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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相关匹配算法的快速实现

刘　进１　闫　利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结合分级关键点互相关迭代法与搜索空间标记法，设计了一种有效提高图像相关匹配速度的算法。

其中分级关键点互相关迭代算法快速实现了由重要到不重要像素点的逐级迭代互相关匹配计算，算法在保

证精度的前提下可以随时结束并输出相关匹配值；而搜索空间标记法则能快速排除掉大量参数空间内不可

能匹配的点。实验证明，这种算法能在正确配准图像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匹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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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在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应用中，常用互相关

系数来反映两图像（通常是基准图与实时图）相似

程度的重要测度，互相关系数理论上能不受图像

间亮度、对比度线性差异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稳定

性，可应用于遥感影像匹配［１］、车牌号识别［２］、目

标检测及匹配等领域。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常需

在实时图中考虑平移、比例、旋转等因素，大量搜

索计算待识别图像中的某个子图与模板图像之间

的互相关系数［３６］。待识别图像越大，匹配或识别

精度的要求越高，这种互相关计算量就越大［７］。

因此，必须寻求快速而有效计算图像间相关系数

的算法。

１　互相关系数快速算法

两图像犳０（狓，狔）、犳１（狓，狔）互相关系数定义

为：

ρ（犳０，犳１）＝

∑
犻∈犳０

（犳０（狓犻，狔犻）－珚犳０）（犳１（狓犻，狔犻）－珚犳１）

∑
犻∈犳０

（犳０（狓犻，狔犻）－珚犳０）
２

∑
犻∈犳１

（犳１（狓犻，狔犻）－珚犳１）

槡
２

（１）

　　假设式（１）中犳０（狓，狔）是模板图像，犳１（狓，狔）

是待匹配子图。在匹配过程中，模板图像犳０（狓，

狔）相对稳定，可以预先进行归一化计算。因此，

式（１）可以简写为：

ρ（犳０，犳１）＝
∑
犻∈犳０

犳０（狓犻，狔犻）犳１（狓犻，狔犻）

∑
犻∈犳１

（犳１（狓犻，狔犻）－珚犳１）

槡
２

式中，

犳０（狓犻，狔犻）＝
犳０（狓犻，狔犻）－珚犳０

∑
犻∈犳１

（犳０（狓犻，狔犻）－珚犳０）

槡
２

（２）

２　关键点快速算法

根据人眼视觉识别特点，图像中心区域的信息

对观察者的影响高于边缘区域，近邻像素信息之间

的细节差异不像图像的宏观总体灰度分布更容易

引起观察者的注意。传统的逐行逐列扫描算法通

常从边角开始逐行扫描图像以进行灰度互相关计

算。这种计算模式与生物体高效的视觉识别方式

并不符合。本文据此设计了一种分级关键点快速算

法，将图像上的像素根据其拓扑分布对图像匹配的

重要性进行重新排序，得到分级有序点集（图１）。

可见，关键点按照像素拓扑分布呈分形式星

状分布。由于有第０～（狀－１）级关键点作为基

础，第狀级内部关键点的顺序就显得并不十分重

要。对于每一级的点集，可按照从上到下的扫描

顺序排序。参加匹配的关键点重新编号的顺序如

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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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关键点的各级分布

Ｆｉｇ．１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

图２　分级关键点的顺序标号（共０～３级）

Ｆｉｇ．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

图１中关键点的分布依据是始终保持前狀级

（从第０级开始）关键点能对图像进行犪狀×犪狀即

（２狀＋１－１）×（２狀＋１－１））的均匀网格采样，即从

模板图像和匹配图像中的对应偏移位均匀挑选出

来的一些参加互相关计算的有代表性的像素点

集。第狀级关键点是在前（狀－１）级关键点基础上

均匀２插值采样而形成的。那么，前狀级共有

犪２狀＝（２
狀＋１－１）２个采样点，除去前（狀－１）级的所

有采样点，第狀级共有犪２狀＝２
狀（３×２狀－２）个采样

点。对于任意长宽图像犕×犖，都能获得这种分

布的关键点。这时如果行方向的采样间隔小于或

等于１，则停止行方向的２插值，让行保持不变而

仅在列方向继续进行２插值采样，直到列方向的

采样间隔小于或等于１，就能采样到全部像素。

进一步地，可将式（２）可改写成迭代算法：

ρ狀＋１（犳０，犳１）＝
犘狀＋１

σ
２
狀＋槡 １

犘狀＋１＝犘狀＋犳０（狓狀＋１，狔狀＋１）犳１（狓狀＋１，狔狀＋１）

σ
２
狀＋１＝σ

２
狀＋

狀
狀＋１

［犳１（狓狀＋１，狔狀＋１）－犳１狀］
２

犳１狀＋１＝［狀犳１狀＋犳１（狓狀，狔狀）］／（狀＋１

烅

烄

烆 ）

（３）

初始条件是犘０＝０，σ０２＝０，这样就实现了每增加

一个点就能得到一个新的相关系数。算法可随时

结束并输出当前得到的相关匹配值。其中的模板

图像各级值点集的归一化函数｛犳０（狓狀＋１，狔狀＋１）｜狀

＝０，…｝可以在搜索匹配之前预先离线计算得到。

总结起来，关键点分级匹配的步骤就是先得

到模板图像的归一化函数犳０（狓，狔），然后将关键

点序列逐个代入式（３）进行迭代计算。当关键点

达到一定级别或所得互相关系数ρ狀趋于稳定时，

就可考虑停止迭代。

３　搜索空间标记法

搜索空间标记法利用搜索空间相关系数分布

的近似连续性，模板图像和大量实时子图互相关

匹配这个过程可抽象为在匹配参数空间内搜索的

一个匹配参数点过程。假设要在一个 犕×犖 大

图像中搜寻匹配犿×狀的子图，该子图有可能在

比例参数犽区间［１－犽狋，１＋犽狋］发生比例变换，

这就相当于在一个近似为（犕－犿）×（犖－狀）×

２犽狋的长方体区域内搜索最佳匹配点。搜索这么

大的参数空间必须注意效率，匹配参数空间中的

每一点都对应一个互相关系数值，从而形成一个

互相关系数函数ρ犳０，犳１（狓，狔，犽）．该函数具有一定

的连续性，具有以下两个性质：

１）如果一个参数点（狓犿，狔犿，犽犿）对应的互相

关值很大，ρ犳０，犳１（狓犿，狔犿，犽犿）→１，则（狓犿，狔犿，犽犿）

邻域的某一区域的互相关值都比较大。

２）如果一个参数点（狓犿，狔犿，犽犿）对应的互相

关值很小ρ犳０，犳１（狓犿，狔犿，犽犿）≤０，则（狓犿，狔犿，犽犿）

邻域的某一区域的互相关值都比较小。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互相关值都会较

小，在搜索完一个参数之后，当发现互相关系数

比较小时，就需要将以该参数点为中心的区域内

所有点都屏蔽掉而不会被搜索，被屏蔽区域的半

径则随中心点的互相关值小的程度而增大。可通

过一个描述参数空间的３维数组来实现参数空间

的搜索、屏蔽和标记，搜索的方式不仅是线性扫描

方式，也可考虑使用遗传算法。

４　实验结果

本文通过一组实验来验证关键点快速算法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图３（ａ）是一幅遥感图像（有时

被称为基准图像），图３（ｂ）～３（ｄ）则是要搜寻的

子图（有时被称为匹配模板）。实验采用关键点快

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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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算法和搜索空间标记法在图３（ａ）中搜索到图３

（ｂ）～３（ｄ）３个图，得到匹配参数（包括位置、比

例甚至旋转角等）。由于拍摄时间有所不同，图３

（ｂ）～３（ｄ）３个图的亮度和对比度相对于图３（ａ）

都发生了变化；又由于拍摄距离的不同，图３（ｃ）、

图３　配准图像和子图（３个子图的亮度

和对比度都相对于原图发生了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Ｓｕｂｉｍ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３（ｄ）图的比例可能发生了变化；又由于拍摄角度

的不同，图３（ｄ）图的角度可能发生了±２°范围内

的变化。

实验仅选取了０～３共４级关键点进行相关

匹配计算，对图３（ｂ）只考虑位置参数的搜索，图３

（ｃ）同时考虑位置和比例两个参数搜索，比例参数

犽的搜索范围为［０．８８，１．１２］，比例搜索分辨率

为０．０１；图３（ｄ）同时考虑位置、比例和旋转３个

参数的搜索，比例参数犽的搜索范围为（０．８，

１．２），比例搜索分辨率为０．０１；旋转参数θ的搜

索范围为±２°，旋转搜索分辨率为１°。为保证配

准精度，用快速算法确定匹配点后，再通过匹配点

及其３×３邻域范围内９个整数匹配点的互相关

系数进行切比雪夫多项式［７］插值，从而得到高精

度亚像素的匹配坐标。

为了与传统方法相比较，还对同样的图像利

用ＳＳＤＡ算法
［７］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见表１和

图４，可见本文提出的分级关键点（３级）＋搜索空

间标记算法能够在保证匹配精度（误差不超过１

像素）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匹配速度。

表１　本文介绍的算法与普通的ＳＳＤＡ匹配算法速度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ｓｔ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ＳＳＤＡ

分级关键点（０～３共４级）＋搜索空间标记法＋亚像素精确匹配 普通的ＳＳＤＡ匹配算法

匹配结果参数 花费时间／ｓ 匹配结果参数 花费时间／ｓ

图３（ｂ）

相关系数＝０．９９０７

匹配中心（２２１．００，１５２．５０）

比例＝１，旋转＝０°

１．６６８
相关系数＝０．９９０７

匹配中心（２２１．００，１５２．５０）

比例＝１，旋转＝０°

３４．７８

图３（ｃ）

比例±０．１５

范围内搜索

相关系数＝０．７８６３

匹配中心（６１０．８６，４０８．５３）

比例＝０．９３，旋转＝０°

５．００９
相关系数＝０．７８６１

匹配中心（６１１．００，４０８．５０）

比例＝０．９３，旋转＝０°

９３．６１

图３（ｄ）

比例±０．２

旋转±２°

范围内搜索

相关系数＝０．９１７１

匹配中心（５００．９５，３９０．８５）

比例＝０．８４，旋转＝２°

１４．９３８
相关系数＝０．９１６８

匹配中心（５０１．００，３９１．００）

比例＝０．８４，旋转＝２°

３６８．８５

　　注：实验用ＣＰＵ配置：Ｃｅｌｅｒｏｎ２．４ＧＨｚ。

图４　分级关键点结合搜索空间标记法得到的匹配结果示意图（３Ｄ视图效果）

Ｆｉｇ．４　３ＤＶｉｅｗ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ＳｐａｃｅＭａｒｋ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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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利用分级关键点与搜

索空间标记法可以大大缩短相关匹配的时间，并

且得到正确的配准结果。

５　结　语

根据图像匹配过程中的两个近似连续性———

图像灰度分布的连续性和互相关函数在参数空间

内的连续性，本文提出了关键点快速迭代算法与

搜索空间标记法。不仅快速实现了由粗到细的逐

级匹配，而且能快速排除大量参数空间内不可能

匹配的点。实践证明，这两种方法都能在正确配

准图像的前提下明显提高互相关匹配算法的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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