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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缘梯度投影图的航空影像初始视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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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通过对航空立体像对及其边缘影像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航空影像初始视差的确定方法。试验表

明，该算法能准确地确定纹理单一、影像对比度小的航空立体影像对的初始视差，可明显提高影像匹配的精度

和可靠性。

关键词：航摄影像；初始视差；边缘；梯度；投影图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１．４；Ｐ２３７．３

　　精确可靠的影像匹配是实现影像自动量测的

基础，亦是提高摄影测量成果精度的关键技术之

一。而在影像匹配算法中，快速且准确地确定航

空立体影像对的初始视差是一个前提条件。传统

的方法是通过对两张影像分别进行水平方向和垂

直方向的灰度相关来确定立体像对的初始视差，

其缺点是计算量大，且受制于影像的灰度特性［１］。

事实上，航空立体影像对中，纹理单一、对比度小

的影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面积的农田、森林等

区域常常产生这种情况，致使根据影像灰度相关

很难正确确定影像的初始视差。如果将影像的边

缘信息提取出来，根据边缘梯度来计算初始视差，

就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１　确定初始视差的基本原理

１．１　边缘提取

一个好的边缘检测算子应该满足三个准

则［２］：① 边缘检测效果好；② 定位精度高；③ 对

单一边缘只有惟一响应。研究表明，Ｃａｎｎｙ边缘

检测算子不但满足上述准则，而且大量的试验证

实，Ｃａｎｎｙ算子提取的是大尺度的边缘特征，且为

稳定的边缘特征［３～６］。为此，本文采用Ｃａｎｎｙ边

缘检测算子来提取影像边缘，以生成二值化边缘

影像犲１（狓１，狔１）、犲２（狓２，狔２）和边缘梯度数据

犵１（狓１，狔１）、犵２（狓２，狔２）。Ｃａｎｎｙ边缘检测算法参

见文献［７］。

１．２　边缘梯度投影图

假设影像犳（狓，狔）的大小为（犿＋１）像素×（狀

＋１）像素，沿水平方向统计每一列中包含边缘的

所有像素的梯度和犺犵（狓）。若将犺犵（狓）
狓∶０→犿

以统计图

的形式表示出来，则可得到影像水平方向的边缘

梯度投影图：

犺犵（狓）＝∑
狀

犼＝０

犵（狓，犼）·犲（狓，犼）

犺犵（狓）
狔∶０→犿

＝ ｛犺犵（狓）狘０≤狓≤犿｝

（１）

　　同理，可得到影像垂直方向的边缘梯度统计

量犺犵（狔）与边缘梯度投影图犺犵（狔）
狔∶０→狀

：

犺犵（狔）＝∑
犿

犻＝０

犵（犻，狔）·犲（犻，狔）

犺犵（狔）
狔∶０→犿

＝ ｛犺犵（狔）狘０≤狔≤狀｝

（２）

１．３　边缘梯度投影图相关性分析

为便于讨论，可将立体像对的左右影像

犳１（狓１，狔１）、犳２（狓２，狔２）表示成图１的一维形式。

图中，狆为左右影像重叠部分的长度，狓狆 为水平

方向的相对偏移量，且满足：

犿狀－犿０ ＝犿′狀－犿′０＝狆

犿狀－犿′狀＝犿０－犿′０＝狓狆
（３）

　　由航摄影像的特点可知，航空立体影像对的

视差主要为左右视差，上下视差相对较小，因而，

首先应该确定左右视差，然后确定上下视差。根

据航摄影像航向重叠度的范围，确定初始视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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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立体影像对的一维表示

Ｆｉｇ．１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ｐａｉｒ

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计算边缘梯度统计投影图

犺犵１（狓）
狓：犿

０→犿狀

和犺犵２（狓）
狓：犿′

０→犿′狀

的相关系数。图１中，犿０犿狀 和

犿′０犿′狀分别为左、右影像上用于相关计算的区

域。通过改变犿０ 和犿′狀，就可改变用于计算的重

叠区域，即相对偏移量狓狆，这样就能得到针对不

同相对偏移量的统计投影图相关系数ρ
［８］：

ρ＝
∑
狆

犻＝０

（犺犵１（犻＋犿０）－
珔犺犵１）（犺犵２（犻＋犿′０）－

珔犺犵２）

∑
狆

犻＝０

（犺犵１（犻＋犿０）－
珔犺犵１）

２（犺犵２（犻＋犿′０）－
珔犺犵２）槡

２

（４）

　　在确定的初始视差范围内，当按式（４）计算的

相关系数取得最大值时，将其所对应的狓狆 确定为

水平方向的初始视差。同理，可以计算影像垂直

方向的初始视差狔狆。

２　试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某地区一对航空立体影像（图２）进

行了试验。该影像对拍摄于２００４１１，摄影比例

尺为１∶２５００，扫描分辨率为２１μｍ，两幅影像大

小均为１１１２９像素×１１２６３像素，两影像的相对

旋角为φ＝１°２３′４２″，ω＝１°５１′３４″，κ＝３°４５′２８″。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首先从原始影像出发生

成金字塔影像序列。考虑到计算时间与初始视差

确定的准确性，试验对第三层金字塔影像（大小为

４１２像素×４１７像素）进行。从两幅金字塔影像可

以看出，重叠区域里的大部分影像为农田，农田里

的作物植株与土壤反差较小，纹理细小而且均一，

重复频率高，给灰度相关确定初始视差造成很大

的困难。

　　用Ｃａｎｎｙ算子对图２中影像提取边缘，得到

图３所示的二值化边缘图像。从图３可以看出，

经过Ｃａｎｎｙ算子提取边缘，背景信息被滤除，边

缘特征信息凸现出来。在立体影像的重叠区域

内，边缘方向、边缘宽度、边缘的布局十分相似，边

缘点基本上呈现一一对应关系。

图４和图５分别为根据边缘影像和边缘梯度

数据按照公式（１）和（２）生成的水平和垂直方向的

边缘梯度投影图。由于航摄影像的周边存在一定

宽度的边框，而图像与边框的交界处被判定为边

缘，故边缘影像上表现出清晰连续的直线段。在

统计边缘梯度投影图时，如果将这部分作为影像

边缘进行统计，将对结果造成不良影响。为此，本

文只从交界处以内来统计边缘梯度投影图。

图６（ａ）为根据两幅影像水平方向的边缘梯

度投影图计算出的不同水平方向偏移值时水平边

缘梯度投影图的相关系数。当影像重叠度为

５０％～１００％时，水平方向偏移范围为０～２０６个

像素。从图６（ａ）可以看出，在水平方向相对偏移

值为１５８像素时，相关系数达到峰值０．４３６，并且

在未达到峰值之前，相关系数呈上升趋势，到达峰

值后，相关系数迅速回落。

图６（ｂ）为在不同垂直方向偏移时，垂直边缘

梯度投影图的相关系数。在计算过程中，设定垂

直方向偏移范围为－１９～１９像素。从图中可以

看出，当偏移值为－１１像素时，相关系数取得极

值０．９４５，即同名像点的扫描坐标右影像比左影

像行号大１１。

图２　第三层金字塔影像

（４１２像素×４１７像素）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ＲａｎｋＰｙｒａｍｉｄＩｍａｇｅｓ
　　　　　　　　　　　

图３　第三层金字塔影像的边缘影像

（４１２像素×４１７像素）

Ｆｉｇ．３　ＥｄｇｅＩｍａｇ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ｙｒａｍｉｄ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Ｆｉｇ．２

　　

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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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影像水平方向边缘梯度投影图

Ｆｉｇ．４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ＥｄｇｅＧｒａｄｓ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５　影像垂直方向边缘梯度投影图

Ｆｉｇ．５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ＥｄｇｅＧｒａｄｓｉ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６　立体影像边缘梯度的相关系数

Ｆｉｇ．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ＥｄｇｅＧｒａｄｓ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ｐａｉｒ

　　由于以上初始视差是在第三层金字塔影像上

计算出来的，推算到原始影像上的初始视差应为

Δ狆＝１５８×２７＝４２６６像素，Δ狇＝－１１×２７＝

－２９７像素。对同一立体影像对，采用传统的灰度

相关法所计算出的初始视差为 Δ狆＝８２×２７＝

２２１４像素，Δ狇＝０像素。

为了证实本文所提出算法的有效性，利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选取原始影像上均匀分布的１２对同

名像点进行量测，表１给出了各点的视差值。从

表１中得知，平均视差 Δ珚狆＝４２６３像素，Δ珔狇＝

－３０５像素。这一数值与本文提出的边缘梯度投

影图相关系数法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而采用灰

度相关方法确定的影像初始视差与该值差别极

大。

表１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量测的立体影像对视差／像素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ｐａｉ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点号 Δ狆 Δ狇

１ ４２３６ －２９６

２ ４２２３ －３１５

３ ４２８９ －３３２

４ ４２８７ －２８７

５ ４２７６ －２６８

６ ４２５６ －３２０

７ ４２６７ －２５６

８ ４２７５ －３０３

９ ４２４６ －２８５

１０ ４２１３ －３１６

１１ ４２６３ －２８７

１２ ４２８５ －２８８

均值 ４２６３ －３０５

　　此外，采用灰度相关法计算初始视差时，需要

不断地计算不同重叠范围内两影像的相关系数，

而采用边缘梯度投影图法是将二维的影像转化为

一维的边缘梯度投影图，可大大缩短计算时间。

笔者用ＶＣ＋＋语言编制了灰度相关法和边缘梯度

投影图法计算影像初始视差的程序，在主频为

２．６ＧＨｚ、内存为５１２ＭＢ的台式计算机上进行

图２所示的立体像对初始视差的计算，前者耗费

的ＣＰＵ时间为３．８ｓ，后者仅仅需要１．１ｓ。这说

明采用边缘梯度投影图法能够大大提高确定初始

视差的效率。

３　结　语

采用本文提出的影像边缘梯度投影图法确定

航空立体影像对的初始视差是可行的，能够很好

地解决纹理单一、对比度小的影像特征贫乏区的

影像匹配问题。笔者将该方法用于大面积森林地

区的影像自动量测试验取得了相似的结果。该方

法的计算效率高，计算出的初始视差完全可满足

金字塔影像匹配对视差近似值的要求，这将为精

确可靠的影像匹配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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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论多边形中轴问题和算法　　　　　　　　　　　　　胡　鹏，等

 基于有向窗的自适应ＳＩＧＭＡ中值滤波算法 许才军，等

 论平差系统的模型误差及其识别方法 张朝玉，等

 “嫦娥”卫星绕月飞行轨道的激光测定法 刘基余，等

 单频ＧＰＳ整周模糊度动态快速求解的研究 刘立龙，等

 基于ＲＳ／ＧＩＳ技术与数值计算的库岸边坡稳定性研究 王　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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