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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传统ＳＩＦＴ算法从特征点提取时间和匹配精度上进行了优化，基于优化算法提取的特征点对构建

三角网进行小面元微分纠正配准。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是一种有效的遥感影像自动配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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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特征在图像匹配领域取得了巨大成

功，基于ＳＩＦＴ描述子的匹配方法已被成功应用

到了很多领域，如目标识别［１］、全景图拼接［２］、从

运动恢复结构［３］等。ＳＩＦＴ算法最初由Ｌｏｗｅ
［４，５］

于１９９９ 年提出，２００４年总结完善。２００５年，

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ｙｋ等
［６］针对不同的场景，对光照变化、

图像几何变形、分辨率差异、旋转、模糊和图像压

缩等６种情况，就多种最具代表性的描述子进行

了试验，结果表明ＳＩＦＴ描述子性能最好。

然而，目前将ＳＩＦＴ算法应用于遥感影像配

准的研究还较少。主要原因如下：特征点提取方

面，由于遥感影像数据量一般较大，加上ＳＩＦＴ算

法本身复杂度较高，直接加以应用算法效率较低；

特征点匹配方面，传统ＳＩＦＴ算法采用的是Ｌｏｗｅ

提出的最近邻次近邻距离比值法，阈值凭经验选

取，精确度较低。

１　犛犐犉犜算法

ＳＩＦＴ算法是一种提取图像局部特征的算法。

通过在高斯差分尺度空间（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ｕｓｓｉ

ａｎ，ＤＯＧ）寻找极值点作为关键点，提取尺度、亮

度、旋转不变量。

１．１　关键点检测及精确定位

关键点检测在多尺度空间完成。尺度空间理

论最早出现于计算机视觉领域，其目的是模拟图

像数据的多尺度特征。一幅二维图像的尺度空间

定义为：

犔（狓，狔，σ）＝犌（狓，狔，σ）犐（狓，狔） （１）

式中，犌（狓，狔，σ）＝
１

２πσ
２ｅ

－（狓
２
＋狔
２）／２σ

２ 是尺度可变

高斯函数。为了有效检测到关键点，Ｌｏｗｅ
［５］提出

了在高斯差分尺度空间寻找极值点：

犇（狓，狔，σ）＝ （犌（狓，狔，犽σ）－犌（狓，狔，σ））犐（狓，狔）

（２）

　　每一个采样点和它同尺度的８邻域点以及上

下相邻尺度的１８邻域点比较是否为极值点，作为

关键点候选点。

然后，通过拟合泰勒公式展开的三维二次函

数，精确定位关键点的位置和尺度。同时去除低

对比度的关键点和不稳定的边缘响应点，以增强

匹配稳定性，提高抗噪能力。

１．２　关键点方向分配及描述子构造

利用关键点邻域像素的梯度方向分布特性为

每个关键点分配方向参数。一个关键点可能会被

指定多个方向（一个主方向、一个以上辅方向）以

增强匹配的鲁棒性。

然后以关键点为中心取１６像素×１６像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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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并均匀地分为４×４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

大小为４像素×４像素），对每个子区域计算８个

方向的梯度方向直方图，绘制每个梯度方向的累

加值，即可形成一个种子点。这样对于一个关键

点可以产生４×４×８共１２８维的ＳＩＦＴ特征向

量。至此，一个完整的描述子构建完毕，也完成了

特征点的提取过程。

２　犛犐犉犜算法优化

２．１　尺度空间构造算法优化

ＳＩＦＴ算法本身复杂度较高、参数较多，需要

通过试验来确定最佳参数。通常采用的是

Ｌｏｗｅ
［５］的建议值，但这些参数对算法复杂度影响

较小。ＳＩＦＴ要应用于数据量较大的遥感影像，需

要对其计算过程加以优化。

２．１．１　尺度空间构造耗时

作者通过对大量遥感影像进行试验，统计了

算法各个阶段所需时间占总时间百分比，结果如

表１所示。

表１　犛犐犉犜算法各阶段所需时间

Ｔａｂ．１　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

算法各个阶段 所占百分比／％

尺度空间构造 ３０～５５

关键点检测 １０左右

关键点指定方向 １０左右

计算特征描述符 ３０～５０

　　由表１可知，构造尺度空间耗时较多，占算法

总时间的３０％～５５％左右。此部分耗时将很大

程度影响整个算法所需时间，因此优化空间较大。

２．１．２　耗时原因

尺度空间的构建主要分为高斯金字塔影像和

高斯差分尺度空间构建两部分，而后者在前者基

础上进行相邻图层相减即可。因此，尺度空间构

建耗时主要取决于高斯金字塔影像的构建。

Ｌｏｗｅ
［５］建议第一个ｏｃｔａｖｅ的首幅图像高斯核参

数值为１．６，其他ｏｃｔａｖｅ的第一幅由前面ｏｃｔａｖｅ

的首幅图像以尺度２向下采样得到。当ｏｃｔａｖｅ

的个数狊＝３时，每个ｏｃｔａｖｅ中的其他图像σ以

犽＝２１
／狊等比递增。

构建高斯金字塔影像时，高斯核尺寸的大小

与其所需时间紧密相连。在不同核尺寸下，通过

对不同尺度、旋转不同角度的遥感影像进行试验

发现，随着核尺寸增大，构建金字塔影像消耗时间

不断增加，检测出的关键点数目也逐步增多。但

当核尺寸增大到一定程度，关键点数目开始呈现

下降趋势。传统ＳＩＦＴ算法中采用固定核尺寸选

择的方法来构建高斯影像，若尺寸选择过小，虽然

耗时较少，但提取的特征点也较少，不利于后续影

像配准；若尺寸选择过大，耗时较多，提取的特征

点也不一定很多。为了避免上述情况，争取在较

少时间内提取出较多特征点，本文采用了自适应

高斯核尺寸选择的方法。

２．１．３　自适应算法

通过试验统计发现，随着核尺寸从３×３、５×

５逐渐增加到２１×２１的过程中，检测出的关键点

数目在１１×１１到１３×１３之间开始出现临界值。

虽然所需时间仍不断增加，但关键点数目开始逐

渐减少。本文对多组遥感影像进行了试验，结论

基本一致。由于篇幅有限，仅列举其中一组试验

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高斯核尺寸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ｋｅｎｎｅｌｓｉｚｅｓ

核尺寸／结果 ａＧｕｓ／ｍｓ ｂＧｕｓ／ｍｓ ａＫｅｙｓ／个 ｂＫｅｙｓ／个

３×３ １５８７ １７８４ ０ ０

５×５ ２３６４ ２３９４ ４４ ５６

７×７ ２９１４ ３０４４ １１２４ １０１８

９×９ ３５３５ ３６６５ ２７４０ ３１１１

１１×１１ ４４４６ ４６３６ ３４５４ ３８９２

１３×１３ ６３５９ ５６１８ ３６３０ ４０６７

１５×１５ ８５１２ ７７８１ ３５６２ ３９５５

１７×１７ ８７３２ ９３２４ ３４６９ ３８０２

１９×１９ １１４３６ １１５７６ ３３６９ ３７１４

２１×２１ １２６５９ １２５５８ ３３２７ ３６７１

自适应 ５５３６ ５５２７ ３７６４ ４０９８

　　表２为两幅同一地区不同时相的 ＴＭ 影像

（尺寸大小为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在不同高斯核

尺寸下构造高斯金字塔影像所需时间及初始提取

特征点数。其中，ａＧＵＳ、ｂＧＵＳ分别代表两幅影

像构建高斯金字塔所需时间，ａＫｅｙｓ、ｂＫｅｙｓ代表

各自提取特征点数。试验运行环境：ＣＰＵＣｅｌｅｒｏｎ

２．２Ｇ，内存５１２ＭＢ。

在以上多组试验结果基础上，拟合了一次函

数，得到如下自适应过程。

设高斯核尺寸为［ｗｉｄｔｈ，ｈｅｉｇｈｔ］，其大小依

据每个ｏｃｔａｖｅ中图像对应的值自适应过程为：

ｗｉｄｔｈ＝ｈｅｉｇｈｔ＝４＋５，ｗｉｄｔｈ＜１３

ｗｉｄｔｈ＝ｈｅｉｇｈｔ＝１３，ｗｉｄｔｈ＞１３。

２．１．４　试验

对上述ＴＭ影像采用自适应核尺寸算法提取

的特征点数目为３７６４和４０９８个，同等条件下比

固定核尺寸所提最多数目分别多１３４和３１个。如

图１所示，横轴为不同核尺寸，纵轴为构建高斯影

６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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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需时间（ｍｓ）及所提特征点数。ａｄａｐｔ为自适应

方法结果，其中自适应核尺寸所需时间分别为５

５３６ｍｓ和５５２７ｍｓ，仅介于高斯核［１１，１１］和［１３，

１３］之间。对多组影像试验，结论基本一致。

图１　不同高斯核尺寸下算法各部分所需时间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ＫｅｎｎｅｌＳｉｚｅｓ

２．２　关键点匹配策略优化

２．２．１　传统匹配策略缺点

综上所述，ＳＩＦＴ的关键点描述符为１２８维特

征向量，传统特征点匹配方法采用Ｌｏｗｅ的最近

邻与次近邻的距离比率ｒａｔｉｏ进行匹配。ｒａｔｉｏ小

于某个阈值的对应点作为正确匹配，否则抛弃。

采用较小的ｒａｔｉｏ可以取得准确率较好的匹配结

果，但也排除了部分正确匹配。同时，该方法没有

考虑重复匹配、多对一匹配及其他误匹配情况，匹

配精度优化空间较大。

２．２．２　重复匹配、多对一匹配问题

计算ＳＩＦＴ关键点方向时，同一关键点可能

有一个主方向、一个或多个辅方向。算法中都将

其归为不同的特征点。这些特征点中的全部或部

分可能产生正确的匹配点，但它们实际上是同一

点，此时就会产生重复匹配现象。ＳＩＦＴ特征集之

间的穷尽搜索匹配还可能产生多对一的匹配。除

了重复匹配和多对一匹配外，难免还可能存在其

他误匹配。

２．２．３　优化策略

对于重复匹配和多对一匹配，可以首先通过

比较匹配点对的像素坐标值和遍历对应点对的索

引值将其全部提取出来。对于其他误匹配，首先

依据几何位置关系，剔除对应点对狓、狔坐标之差

明显大于其周围相邻点对坐标之差的点对，然后

采用双向匹配算法：基于第一次匹配结果，反过来

求第二个特征集中已被匹配的关键点在第一个特

征集中的匹配，若为同一点则保留，否则去除。经

过上述几步处理，剩下的匹配点对已基本正确。

最后，将在去除误匹配点方面取得较大成功的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
［７］应用于剩下匹配点对，进一步提

高匹配精确度。

２．２．４　试验

试验中首先采用最近邻／次近邻法及双向匹

配策略得到匹配点对１１３对，然后依据优化策略

逐步提炼，剔除的误匹配点对见图２（ａ）中方框所

示。其中，去除重复、多对一匹配点对１０对；匹配

点对几何位置关系去除点对１３对；此时剩下点对

已基本正确。再进一步利用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去除

点对２对。最终提取正确点对８８对，如图２（ｂ）

中加号所示。

图２　试验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从图２（ａ）可以看出，未经过优化匹配的左边

图像左上角及左下角不包含在右边图像中，但却有

匹配点对，这些点对明显为误匹配点。除此之外，

还存在其他一些不明显的误匹配，这些情况在图２

（ｂ）中均进行了去除。通过对每一对匹配点目视检

验及坐标换算，图２（ｂ）中的匹配点对基本正确。

需要说明的是：算法在去除错误点对的同时，难免

会去掉少量正确匹配。试验在不影响匹配精度的

情况下提取出了尽可能多的匹配点对。

３　基于优化犛犐犉犜算法的影像配准

基于优化ＳＩＦＴ算法的影像配准流程如图３

所示。首先利用上述优化算法获得匹配点对；然

后将匹配点对作为后续影像配准用同名点对，并

分别构建密集三角网；最后在对应的三角网中，逐

个小面元进行微分纠正［８］，以实现影像精确自动

配准。

７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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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优化ＳＩＦＴ算法的影像配准

Ｆｉｇ．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Ｆ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Ｉｍａｇ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４　试验分析与结论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对不同类型遥感影像的可

适应性，采用另一对光学影像ＩＫＯＮＯＳ影像（数

据来源 ｈｔｔｐ：／／ｎａｙａｎａ．ｅｃｅ．ｕｃｓｂ．ｅｄｕ／ｒｅｇ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进行配准试验。待配准影像相对参考影像

具有一定程度的尺度和旋转变化。同时将待配准

影像亮度提高２０％，加入标准差为０．０１的高斯

噪声测试算法鲁棒性。初始匹配点对６７１对，如

４（ａ）所示，其中加号所示为正确点，其他为误匹配

点。精度优化后最终匹配点对４６３对，如４（ｂ）所

示。说明此算法对噪声及旋转和尺度变化具有一

定的鲁棒性。

利用最终匹配点对构建三角网，如图５所示。

在对应的三角网中逐个小面元微分纠正。图６

（ａ）和６（ｂ）分别为在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Ｅ８．７软

件下多项式纠正配准结果和本文算法纠正结果。

为了更好地进行比较，试验中将参考影像和待配

准影像进行假彩色合成。叠加显示结果表明，

ＥＲＤＡＳ下多项式纠正中，大部分吻合较好，但影

像右半部分出现重影和彩色情况（见图中矩形框

１、２、３所示），其配准结果并不十分准确。且多项

式纠正过程中，由于待配准影像具有一定噪声，同

名点的选取具有一定难度。基于优化ＳＩＦＴ算法

的小面元纠正过程中同名点自动选取，且配准结

果吻合较好，基本上没有出现重影和彩色情况。

图４　试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５　参考影像及待配准影像三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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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Ｂｅ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

图６　试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本文分析了传统ＳＩＦＴ算法应用于遥感影像

配准的局限性，从特征点提取时间和匹配精度上

加以优化。优化算法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提取出更

多、更精确的匹配点对。利用该匹配点对作为配

准用同名点对，构建密集三角网进行小面元微分

纠正。将纠正结果同传统多项式配准结果进行了

比较，结果表明，在遥感影像配准中采用本文优化

ＳＩＦＴ算法，比传统配准算法鲁棒性更强，精度

更高。

８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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