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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边缘特征匹配的遥感影像
变化检测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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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边缘特征匹配的遥感影像变化检测预处理方法，在进行不同时相遥感影像配准时，一

并解求两期影像的辐射校正系数，同时实现两期影像的配准和辐射校正。实验表明，经预处理后，两期影像的

色调基本一致，地物没有明显的几何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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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变化检测是近年来遥感应用研究的

热点之一。图像预处理———多时相遥感影像间的

配准和辐射校正是保证变化检测精度的关键操

作。目前的各种预处理方法，往往将两者分开进

行，难以保证处理的效率和精度。

传统配准方法以明显地物点（如道路交叉口）

为配准要素，人工完成同名点匹配，使用一次或二

次多项式拟合影像间的变形，在最小二乘平差中

剔除误匹配点，并由正确的匹配点对求取影像间

的变形系数。这种方法效率低，配准效果取决于

操作员的经验，精度不易保证，往往需要多次反

复。为此，人们进行了诸多改进，使影像的配准由

基于影像低层特征（点特征）的方法向基于中、高

层特征（边缘、轮廓、线）的方法发展；从基于全局

函数纠正向基于局部变形分块纠正的方向发

展［１６］。

辐射校正方法大体可以分为绝对辐射校正和

相对辐射校正。前者通过大气辐射传递码以及传

感器的辐射响应值，得到成像时刻景物真实的光

谱反射值。而后者则利用多时相遥感影像各个波

段之间的校正方程，对影像进行归一化处理，不仅

能够纠正大气状况带来的两幅影像间的差异，而

且能够削弱传感器等因素带来的噪声。由于绝对

辐射校正需要知道大气辐射传递码，而历史数据

难以得到这个数值，因此，变化检测中大多采用相

对辐射校正方法。常用的校正方法有非线性校正

法和线性回归法，线性回归法又根据不同的样本

点选择方法分为伪不变特征法、暗集亮集法、未

变化集辐射归一法［７］。一般利用直方图、二维散

点图、阈值技术来提取样本点。这些方法各有优

点，但都存在着过程复杂、计算量大、不易操作等

缺点。

就多时相遥感影像的变化检测而言，由于两

期影像间同时存在几何变形和辐射差异，预处理

问题相当复杂。如何选择可靠性高的配准要素，

发展合适的匹配策略，关系到配准的效果；如何选

择大量正确的样本点，关系到辐射校正方法的成

败。本文在总结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影像配准、辐

射校正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一种基于特征匹配

的影像变化检测预处理方法。

１　基本思想

采用边缘特征作为配准要素，以两期影像上边

缘匹配点应满足边缘梯度角之差与边缘点间距离

的加权和最小的条件作为配准策略，在匹配出大量

点的基础上，根据随机采样一致性原则（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ＲＡＮＳＡＣ）
［８］剔除误匹配点，最

后应用仿射变换模型进行两期影像的配准。同时，

视大量匹配点对为不变目标，将匹配出的点对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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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辐射校正的回归样本点，再次运用ＰＡＮＳＡＣ

算法以最小误差中值为度量，求得两期影像的辐射

校正系数，从而在进行多时相遥感影像精确配准的

同时一并解求两期影像的辐射校正系数。

２　基于边缘特征匹配的影像配准

２．１　匹配要素

考虑到影像上存在大量的边缘特征，且边缘

提取算法较为成熟，本文以边缘点作为配准要素。

本文采用Ｃａｎｎｙ算子在两期影像中提取边缘，生

成二值化边缘影像，同时计算各个边缘点的梯度

方向角。

２．２　匹配策略

基于相关系数的匹配仅是灰度线性变化的不

变量［９］，对于两期影像的匹配显然缺乏稳健性。

由于基于边缘特征的匹配不受辐射差异的影响，

本文从方法的性能和可行性出发，选择了边缘匹

配方法。匹配前，选取３～４个同名点进行人工配

准，采用式（１）作为边缘点的匹配策略。其中犪、犫

的选择取决于人工配准后两幅影像间的最大残

差。如距离残差为１０ｐｉｘｅｌｓ时，犪＝０．１；旋转角

度残差为０．００１ｒｍｓ时，犫＝１０００。对提取出来

的每个边缘点在一定的搜索范围内进行匹配，保

留犮值最小的点作为当前点的匹配点。为了保证

匹配的可靠性，分别以狋１和狋２时刻的影像作为参

考影像进行双向匹配，保留两次都匹配出来的点

作为匹配的初始点集。

犮＝犪·犱＋犫·狘θ狋１－θ狋２狘 （１）

式中，犪＝１／犱ｍａｘ；犫＝１／狉ｍａｘ；犱为两时期影像间

特征点的距离，以像素为单位；θ狋１、θ狋２为狋１、狋２时刻

的边缘点梯度方向角，以ｒａｄ为单位；犱ｍａｘ为手工

配准后同名点之间的最大距离，以像素为单位；

狉ｍａｘ为两期影像同名边缘像素梯度方向角的最大

差值，以ｒａｄ为单位。

２．３　变形方程

由于遥感影像具有高空成像和窄视场角的特

点，可以用平行光投影来近似表达影像与物方空间

的投影关系，这一近似表达对于大多数遥感影像

（如ＴＭ、ＳＰＯＴ、ＩＫＯＮＯＳ、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都是成立的。

研究表明，采用仿射变换模型进行影像定位定向参

数的解算可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３］。因此，本文将

两期影像之间的变形用仿射变换模型表示：

狓＝犿０＋犿１狓′＋犿２狔′

狔＝狀０＋狀１狓′＋狀２狔′
（２）

式中，（狓，狔）为参考影像坐标；（狓′，狔′）为待配准影

像坐标；犿０，犿１，…，狀２为仿射变换系数。

２．４　误匹配点剔除

从初始匹配点对中随机选取３个匹配点对作

为样本，进行变形方程（２）的参数解算。在初始匹

配点对上，统计在限差ε范围内的匹配点数目

（ｎｉｎｌｉｅｒｓ）。最后选取ｎｉｎｌｉｅｒｓ最大的匹配点集作

为正确匹配点对集，同时删除误匹配点。

在ＲＡＮＳＡＣ框架下进行仿射变换参数的求解

需要确定随机采样次数犖 和符合模型的限差ε。

理想情况下，每个可能的数据子集均应考虑，这时

的犖值会非常大。Ｒｏｕｓｓｅｅｕｗ指出
［１０］，如果子集

大小为狊，粗差点所占比例为犙，那么在置信度犘下

至少需要计算的子集数为：

犖 ＝
ｌｎ１－（ ）犘

ｌｎ１－ １－（ ）犙（ ）狊
（３）

２．５　仿射变换系数解求

在获得初始匹配边缘点集后，可按图１计算

仿射变换系数。

图１　仿射变换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ｆｆ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６　配准精度评定

在两期原始影像对中，人工选取分布均匀的

狀对同名像点，依据计算出来的仿射变换系数，根

据式（４）进行配准精度的评定：

犚狓 ＝
１

狀∑
狀

犻＝１

（犿０＋犿１狓２犻＋犿２狔２犻－狓１犻）槡
２

犚狔 ＝
１

狀∑
狀

犻＝１

（狀０＋狀１狓２犻＋狀２狔２犻－狔１犻）槡
２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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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犲 ＝ 犚２狓＋犚
２

槡 狔 （４）

式中，（狓１犻，狔１犻）为参考影像像点坐标；（狓２犻，狔２犻）为

待配准影像同名像点坐标；狀为同名点数；犚狓、犚狔

分别为狓向、狔向和位置均方根误差。

３　辐射校正系数解求

采用线性回归法，假定待纠正影像的灰度值

犇犖
１
与参考影像的灰度值犇犖

２
之间存在如下线性

关系：

犇犖
１
＝犵·犇犖

２
＋犗 （５）

式中，犵为两幅影像间的拉伸系数；犗为两幅影像

间的偏移系数。

对式（５）采用误差中值最小策略（ＬＭｅｄｓ）来估

算犵和犗。首先，从匹配点集中随机挑选出两对匹

配点犘１犻、犘２犻，进行公式（５）中辐射校正参数犆犻＝

｛犵犻，犗犻｝的解算；然后，将匹配点集中每个匹配点

代入犆犻中，统计参数犆犻所对应的误差中值犿犻：

犿犻＝ｍｅｄｉａｎ｛犇犖
１犼
－犵犻·犇犖

２犼
－犗犻｝

１≤犼≤犖 （６）

　　取犿犻最小的参数犆犻作为最终的辐射校正参

数。ＬＭｅｄｓ策略隐含地认为小于犿犻 值的点为限

差内的点，因此默认ＲＡＮＳＡＣ算法中，在匹配点

集中存在５０％的粗差点（犙＝５０％）。设子集大小

狊＝２，置信度犘＝９９％，根据式（３）求得随机采样

次数犖 为１６。即在进行了１６次迭代后，选择犿犻

值最小时对应的犵和犗 作为辐射校正参数。

４　实验及其结果分析

封２彩图１为用于实验的两景不同时相的

ＳＰＯＴ影像，影像大小均为５１２×５１２像素。封２

彩图２是用Ｅｒｄａｓ软件Ｓｗｉｐｅ功能将两景影像叠

加显示的结果。封２彩图２（ａ）红色分隔线左侧

显示１９９２年影像，右侧显示１９８７年影像，由于获

取时间不同，两景影像存在明显的几何和辐射差

异。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于两影像中分别截取大

小为１００像素×５０像素的区域（封２彩图１中的

１区），将其放大２倍后叠加显示于封２彩图

２（ｂ）。可以看到，两影像的同一道路存在明显的

几何错位。由于１９８７年影像的视觉效果较好，将

其作为参考影像，根据上文所述方法，对１９９２年

影像进行预处理。

首先运用Ｃａｎｎｙ算子对两期影像进行边缘

提取，然后根据§２．２中的匹配策略进行边缘匹

配，得到两期影像上正确匹配的边缘特征及仿射

变换参数，再根据匹配出的特征点采用§３的方

法求得两期影像的相对辐射校正系数，最后对

１９９２年影像进行辐射校正和仿射变换。

封２彩图３显示了两期影像上正确匹配的边

缘，表１给出了边缘匹配的结果。从表１可以看

出，根据本文的匹配策略从两期影像上匹配出了

大量的特征点，为影像的预处理奠定了基础。为

了评价本文方法的配准效果，在原始影像中，人工

选取了２５对同名点（封２彩图４中绿色小三角

点），利用这些点解算仿射变换系数并实施影像配

准。为了比较本文方法与人工配准的精度，又在

原始影像人工选取了１０对同名点（封２彩图４中

绿色十字丝），根据式（４）计算得到表２的配准精

度。从表２可以看出，用本文方法得到的影像配

准精度优于０．２５像素，明显高于人工配准所能达

到的０．５５像素的精度，满足了多时相遥感影像变

化检测的影像配准精度要求（一般小于０．５像

素［１１］）。

表１　边缘匹配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ｄ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ＳＰＯＴ影像对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配准阈值／像素 １

边缘匹配得到的匹配点数 １２４３７

剔除误匹配点后的匹配点数 １１９５４

表２　配准精度／像素

Ｔａｂ．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人工配准 基于边缘特征的配准

犚狓 ０．３５６ ０．１２４

犚狔 ０．４２５ ０．１８７

犚犲 ０．５５５ ０．２２５

　　根据匹配出的１１９５４对边缘点计算出相对

辐射校正系数的拉伸系数犵为１．４３，偏移系数犗

为－５。封２彩图５为相对辐射校正拟合直线，其

斜率代表拉伸系数犵，截距代表偏移系数犗。为

了说明本文的相对辐射校正效果，将其与传统的

直方图匹配辐射校正方法［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本文以１９８７年影像作为参考影像，用Ｅｒｄａｓ软件

的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功能对１９９２年影像进

行了直方图匹配辐射校正。

本文采用均方根误差和变化范围两个统计特

征参数比较两种影像辐射校正方法。

均方根误差犚犲 用于检验归一化图像与参考

图像的相似性。如果犚犲的值较小，则辐射校正后

的影像与参考影像的辐射值较接近，说明相对辐

射校正效果较理想。计算公式为：

犚犲 ＝
１

犖∑
犖

犻＝１

狔′犻－狔（ ）犻槡
２ （７）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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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ｙ′ｉ为待配准影像经过辐射校正后的像元灰

度值；ｙｉ为参考影像的像元灰度值。

变化范围为影像中像元灰度值的最大值与最

小值之差。一般说来，变化范围越大，说明影像包

含了越多的细节，辐射校正后影像的质量越好。

表３给出了本文与直方图匹配两种辐射校正

方法的特征参数。从表３可以看出，前者较后者

在保证了较大变化范围的基础上有更小的犚犲值，

从而定量地说明了本文方法的相对辐射校正效果

较传统方法要好。

表３　两种相对辐射校正方法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本文方法 直方图匹配

均方根误差 ５７．８４６ ６２．０２７

最小值 １０ ３１

最大值 ２５５ ２５５

变化范围 ２４５ ２２４

　　从封２彩图５可以看出，除了拟合直线上有

大量的匹配点外，还有许多点远离拟合直线（图中

黄色的点）。这是因为特征匹配中的边缘点有可

能出现在边缘特征相似度高而实际地物已经发生

了变化的地方（如封２彩图１中的２区）。封２彩

图６为将其放大２倍显示的图像。

从封２彩图６可以清晰看出，１９８７年２区是

一块空地，１９９２年发生了变化。然而，根据本文

的匹配策略，仍旧匹配出了非常多的边缘点（绿色

十字丝）。这说明本文方法在此种情况下仍可以

较好地进行影像辐射校正，因为大量的匹配点并

未发生变化，由这些点就可以保证辐射校正的正

确性。

封２彩图７为预处理后的影像。将图７（ｂ）、

７（ｃ）分别与图２（ａ）、２（ｂ）比较可以发现，两期影

像的色调基本一致，地物不再有明显的错位，这进

一步说明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５　结　语

针对多时相遥感影像变化检测前的图像预处

理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影像配准与相对辐射校

正同步进行的方法，半自动地解决了影像配准和

相对辐射校正问题，实验取得了较好的配准精度

和辐 射 校 正 结 果。需 要 指 出 的 是，在 运 用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时要求有大量正确匹配的点作保

障，发展更为稳健的匹配策略以及剔除误匹配点

的算法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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