和排出物的成分。而次要组成成分则取

决于氧化剂和燃料剂重量比以及发动机的工作条件。在推进剂参数不同的情况下，尾焰

的红外辐射光谱也各具其特性，辐射峰值主要反映了燃烧生成物的辐射特性。常用液体、

固体燃烧火箭发动机燃烧将在中红外到远红外区存在若干个辐射峰值[6]。可见在白天较强

背景光下，在中远红外区测量尾焰辐射发现、识别导弹目标会更加有效。需要注意的是，

尾焰辐射的状态与在大气中运载器所处的高度有关，因此还要结合其高度来分析。

因此，可考虑光谱特征参量取为：(1)某波段探测器上的接收到光谱辐射强度（计入

大气条件和目标高度的因素）；(2)各波段的辐射强度比值（如远红外/中红外）；(3)某波

段探测器上的接收到的目标光谱辐射强度/背景光谱辐射强度（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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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3 目标的图像特征

首先，我们关注的是怎样从复杂的背景中将目标辨认出来。通常应根据图像各部分

的特征，将整幅图像分割成各个特定的区域。对红外图像来说，这些特定的区域可能是

一块块温度不同的等温区，而区别这个区域或那个区域的边界则是点和线，这就是所谓

边界特征，最后将基准图像的特征描述符号和实时图像的特征描述符号进行匹配对比，

从而识别目标。

为了自动实现红外目标的特征分析，

我们提出了如图 1 所示的特征分析流程。

图像分割的目的是为了将红外图像中的目

标和背景分割开来，从而知道目标的大致

位置；抽取目标则是根据目标的大致位置开设一个合适的窗口，以便计算目标的特征及

目标与背景间的关系特征；特征分析是根据定义的特征量得到目标特征[4]。

在进行红外目标特征分析后，根据得到的目标特征，即可确定目标位置。如需要确

定的是目标的某个部位，也经同样的流程进行分析。

图像的描述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图像的亮度、对比度、取向、大小及其变化情况

决定的，但也有些描述性质与上述诸量无关，如果图像的描述性质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我们可以将图像的灰度、几何特征及图像的变换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处理后的图像不再

与图像本身的灰度、对比度、取向、大小等相关联，这样就可以用来进行图像匹配对比

了[7]。下面我们提出一些图像的特征量[8]：(1)复杂度：边界象素点数与总目标象素点数的

比值; (2)长宽比：目标最小外接矩形的长度与宽度之比值; (3)均值对比度：目标灰度均值

与背景均值的比值; (4)最大亮度：目标象素点的最大灰度值，即目标最亮点灰度值; (5)对
比度：目标最亮象素点灰度值与目标最暗象素点灰度值之比; (6)均值差：目标灰度均值与

局部背景灰度值之间的差值; (7)标准偏差：目标象素点灰度值的标准偏差; (8)部分最亮象

素点数与目标总象素点数的比值：比目标最亮点亮度小 10%以内的象素点个数与目标总

象素点个数之间的比值; (9)紧凑度：目标象素点数与包围目标的矩形内的象素点数之间的

比值; (10)边界特征。目标的边界特征的处理如下：首先检测出边界线，然后需要对边界

线进一步加以描绘。对图像特征区域进行描绘的方法称为区域描绘（如傅立叶描绘子方

法），进而作边界线连接和线段合并工作，将边界上的点连成线段及将短线段合并成长

线段以便获得长边界。长边界线是特别有用的匹配特征。最后用数字相关法进行轮廓的

匹配。其中，傅立叶描绘子对区域边界轮廓的描绘方法简介如下：将检出的边界轮廓置

于 x-y 坐标图上，以 x 为实轴，以 y 为虚轴，则边界曲线上的点可用复数 (x＋iy) 表示。

将轮廓线追迹一周，其上的所有点将是一个复数序列，这个标示边界曲线的复数序列称

为傅立叶描绘子。对于这样的描绘子可作进一步处理使其归一化。归一化后的傅立叶描

绘子就可以不再考虑其原始形状的大小、位置和取向，因此可以用来作图像特征匹配。

尾焰流场和辐射的状态随着高度的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连续阶段、过渡阶段

和稀薄阶段。而尾焰所处的状态主要取决于观测时刻发动机的推力大小和在大气中运载

器尾焰所处的高度。因此对尾焰的图像特征分析必须结合高度进行。

红外

图像

图像

分割
抽取

目标
特征

分析
目标

特征

图 1  红外目标特征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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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特征数据库的目标识别模型

    把先验信息放进数据库以备查询能提高目标的识别能力。但是源数据的数据量通常

很大，有的还包括图像信息。这样将影响目标识别的实时性。为了提高目标识别的速度，

就需要对数据库进行预处理，使之便于查询和处理，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源数据库的

基础上提出了特征数据库的概念。下面对特征数据库的构造和使用进行阐述。

2. 1 特征数据库的构造

在源数据库里保存了目标的各种基本数据。这种基本数据必须经过进一步的处理，

对目标的特征进行提取，形成一个特征数据库。目标属

性直接表示成特征的统计的（有参的或无参的）描述。

为了便于使用，数据库必须保存所有目标类的特征—目

标对应关系集。数据库的规模由目标类个数、测量到的

特征数及特征描述的复杂性决定。

在数据库中将对每个特征的取值范围进行子空间分

配，图 2 为特征数据库结构图。

在每个特征的每一子空间又进行目标类型的基本概

率分配。如取某一特征参数为目标速度，将其取值范围

划分为 4 个子空间，设目标类型集合{类型 1，类型 2，
类型 3，类型 4，类型 5}，根据目标的速度特征建立模糊

关系 R1，如表 2 所示。其中，Aij 表示速度落在子空间 i
时目标为第 j 类目标的概率，0≤Aij≤1，而行分量（Ai1, Ai2,
Ai3, Ai4, Ai5）则表示速度值落在子空间 i 时目标类型的概

率分布[9]。

表 2  模糊关系 R1

R1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类型 5

子空间 1 A11 A12 A13 A14 A15

子空间 2 A21 A22 A23 A24 A25

子空间 3 A31 A32 A33 A34 A35

子空间 4 A41 A42 A43 A44 A45

2. 2 特征数据库目标识别模型

    图 3 中给出了特征数据库目标识别模型。

图 3  特征数据库目标识别模型

特征 1 子空间 2

子空间 1

子空间 n1

L LLL

特征 2 子空间 2

子空间 1

子空间 n2

L LLL

特征 k 子空间 2

子空间 1

子空间 nk

L LLL

图 2  特征数据库结构

L LLL

各传感器

数据输入

目标特征

的提取

特征数据库

(统计的描述)
特征匹配 可能目标的概率

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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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从传感器输入数据提取的目标特征参量总共三个，分别为速度、光谱辐射强度

和目标长宽比。由 2. 1 可得速度落在子空间 i 时目标类型的概率分布为：（Ai1, Ai2, Ai3, Ai4,
Ai5）；同理可得，光谱辐射强度落在子空间 j 时的目标类型的概率分布为：（Bj1, Bj2, Bj3, Bj4,
Bj5）；目标长宽比落在子空间 k 时的目标类型的概率分布为：（Ck1, Ck2, Ck3, Ck4, Ck5）。

这样由这三个特征参数确定了一个目标类型概率分布矩阵：
















=

54321

54321

54321

kkkkk

jjjjj

iiiii

CCCCC
BBBBB
AAAAA

E

采用期望值原则对 E进行处理。处理方法如下：

在 E 中求每列元素之和，其中对每一种特征参量的向量元素乘以一个可信度因子，

设三个特征参量速度、光谱辐射强度和目标长宽比的可信度因子分别为 p1，p2和 p3，令：

321 pCpBpAX knjnnin ++= ，  5...,,2,1=n

用 Xn，n=1，2，…，5 诸元素组成一个行向量 X= (X1, X2, X3, X4, X5)，再对行向量 X
进行归一化，最后的行向量为由目标的一组特征参数判定的目标类型概率分布。至此，

目标识别工作完成。

    特征数据库的实质即是将图像数据等各种复杂的源数据简化为每一特征的统计性数

据，因此，用特征数据库进行目标识别速度快，实时性好，但目标识别的可靠性依赖于

特征的选取和对源数据库的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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