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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基线影像匹配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犇犈犕的自动生成

张　力１　张继贤１

（１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路１６号，１０００３９）

摘　要：以青南高原三江源试验区为例，采用ＳＰＯＴ５ＨＲＳ立体影像和 ＨＲＳ／ＨＲＧ三立体像对生成试验区

１∶５万２５ｍ间隔ＤＥＭ，并利用大量外业和内业检查点对自动提取的ＤＥＭ 进行精度分析。试验结果表明，

利用所提出的影像匹配方法可以从ＳＰＯＴ５卫星影像中全自动生成１∶５万 ＤＥＭ。另外，ＳＰＯＴ５ＨＲＳ／

ＨＲＧ三影像立体条带数据适用于地势起伏较大的深切割山地区域。采用此方法，可以同时保持自动生成的

ＤＥＭ的精度和可靠性，大大减少自动生成的ＤＥＭ中存在的粗差和人工后处理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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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高可靠性地从遥感影像中获取高精

度三维地形信息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影像匹

配［１］。通过影像匹配从影像中自动提取ＤＥＭ 或

ＤＳ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长

足的发展，大量的影像匹配算法以及成熟的商业

软件包也已经研发成功。但是，现有的影像匹配

算法和软件系统所获得的ＤＥＭ 在精度、可靠性

等方面仍然不能同人工量测的结果相比，自动提

取的ＤＥＭ仍需要进行大量的人工编辑后才可以

应用于实际。因此，研究开发高效、高精度、高可

靠性的匹配算法应该注意以下问题的解决和匹配

策略的选择：① 形成较大的匹配冗余，以增加算

法的可靠性，即匹配尽可能多的特征和同时匹配

多景影像；② 采用合适的总体匹配策略，如由粗

到细的匹配策略；③ 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信息，

包括影像的纹理信息、影像及影像之间的几何信

息、物体及物体之间的几何约束信息等。

１　基于多基线影像匹配的犇犈犕 自

动提取方法

　　基于多基线匹配的ＤＥＭ自动提取方法的流

程图如图１所示，它主要分为３个相互联系的子

系统：① 影像自适应预处理；② 多基线、多匹配

基元影像匹配；③ 高精度地貌细节精化匹配。

图１　基于多基线影像匹配的ＤＥＭ自动

提取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ＤＥ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对多基线、多匹配基元

影像匹配子系统及其核心算法———基于物方几何

约束的多影像相关匹配算法（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ＧＣ３）进行详细的说明，有

关该方法其他部分的描述可参见文献［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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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多基线、多匹配基元影像匹配子系统

在该系统中，影像匹配采用基于多影像（等于

或大于两幅影像）的匹配算法，有机地结合多种匹

配基元（特征点、特征线和格网点）的匹配结果，充

分利用影像的局部和全局信息，采用由粗到细的

影像匹配策略。其中，将传统的影像相关匹配算

法进行扩展，开发了独特的可以同时处理多景影

像的ＧＣ３算法。同时，通过对基于面元和影像特

征点、线的匹配算法的分析，开发了能够有机地结

合特征点、特征线和格网点匹配的，可以同时利用

影像局部信息和全局信息的组合匹配算法，使得

自动匹配的特征点、线可以充分表达地形地貌的

重要特征，并且在无纹理或少纹理区域也可以通

过对密集格网点的基于影像全局几何约束的概率

松弛法匹配进行有效的过渡。

该子系统可以分为基于特征点的匹配、基于

特征线的匹配、基于影像全局几何约束的格网点

匹配和匹配特征融合等子模块，各子模块之间相

互提供匹配初值和支持、检查，以定位和剔除较大

的匹配粗差。其中，特征点、特征线的匹配通过

ＧＣ３算法完成，格网点的匹配则采用ＧＣ３算法和

改进后的概率松弛法［２，３］进行。

１．２　犌犆
３算法

如图２所示，假设有三景ＩＫＯＮＯＳ影像，它

们组成了一个ＩＫＯＮＯＳ三立体影像对。选取中

间的一景影像作为参考影像犐０，其他的两景影像

为搜索影像犐犻（犻＝１，２），它们组成了两个立体像

对，即像对犐０犐１和犐０犐２。对于参考影像上的一

个给定特征点狆０，其物方空间的对应点一定位于

通过点狆０的摄影光线犆狆０上（对于ＣＣＤ线阵影

像，犆为对应于点狆０的瞬时摄影中心）。首先，假

设犣０为点狆０的概略高程值，可以通过共线方程式

（相当于摄影光线犆狆０与高程平面犣０相交）获得

点的三维坐标犘０（犡０，犢０，犣０），再假设给定概略

图２　基于物方几何约束的多影像匹配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

ＧＣ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高程值犣０的容差为Δ犣，可以得到对应于高程犣０

－Δ犣和犣０＋Δ犣的两个物方点犘ｍｉｎ和犘ｍａｘ，而点

狆０在物方空间的对应点则一定位于摄影光线段

犘ｍｉｎ犘ｍａｘ之上。然后，利用影像的精确定向元素将

摄影光线段犘ｍｉｎ犘ｍａｘ分别投影到搜索影像犐犻上，

以得到给定点狆０在影像犐犻上的准核线（段），而点

狆０的匹配点也一定位于搜索影像犐犻上的准核线

上。因此，ＧＣ３算法隐含地利用了影像及影像之

间的核线约束条件。

定义犐０（狆）和犐犻（狆）为影像的灰度值矩阵，在

参考影像上，以给定点狆０为中心定义一个匹配窗

口犠。假设已经获得成像区域的近似ＤＥＭ（可

以是一个平均高程面或是由高一级金字塔影像的

匹配结果内插得出的概略ＤＥＭ），利用参考影像

的定向元素将窗口投影到概略ＤＥＭ 上，在物方

空间可以获得对应于匹配窗口犠 的小面元。同

样，也可以将该小面元投影到搜索影像上，从而获

得给定点狆０在搜索影像上的相应匹配窗口，称该

过程为ｉｍａｇ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通过ｉｍａｇ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在参考影像上的一个矩形匹配窗口，可以同搜索

影像上的非矩形窗口进行相关，这样，由地形起

伏、影像成像几何及成像比例尺所引起的变形就

可以在影像相关过程中自动得到补偿。

定义点狆０（对于某一高程值犣）在参考影像

犐０和搜索影像犐犻上相应的匹配窗口之间的归一化

相关系数为犖犻：

犖犻（狆０，犣）＝

∑
狊∈犠

（犐０（狊）－珔犐０）×（犐犻（狊犻（犣））－珔犐）

∑
狊∈犠

（犐０（狊）－珔犐０）槡
２

∑
狊∈犠

（犐犻（狊犻（犣））－珔犐犻）槡
２

珔犐０ ＝
１

犿×狀∑狊∈犠
（犐０（狊）

珔犐犻＝
１

犿×狀∑狊∈犠
（犐犻（狊犻（犣）），犻＝１，２ （１）

式中，犠 和狊分别为参考影像上的匹配窗口和位

于该窗口内的一个像点；犿、狀为匹配窗口犠 的大

小；狊犻（犣）为搜索影像上对应于狊的像点，它可以

通过ｉｍａｇ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过程获得，其灰度值可以通

过对搜索影像犐犻进行双线性内插获得。

由式（１）可以看出，同传统的归一化相关系数

的定义不同，这里犖犻是像点狆０和其高程犣（犣∈

［犣０－Δ犣，犣０＋Δ犣］）的函数。由此，给定参考影

像上的特征点狆０及其相应的概略高程犣０和容差

Δ犣，对于所有立体像对（这里指犐０犐１和犐０犐２），

犖犻都定义在物方空间内，这样，采用文献［４］中所

提出的方法，将所有立体像对的归一化相关系数

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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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犻进行加和平均，由此定义犛犖，即

犛犖（狆０，犣）＝
１

２∑
２

犻＝１

犖犻（狆０，犣） （２）

　　由式（２）可以看出，犛犖 也是像点狆０和犣的函

数，使犛犖 达到最大值时的高程犣 正是给定点狆０

的正确高程值，其中，点狆０在搜索影像上的搜索

范围由初始高程的容差Δ犣确定。由此，通过定

义犛犖，可以同时匹配多景影像，并且直接获得给

定特征点狆０的三维坐标。式（１）也可以很容易地

扩展到狀＋１（狀≥１）景影像的情况：

犛犖（狆０，犣）＝
１

狀∑
狀

犻＝１

犖犻（狆０，犣） （３）

　　图３显示了ＧＣ
３算法应用于６景高分辨率机

载三线阵影像（地面分辨率为５ｃｍ）所得到的一

个实例。这６景影像分别属于两条航向不同的航

带，且在待匹配点附近存在很多重复纹理（图３

（ａ））。从图３（ｂ）中可以看出，由于在给定点附近

有很多重复纹理，仅仅通过分析单个立体像对的

归一化相关系数犖 曲线，很难得出正确的匹配结

果，但在犛犖 曲线中，正确的匹配则表现为明显的

峰值，因此，通过分析犛犖 曲线，很容易得到给定

点 的 正 确 匹 配 （即 使 给 定 的 搜 索 范 围

很大）。因此，ＧＣ３算法可以同时匹配多景影像，

图３　ＧＣ
３算法用于机载三线阵影像

Ｆｉｇ．３　ＧＣ
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６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ＬｉｎｅａｒＡｒｒａｙＩｍａｇｅｓ

并利用多幅影像的冗余信息来改善匹配的可靠

性，有助于解决相似纹理、遮挡等困难区域匹配的

多义性与误匹配等问题。

通过置换算法中的几何成像模型，ＧＣ３算法

也可以适用于传统的航空影像和新型的框幅式数

码航空影像，如Ｖｅｘｃｅｌ公司的ＵｌｔｒａＣａｍＤＴＭ成像

系统所获取的数字航空影像。利用ＧＣ３算法可以

同时匹配多景数码航空影像（相当于利用多条摄

影光线进行空间交会），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高重叠

率影像带来的益处，提高影像匹配的成功率和可

靠性，同时又可以保持匹配结果的高程精度。

２　试验结果

为综合评价本文所提出的自动ＤＥＭ 提取方

法的性能，选用了具有不同纹理特征、不同地貌类

型和不同分辨率的多种卫星影像，如 ＳＰＯＴ５

ＨＲＳ／ＨＲＧ、ＩＫＯＮＯＳ、ＩＲＳＰ５等，进行了系统的

全自动ＤＥＭ生成试验及精度分析。限于文章篇

幅，这里仅列出了利用ＳＰＯＴ５卫星影像所作的试

验结果及分析，更多的结果可以参见文献［２，５，６］。

三江源试验区位于青南高原，为长江、黄河和

澜沧江的发源地。试验区东西延展近２００ｋｍ，南

北长约６００ｋｍ，地势向北东方向逐渐降低，平均

海拔为４０００ｍ。全区由近东西走向的地质构造

所控制，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为ＤＥＭ 的自动提

取提供了较好的试验条件。

从试验区内获取覆盖整个区域的 １１ 景

ＳＰＯＴ５ＨＲＳ立体条带和近５０景ＨＲＧ５／２．５ｍ

分辨率影像。在试验中，选取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成像

的２个ＳＰＯＴ５１０ｍ×５ｍ分辨率 ＨＲＳ卫星立

体像对和６景５ｍ分辨率 ＨＲＧ影像（同选取的

两个ＳＰＯＴ５ＨＲＳ立体像对构成三立体像对），

影像覆盖面积约９万ｋｍ２，影像质量良好，几乎无

云层覆盖，为成像地区ＤＥＭ 的自动提取提供了

较好的数据基础。

考虑到试验区内北部和南部多破碎或深切割

的山地地貌，为提高自动匹配的效率，在这些区域

采用了 ＳＰＯＴ５ＨＲＳ／ＨＲＧ 三影像立体数据。

ＳＰＯＴ５ＨＲＳ立体影像条带的基高比约为０．８，

且在整个条带中 基 本 上 是 一 常 数。ＳＰＯＴ５

ＨＲＳ／ＨＲＧ三影像立体数据包含相邻的两个立

体条带，每个立体条带的基高比为０．４，这种立体

影像可以较好地解决固定的０．８的基高比对

ＤＥＭ数据采集带来的不便，大大减少自动生成的

ＤＥＭ中存在的粗差和人工后处理的工作量。

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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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匹配两个ＳＰＯＴＨＲＳ立体影像条带

和６景 ＨＲＧ影像后，试验区全区２５ｍＤＥＭ 在

试验程序运行约２６ｈ后自动生成。在此过程中，

共匹配特征点约９０００万，特征线数目为近５００

万，相当于在原始影像上匹配了一个４像素 ×４

像素的密集格网，从而有利于２５ｍ间隔ＤＥＭ的

生成。由于在算法中将自动匹配的大量特征点、

线进行融合，并在局部影像范围内进行微细地貌

的自动提取及匹配，因此，获得的ＤＥＭ不但很好

地表达了成像地区的总体地形，也准确地表达了地

形较为破碎地区的微细地貌。试验结果见图４。

图４　２５ｍ间隔ＤＥＭ晕渲图

Ｆｉｇ．４　Ｓｈａｄｅ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２５ｍＧｒｉｄＳｐａｃｉｎｇ

由于试验区的参考资料较为缺乏，无法得到

该区精确的ＤＥＭ数据，因此，采取了如下的３种

方法对自动提取的ＤＥＭ进行精度分析。

１）将自动匹配的ＤＥＭ 换算为影像坐标，并

在立体显示条件下将其叠加到立体影像对上进行

人工目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所提取的 ＤＥＭ

与立体影像套合极好，几乎不需要对自动生成的

ＤＥＭ进行人工编辑。

２）利用外业量测的ＧＰＳＤ级点对所提取的

ＤＥＭ进行精度检测。三江源试验区位于我国西

部１∶５万地形图空白区测图工程２００６年工作区

域内，各生产单位在各自作业区域都选择了２～３

幅１∶５万地形图覆盖地域，并在每幅图覆盖范围

内实测了至少３０个均匀分布的ＧＰＳ检查点。这

些ＧＰＳ检查点的量测精度在平面上优于０．８ｍ，

高程上优于１．０ｍ。利用这些检查点得到的

ＤＥＭ 高程精度直接反映了利用ＳＰＯＴ５卫星影

像获取ＤＥＭ 的精度。具体的精度统计（ＧＰＳ外

业点）见表１。

３）利用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上人工采集

的检查点对所提取的ＤＥＭ 进行精度检测。陕西

测绘局航测遥感院在２００６年作业区内人工采集

了１４８９个检查点，并通过将这些检查点在ＤＥＭ

中内插来比较ＤＥＭ的精度。由于这些检查点具

有和ＤＥＭ同样的影像定向参数，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ＤＥＭ 的精度主要来自于量测误差，即由于立体

影像匹配所带来的误差，它直接反映了本文所提出

的全自动ＤＥＭ提取方法的匹配精度。具体的精

度统计见（内业人工量测点）表１。

表１　ＤＥＭ精度统计

Ｔａｂ．１　ＤＥＭ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ｅｓｔ

检查

方法

图幅

数

检查

点数

高程精

度／ｍ

１∶５万测图规范要求

（一级／二级精度）／ｍ
地形类别

ＧＰＳ外

业点

３ ９９ ６．７ １４．０／１９．０ 高山地

１ ２６ ３．６ ８．０／１１．０ 山地／高山地

２ ６４ １．７ ５．０／７．０ 丘陵地

３ １２７ ２．８ ３．０／４．０ 平坦／丘陵地

内业人

工量测

点

４７ ９３７ ３．６ ５．０／７．０ 丘陵地

２１ ３６７ ４．５ ８．０／１１．０ 山地

８ １８５ ４．４ １４．０／１９．０ 高山地

　　试验结果表明，在未剔除粗差或进行极少量

人工编辑的情况下，利用本文提出的影像匹配方

法可以从ＳＰＯＴ５ＨＲＳ立体影像中全自动生成

１∶５万ＤＥＭ，其高程精度优于国家测图规范的要

求５０％以上；ＳＰＯＴ５ＨＲＳ／ＨＲＧ三影像立体条

带数据特别适用于地势起伏较大的深切割山地区

域；采用本文算法，可以同时保持自动生成的

ＤＥＭ 的精度和可靠性，大大减少自动生成的

ＤＥＭ中存在的粗差和人工后处理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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