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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格网和三角网的优点 , 提出了一种基于特征的影像松弛匹配方法。算法利用边缘提取算子提取

影像特征信息 ,把提取的边缘特征点分配到预定的规则格网中进行登记 ,同时构建特征三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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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已经为测绘生产

部门广泛采用 ,摄影测量的处理在不同程度上实

现了自动化。其中 ,已经成熟的有内定向 、相对定

向;较成熟的有影像匹配生成数字地面模型 ,但仍

有许多工作要做 。用于生产数字地面模型的影像

匹配算法有很多[ 1～ 5] ,其中基于规则格网的整体

松弛匹配算法具有快速且较可靠的特点 。规则格

网松弛法匹配以规则格网作为松弛匹配的节点 ,

以格网的八连接为邻域系统 ,把影像匹配问题转

化为组合优化问题 ,通过由粗到细的多级匹配实

现匹配的整体最优和局部最优 。但从匹配节点的

分布看 ,格网的规则性忽略了影像信息分布的不

均匀性 。试验表明 ,格网的细微平移和格网大小

的改变可能会引起匹配结果较大的变化 。这说明

格网匹配方法虽然具有快速方便的优点 ,但也还

有一些值得改进和研究的地方 。笔者曾提出了利

用影像特征点构成三角网 ,按三角网邻域系统进

行松弛[ 6] 。但大量试验表明 ,由于有些区域的特

征点很密 ,邻域可能很小 ,匹配结果有时很不可

靠 ,所以本文提出了结合格网邻域和三角网邻域

的优点的自适应邻域系统 。

由于影像匹配的算法要适合于各种不同类型

的影像 ,而匹配结果要求有比较高的密度 ,采用何

种算法进行特征提取是很关键的。在特征提取的

敏感性方面 ,最佳线性算子能很好地检测影像信

息变化区域[ 7] 。在效率方面 ,最佳线性算子能在

线性时间内进行较高精度的边缘提取。最佳线性

算子有很多种 ,本文选用沈俊算子
[ 8 , 9]

。其理论

推导较复杂 ,但实际算法很简单。首先利用一个

线性模糊算子对影像进行四次一维模糊(从左到

右 ,从右到左 ,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然后把模糊

后的影像和原影像进行相减计算 ,得到零交叉二

值图 ,进行边缘跟踪就可得到零交叉边缘矢量链;

最后再利用影像梯度信息筛去梯度很小的零交

叉。

1　松弛法特征匹配

松弛法整体影像匹配通过局部松弛来选出匹

配点和传递匹配点信息 ,通过影像金字塔上的多

级匹配来实现整体匹配的可靠性。松弛法匹配基

于地形局部平滑原理 ,即在局部范围内地形起伏

较小(即左右视差可认为是平滑变化的)。对于每

个参与匹配的特征点 ,利用相似性测度 ,如相关系

数的峰值 ,找出右片上可能的同名点作为候选匹

配点。根据地形的平滑性 ,同名点应能获得较大

的邻域支持 ,而错误的候选点的邻域支持较小。

在松弛迭代过程中 ,正确的候选点的概率值在迭

代中增大 ,相反 ,错误的候选点的概率值在迭代中

不断减小。迭代若干次后 ,正确的候选点概率值

收敛到 1 ,错误的候选点收敛到 0 ,从而得到正确

的匹配。

在影像金字塔的顶部 ,分辨率降低 ,局部的相

容性相当于原始分辨率影像上大范围的相容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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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匹配的可靠性。通过上层匹配的信息为下层

匹配提供准确 、可靠的近似值 ,可以减小匹配候选

点的搜索范围 ,加快匹配速度。从匹配点的惟一

性和视差变化的平滑性等条件 ,可以得到概率松

弛公式[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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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prik为第 i 点第 k 个候选点第 r 次迭代的匹

配概率;Cijkl为第 i 点第 k 个候选点与第 j 点第 l

个候选点之间的相容系数 ,为视差较差的函数;β

为相容系数的调整参数;c0 、c1 为松弛系数;Ni 为

第 i点的邻域。

图1为格网匹配的八邻域。格网匹配的节点

位于规则格网上 ,邻域数是固定的。而在实际的

影像上 ,特征点的分布是不规则的 ,有的地方特征

很稀疏 ,有的地方特征很密集 ,如果采用某个搜索

半径进行搜索 ,对于稀疏的区域可能找不到相邻

点;而如果采用三角网的相邻节点作为邻域 ,则在

特征点密集的区域 ,邻域可能很小。如果在点密

集的区域使用相邻格网内的点作为邻接点 ,而在

点稀疏的区域使用三角网的邻接点 ,则可以自动

地适应不同的情况。如图 2 ,特征点邻域定义为

相邻格网内的特征点加上相邻的三角网顶点 。

图 1　格网的八邻域

Fig.1　Neighborhood of Grids

图 2　格网和三角网结合的邻域

Fig.2　Neighborhood of G rids and TIN

式(1)是适用于格网匹配的松弛公式。而对

于基于特征的松弛匹配而言 ,因为每个特征的信

息量不同 ,其候选匹配对邻域点的支持率的贡献

也不一样 。如以特征点的梯度为权 w ,式(1)可以

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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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计算步骤如下 。

1)计算每个特征点在搜索范围内的相关系

数 ,寻找相关系数大于给定阈值的峰值点作为候

选匹配点 ,构成候选匹配点集 。

2)利用相关系数计算每个候选匹配点的初

始概率:

p
0
i , k =ρi , k/ ∑

m

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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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式中 , ρi , k为第 i点第 k 个候选点的相关系数。

3)按式(4)计算每个匹配节点的邻域(图 2)

内的每个点的候选匹配针对该点的相容系数 ,按

式(3)和式(5)更新匹配概率 。

4)对于零匹配 ,可作为一个候选匹配参加计

算 ,初始概率设为 1-max{ρi , k}。

2　试验与分析

图3为某工地立体影像对的局部 ,图 4是在格

网间距为 11×11时基于特征匹配的等视差曲线。表

1列出了格网大小分别为 7×7、9×9 、11×11 、13×13

情况下格网匹配和特征匹配的实际精度对比。精度

评定使用了人工量测的 78特征点作为检查点。从

表1可以看出 ,特征匹配的误差要略小于格网匹配

的相应误差。另外 ,随着格网的增大 ,匹配的精度都

有所降低 ,格网匹配的精度降低得较快。总的来说 ,

特征匹配的精度要优于格网匹配的精度。

图5为一块巨大岩石的立体影像对的局部 。

图 3　影像对 1

Fig.3　Image Pair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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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1×11特征匹配结果

Fig.4　Result of 11×11 Feature M atching

表 1　特征匹配与格网匹配精度比较/像素

Tab.1　Accuracy Comparison Between Grid

Matching and Feature Matching

7×7 9×9 11×11 13×13

最大　平均　最大　平均　最大　平均　最大　平均　

格网法 1.844 0.569 2.086 0.617 2.322 0.685 2.498 0.760

特征法 1.554 0.475 1.447 0.498 1.813 0.532 1.881 0.587

可以看出 ,该地形起伏变形较大 ,大部分纹理平行

向右下排列 ,属于较难匹配的影像。图 6 、图 7为

格网匹配的结果 ,可以看出 ,格网间距为 11 ×11

时 ,格网匹配的视差曲线明显与地形不符 。而在

同样的间距下 ,特征匹配的视差曲线(图 8)接近

于格网间距为 9×9时的结果 。在试验中 ,改变格

网间距并对格网进行微小的平移。大量的匹配试

验表明 ,在特定的地形特征条件下 ,格网匹配对微

小平移较敏感 ,但并不是在格网间距为 11 ×11时

一定会出现图 7 的结果 ,而特征匹配的结果对格

图 5　影像对 2

Fig.5　Image Pair Ⅱ

图 6　9×9格网匹配结果

Fig.6　Result of 9×9 Grid Matching

网的平移不敏感 。其原因在于 ,格网匹配的匹配

节点位于规则格网上 ,匹配结果的好坏依赖于格网

点落在特征点或线上的概率。对于图 5所示的特

殊的地形特征 ,格网的微小平移有可能使许多格网

点偏离特征线或特征点而导致局部匹配失败。

图 7　11×11 格网匹配结果

Fig.7　Result of 11×11 Grid Matching

图 8　11×11 特征匹配结果

Fig.8　Result of 11×11 Feature M atching

3　结　语

从试验中可以看出 ,特征匹配相对于格网匹

配具有较好的精度和可靠性 ,但是格网匹配和特

征匹配各有优缺点。格网匹配的优点在于计算量

小 ,速度快 ,缺点是依赖于格网落在特征点上的概

率;特征匹配的优点是能充分利用明显的特征信

息 ,对于格网大小不是很敏感 ,缺点是特征的阈值

难以选择 ,只能保守地取得很小 ,导致特征点可能

很密 ,计算时间较长 。在边缘信息很弱的地方 ,格

网匹配由于其布点的盲目性反而可能取得较好的

结果 。因此 ,对于地形匹配建模而言 ,一个成熟的

匹配算法应当综合利用格网匹配和特征匹配的优

点 ,在布点时进行综合考虑。

另一方面 ,突起的树木以及遮挡都会影响影

像匹配甚至导致匹配失败 。但特征的失配也是建

筑物和独立树等存在的重要线索。一个好的特征

如果没有匹配点 ,可能提示被遮挡 ,或是存在断

裂 ,或者附近有突出物干扰。

总的来说 ,由于树木 、遮挡等原因 ,自动匹配

的结果还需要人工的编辑。而采用特征匹配 ,并

用匹配的特征三角网代替规则格网 DEM ,则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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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结果进行编辑时 ,可以直接对特征信息进行

编辑 。这有助于更好地开发易于使用的匹配编辑

软件 ,提高数字地面模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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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mage edges are extracted with a simple algorithm , and the key points of edges are registered in

grids.Then for every key edge point , several matching candidates are searched by finding the peak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and the initial matching probabilities are calculated with these coefficients.Last ,

a relaxation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used to adjust the matching probabilities.From experiments ,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feature-based image matching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obustness.

Key words:image matching;probability relaxation ;feature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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