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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二所围界报警系统
正式亮相呼和浩特机场

浅谈计算机视觉技术在民航领域的应用前景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prospective computer vision techniques in
civil aviation applications
文、图 / 阙薇

11 月 7 日，民航二所围界报警系统顺利通过民航地区华北

能极大地提高防护区域的安全性。该系统由现场和机房两部分

管理局组织的行业验收。该报警系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无

组成，机场管理人员足不出户，在机房通过电脑上的围界报警

漏报，误报率低，得到了建设单位和使用单位的一致好评，大

系统管理平台即可实时监控现场状况。围界报警系统管理平台

力提升了呼和浩特机场的安防水平。

获国家版权局的软件著作权，界面设计人性化，功能呈现多样化，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此次针对原有围界和监控系统进行综合

用户操作简单化，并植入 GIS 技术到平台中，实现了监控直观化、

整治和升级改造，围界长度 10 公里，通过配备民航二所研发的

定位准确化的监控管理平台。管理人员不需专业培训就可轻松

围界报警设备，增加监控设备，实现了机场防区的全方位报警

上手，随时掌握准确的报警信息，让安全管理工作更加轻松、

监控，提升了整个机场的安全级别。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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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更进一步成为了机器“人”。按照功能
块划分，光信号采集设备相当于人的眼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睛，负责“看见”信息；计算机相当于

民航业也得到了强劲的发展。快速的

人的大脑，负责思考和决断。机器和人

民航二所围界报警系统于 2010 年获得民航局科技进步二

电容扰动型围界报警系统使用范围广，除了能满足机场的

发展带来的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

相比，有很多优势。除了不会疲倦、不

等奖，并取得了相关专利权及系统软件使用著作权，于 2012 年

安防需求外，同样适用于军队、监狱、仓库、油库、工矿企业、

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除了对传统技

10 月落户呼和浩特白塔机场，2013 年 9 月 10 日通过竣工验收。

变电站、停车场、养殖场、农场、住宅小区等户外场所的安全

论天气状况能 24 小时坚守在工作岗位、

术的革新要求以外，民航业也在不断地

高效率等机器常见的优势以外，机器可

开发和引进新技术，实现全方位和多元

以看得更远，达到更高的分辨力，在弱

化的发展，以适应各个层面的需求。

光照条件下看得更清楚，有透视能力，

继 2012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

而且可以定量地分析和处理信息。不过

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后，

在现有的计算机视觉技术条件下，机器

隋运峰，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电

2013 年 1 月又出台了更具体的《促进

和人相比，也有很多劣势。其最主要的

子计算机工程博士，现在设于民航局

民航业发展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结合

劣势在于不如人“聪明”。在获取大量

第二研究所的民航空管工程技术研究

国务院对科技创新的总体要求，以及民

的信息后，机器还不能像人一样有效和

所从事空管工程技术及产品开发，主

航局对支持行业持续安全、科学发展的

高速地处理这些信息，做出的判决也不

要研究方向为 ：信号处理，计算机视

科技应用的重视，针对计算机视觉技术，

如人的准确。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研究，

觉，机器感知和学习，人工智能。

本文对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及其在工业生

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电容扰动型围界报警系统具有环境适应性强、使用寿命长、
不受地形和恶劣天气影响、不受小动物干扰、灵敏度可调等优点，

防范需求，是新一代的安全防范产品。

产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并展望了计算
准确地讲，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研究

件上，主要研究如何准确地从真实世界获取

计算机视觉技术简介

包括获取、处理、分析并懂得图像（广

高维数据，比如图像或者视频。除了各种基

泛地讲是从真实世界获取的高维数据），

于可见光敏元件的相机外，还包括红外相机、

计 算 机 视 觉 技 术（computer

最终获得数字或者符号信息来辅助决

距离传感器、断层摄影设备、雷达和超声波

vision），通俗地讲，就是让机器能够

策。按照信息处理的流程，计算机视觉

等设备。数据预处理和图像处理有很大的相

像人一样观察的技术。传统的自动化技

技术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子领域：数据获

似度，其目的在于将数据转化到更适合低层

术开发出了会动的机器，而计算机视觉

取，数据预处理，低层处理算法，高层

和高层算法处理的空间。低层算法一般是为

技术让这些机器能够观察，能够思考，

处理算法。数据获取的注意力集中在硬

高层算法提供基本信息，比如位置、形状、

机视觉技术在民航领域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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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动作，给玩家带来了乐趣。

反向工程

计算机视觉技术在民航
领域的应用展望

除了常见的工业生产自动化中质量控制的

民用航空覆盖了很大的产业范围，加上航
空行业的高质量要求，给予了计算机视觉技术
广泛的应用空间。笔者将浅谈一些潜在的应用。
其中一些技术在国际上已经被开发成了产品，
并进入了小范围的试用，但是在国内民航领域

图 1 Google Glass 样机及其宣传的路标识别、导航及图像检索功能

相对空白；还有一些技术理论上比较成熟，但
是在生产实践中尚未得到推广。

材质、运动和描述向量等基本信息。高层算法基于低层算法

设备和产品检测

提供的信息，做出图像匹配、物体检测、物体识别、运动追

最早的计算机视觉的广泛应用就是对产品和设备的检测。

踪和决策判定等高层决定。

随着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发展，整体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得到了

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热门应用

越来越多应用的领域认可和使用。使用三维扫描设备结合二维
视频设备，共同进行检测是当前技术发展的热门。三维扫描设

目前最受关注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应用产品当属 Google

备可以准确且迅速地获取被检测物体的空间形状信息，而二维

Glass。早在其概念机的介绍视频刚推出时，就吸引了广大用

的视频设备可以提供丰富的材质信息。这两个信息结合在一起，

户的追捧，并且一度引起热门讨论：“这些技术”是真的吗？

可以几乎完全真实地虚拟重建被检测物体。依靠检测到的信息，

“这些技术”中有很多计算机视觉技术，比如增强现实、目

计算机可以高精度地定量分析形变、裂纹、内部气泡等重要信息。

标检测、物体识别和图像搜索。然而由于这些前沿技术的难度，

除了依靠可见光以外，使用 X 射线、红外和超声波等信号手段，

在目前发行的开发者版本中，只提供了增强现实技术。

机器还能达到很多人眼所不能及的区域进行检测。

从技术的成熟和应用的广泛性来讲，最成功的应用领域

Creaform 是在便携式 3D 测量领域处于领先的解决方案提供

当属工业生产自动化。通过给有手有脚的机器安装眼睛和大

商。其生产的便携式 3D 表面扫描仪及其提供的 3D 测量技术，

脑，近似于赋予机器以生命。机器可以类似于人一样，观察、

已经应用在了很多工业领域。通过和 Boeing、Pratt&Whitney、

思考再做出行动。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业生产检测，其中比较

RollsRoyce 和 CAE 的合作，他们已经把这项技术推向了航空航

领先的公司有 KLA-Tencor。它不仅仅是半导体、数据存储

天领域。其应用课题包括：（1）冰雹灾害对飞机的影响评估；

材料和纳电子器材的生产厂家，在多年的生产实践中，它结

（2）相位阵列检测飞机部件的 3D 建模；（3）飞机部件的空气

合计算机视觉技术开发出了高效的过程控制和收益管理系统，

动力学 / 应力分析；（4）MRO 和损伤评估。

应用以外，计算机视觉技术结合 3D 打印机已经
开创了一个工业生产的新时代。3D 打印机能够
根据设计者提供的 3D 数字模型，快速生产制造
形状结构比较复杂的物品。比如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研制开发的激光成型 3D 打印机可以生产传
统设备较难生产的钛合金大型飞机构建，而且
一次成型，强度高。可是在反向工程中，我们

图 3 Creaform 开发的便携式 3D 扫描仪及其在设备检测中的使用

并不知道准确的 3D 数字模型。使用传统的测量手段难以测量

踪技术，计算机能够在视频信号中定位飞机所在的位置。结合

复杂的曲面形状，且测量后仍需工程制图才能生成数字模型，

增强现实技术，能实现航班号、位置、速度等信息以标牌方式

效率较低。使用三维扫描设备结合后期三维图像处理技术可以

显示在飞行目标上，并且根据信息的变化实时更新。这样可以

生成高精度的 3D 数字模型，且一次成型。除空心的模型以外，

更有效地协助管制员实施空中交通管理服务。目前中国民航局

基本上能够实现“所见即所得”，能见即能生产。

第二研究所已经开展这项技术的研发。

远程塔台与增强现实

机场安全监控

机场场面控制中和视觉联系最紧密的应该属塔台，计算机

计算机视觉技术也应用于机场。现在广泛使用的安全监控

视觉技术也被应用在了塔台上。远程塔台的架设成本低于传统

系统以人工 24 小时监控为主。机器仅提供视频信号，不做任

塔台，而且给设备的架设提供了较高的自由度。可以通过把视

何智能分析。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因为人工的疲劳而忽视了影响

频和控制信号传输到很远的地方，对机场场面进行遥控指挥，

安全的重要事件或者延误了最佳的处理时机。通过引入不同的

从而进一步减小人工成本。这个技术对于起降航班频率较低的

计算机视觉技术，利用计算机 24 小时不疲劳的优势，辅助和

小机场有较大的意义，可以建立远程塔台控制中心，对多个小

提醒人工判定，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比如，通

机场进行遥控指挥。目前瑞典的 Saab 和挪威的 Avinor 公司正

过训练计算机认识危险品，结合识别训练目标的物体检测技术，

在进行这项技术的开发，在澳大利亚测试，并在瑞典的两个地

可以有效发现疑似的危险品。通过人脸识别技术，结合数据库

方进行认证。

中通缉犯的人脸信息，计算机可以更高效地发现可疑人像并做
出提醒。更先进的计算机视觉技术能够在人群中追踪个人的运

远程塔台从基本上讲需要图像 / 视频处理技术，对视频

动轨迹，并根据人的肢体动作了解人的行为。因为普通乘客或

信号进行实时处理，信号增强，并对多个视频信号拼接，实现

者工作人员的行为模式和有不良企图的人行为模式不同，通过

360°无盲区无畸变视野。如果进一步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对

对计算机的训练，程序能够发现有不正常行为的人，进而在严

多个信息源的数据进行融合，能使系统整体的表现锦上添花。

重后果发生前阻止事件的发生，提高安全监控的能力。

系统从其他的信息渠道可以获得飞行计划等信息。通过目标追

有效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并降低了产品的平均成本。

辅助停机
目前在机场推广的辅助停机系统是以提供指引信息为手
段，辅助飞机驾驶员泊位操作的引导泊位系统。在这个领域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计算机视觉的应用依然比比

里比较有影响力的公司有 Safegate, Simens 和 Honeywell。这三

皆是。自动倒车系统使用了目标检测和定位技术，而显示屏

家公司开发的产品或依靠激光扫描设备，或依靠视频设备，但

中的车辆行驶轨迹预测线使用的是增强现实技术。一些手机

基本的工作原理都是通过在地面安置的设备获取飞机的几何外

的加锁软件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而人脸检测技术最多应用

形、行驶速度等信息，并根据系统已知的航站楼信息，发出引

在傻瓜相机寻找人并自动对焦的功能上。而微软开发的动作
指令游戏机 Kinect 很好地利用 2D 和 3D 计算机视觉技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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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泊位指令。这样的系统弥补了驾驶员的盲区，而且能直观准

图 2 KLA-Tencor 生产的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检测设备

图 4 挪威远程塔台系统展示图

确地了解飞机停泊状态，提高了泊机的安全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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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视景监视系统在民航的应用研究
Technical Feature and Main Issues of Enhanced video system
图 5 计算机视觉技术识别的行人和车辆（左图中绿色和红色区域）以及发现的不正常交通行为（右图红色区域）。实验结果
来自 B. Zhou 等发表的 Understanding Collective Crowd Behaviors: Learning a Mixture Model of Dynamic Pedestrian-Agents。

文 / 吴敏

技术方面，针对汽车的技术相对成熟，有很多经验可以参考。

驱鸟系统
飞鸟撞击航班是长期困扰机场、威胁飞行安全的国际性

研究背景

难题。驱鸟的方式有多种，比如语音、超声波、光束和震撼

当前困扰民航运行的两大难题，一是针对大型枢纽机场

炮等。但是针对不同的鸟类，以及在不同的时间和季节，不

严重受制于低能见度的恶劣天气，机场因大雾而停止营运的

同的方法取得的效果不一样。而且随着鸟类对驱鸟方法的适

频率越来越高；二是中小型机场数量多、航线布局战略意义

应，重复地使用同样的方法效果会逐渐下降。对付智能的生物，

重大，但是赢利能力弱，几乎不可能装备现行的场面监视系统，

应该采取智能的方法。使用目标检测和追踪技术，计算机能

更无从谈起远程监控和管制的远程支持，需要现场配备合格

够得出进入视野范围的鸟类的数量。随着图像识别技术的发

的管制人员，对于目前紧张的空管管制队伍是一项严峻的考

展，前沿的技术不光能寻找出鸟类，而且对纹理鲜明的鸟类

验。针对上述难题，增强视景监视 EVS 系统（Enhanced video

已有的辅助停机系统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而设计

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识别度。这样，系统可以自动地发现鸟类，

system）技术研究应运而生，并且在行业的应用点也越来越清

的。如果仅从技术角度考虑，可以将自动泊机系统安装在飞

第一时间进行驱赶。并且在驱赶的同时，也可以建立起更为

晰。民航局第二研究所对增强视景监视 EVS 系统的研究，始

机上，实现飞机的自动驾驶。首先在飞机着陆后，系统根据

详尽的数据信息库，统计出不同种类对不同驱鸟方法反应，

于远程塔台技术的跟踪，远程塔台概念首先由欧美国家提出，

塔台提供的停靠信息设定行驶目的地，并启动自动驾驶。同

以及随着时间推移，驱鸟方法减弱的程度。一个完整全面的

数量众多的小型支线机场航班量小，如果配备全套管制人员

时，系统根据识别出的跑道中和跑道两侧的引导线和位置标

数据库可以为鸟类研究专家提供非常有用的第一手资料，从

和修建塔台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欧美同行开始进行基于视

识信息，结合 GPS 信号精确定位，控制飞机沿行驶道驶向停

而加深我们对鸟类的理解，研究出更为有效的对付飞鸟撞击

频及视频信号传输的远程塔台技术研究。但远程塔台技术在

机楼。在接近停机楼后，由于停机楼的地形更加复杂，可以

的策略和方法。

我国民航的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研究小组发现其

图 6 Safegate 公司的辅助泊机系统指示牌

在停机楼的关键位置安装停机位辅助指示标志。在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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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科研开发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 ：图像处理与计
算机视觉，视频编解码，计算机图形学，多视图几
何，GPU 高性能计算。主要参与了基于增强现实
技术的远程塔台系统关键技术研究。负责多路视频
GPU 实时拼接融合、视频图像增强、PTZ 高清一
体机自动跟踪等。

中的增强视景监视技术能够有效解决机场场面低能见度天气
情况下实时监视问题，因此专题开展 EVS 技术在民航的应用

全景视频是利用摄像机的“硬拼接”实现的。由于摄像机

研究，重点对视频拼接和视频增强技术进行攻关，寻找快速

视角和场景光照条件的不同及变化，各个摄像机的成像质

用于航空运输一线的实现方法。

量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最终生成的全景图像中会出现一些

研究思路

图 7 计算机识别鸟类示意。左图 ：对一只鸟提取的外形特征 ；右图根据形态特征计算机得出的相似度。实验结果来自 B. Yao 等
发表的 A Codebook-Free and Annotation-Free Approach for Fine-Grained Image Categorization。

吴敏，硕士，现就职于中国民航局第二研究

明显的“缝隙现象”，拼接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做到全景
视频的稳定无缝拼接，是当前增强视景监视系统发展中的

首先需要提炼技术难点，增强视景监视系统正处在由概

一个重大技术难题。另外由于天气的原因（如雨、雾、雪

念原型到实体化的发展阶段，国外一些机构正在进行实验系

等），摄像机的成像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保

统的研究和开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面临一些

证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成像的清晰是增强视景监视系统中面

关键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和改进。现有的增强视景监视系统中，

临的另一个技术难题。最后，增强视景监视系统还应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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