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０９。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７０１１５４）；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ＳＱ２００６ＡＡ１２Ｚ１０８５０６）；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国家测绘局西部测图工程项目部资助项目。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２６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利用６元组松弛法自动配准犔犻犇犃犚
数据与航空影像

钟　成１
，２
　李　卉３

，４
　黄先锋１　李德仁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市城市规划信息中心，武汉市三阳路１３号，４３００１４）

（３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４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空间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武汉市鲁磨路３８８号，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提出了利用６元组松弛匹配方法实现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影像自动配准的方法。根据建筑物的一般

建造原则定义其角点，利用同一水平面的任意３个角点组成的三角形投影前后相似的特点，采用基于６元组

的松弛法匹配同名角点，最后利用投影变形规律优化匹配结果。实验证明，该方法无需航空影像内外方位元

素，与尺度差异、旋转角无关，基本实现了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影像自动、精确配准。

关键词：ＬｉＤＡＲ；航空影像；角点提取；相似三角形；松弛法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航空影像几何精度高、细节丰富，但处理的自

动化程度不高，ＬｉＤＡＲ直接提供了３维坐标，有

利于提高处理的自动化程度［１，２］，两类数据配准

可同时获得目标的纹理信息和三维坐标信息［３］，

在地物分类、目标变化检测、三维重建等领域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ＬｉＤＡＲ图像与航空影像成像机

理不同，两图像间同一地物或目标在灰度信息、几

何性质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使用传统方法进

行配准相当困难，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４８］。

本文利用 ＬｉＤＡＲ与航空影像空间特征的相似

性，提出了一种自动化程度高、精度好，具有普适

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的配准方法。

１　基本思想

ＬｉＤＡＲ距离图像与航空影像中建筑物间的

映射关系不随尺度、旋转、平移、投影等变化，具有

稳定、唯一的相似性，在城市地区建筑物特征分布

密集，可以作为特征空间进行配准。利用ＬｉＤＡＲ

分割建筑物较容易实现，而航空影像受到较多干

扰，轮廓信息很难保持完整，且难以识别，建筑物

角点常常缺失。本文利用建筑物的一般建造规

则，定义建筑物角点为连接两条垂直边缘的像素

（下文中建筑物角点简称为角点）。在航空影像的

俯仰角及横滚角近似为０的情况下，同一水平面

的任意３个角点组成的三角形与其投影三角形相

似。这种相似关系与投影前后数据的尺度差异无

关。一旦获得相似三角形，可以其为基础扩展建

立新的相似三角形，构成同水平面的相似三角网。

相似三角网越复杂，匹配正确程度越高。本文引

入基于６元组的松弛匹配方法
［９，１０］寻找同水平面

角点构成的三角形的相似形。

为了实施松弛匹配，首先需要提取建筑物角

点特征，然后依据角点的高程将其分配到各个水

平面。ＬｉＤＡＲ角点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各个水

平面上，角点较多的水平面可能可以构造比较复

杂的三角网，而角点较少的平面可能无法寻找到

匹配的相似三角形，这对于利用匹配角点解算投

影模型是不利的。本文利用松弛匹配结果解算得

一个初步的变换关系后，设计了利用投影变形规

律搜索同名角点的匹配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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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算法步骤

首先提取建筑物角点特征，主要包括３个步

骤：① 检测ＬｉＤＡＲ数据和航空影像边缘；② 提

取两条垂直边缘的交点为建筑物角点；③ 将角点

分配到各个水平面。

２．１　６元组松弛匹配

利用同水平面３个ＬｉＤＡＲ角点狆犻、狆犺和狆狌

及其航空影像中的匹配点狇犼、狇犽和狇狏构成一个６

元组（狆犻，狇犼，狆犺，狇犽，狆狌，狇狏）。令δ犻犼犺犽（狌，狏）为当狆犻

与狇犼配对且狆犺与狇犽配对时，由狆犻、狆犺和狆狌组成的

三角形与由狇犼、狇犽和狇狏构成的三角形的相似度。

定义Δ狆犻犺为狆犻和狆犺间的距离，类似地定义其他距

离，令

α犻犼犺犽 ＝
Δ狆犻犺

Δ狆犼犽
，α犻犼狌狏 ＝

Δ狆犻狌

Δ狆犼狏
，α犺犽狌狏 ＝

Δ狆犺狌

Δ狆犽狏

（１）

珔α＝ （α犻犼犺犽＋α犻犼狌狏＋α犺犽狌狏）／３ （２）

则：

δ犻犼犺犽（狌，狏）＝

（α犻犼犺犽－珔α）
２
＋（α犻犼狌狏－珔α）

２
＋（α犺犽狌狏－珔α）槡

２
　 （３）

　　若δ犻犼犺犽（狌，狏）为０，则表示两个三角形完全相

似，则点对（狆狌，狇狏）给予（狆犻，狇犼，狆犺，狇犽）以最大的支

持度。随着δ犻犼犺犽（狌，狏）的增大，其支持度减小，则

可由相似度得到支持度的定义：

（δ犻犼犺犽（狌，狏））＝
１

１＋ δ犻犼犺犽（狌，狏）
２

（４）

　　当狆犻与狇犼配对且狆犺与狇犽配对时，狆狌仅与和其

联系的、对（狆犻，狇犼，狆犺，狇犽）的支持度最大的狇狏相配

对，即

犿（狌，狏）＝ ｍａｘ
狏≠犼，狏≠犽

（δ犻犼犺犽（狌，狏）） （５）

取所有狆狌 的平均值，得到（狆犻，狇犼，狆犺，狇犽）的初始

匹配度量值为：

犛０（狆犻，狇犼，狆犺，狇犽）＝

１

犿－２∑狌≠犻，狌≠犺
ｍａｘ
狏≠犼，狏≠犽

（δ犻犼犺犽（狌，狏）） （６）

则（狆犻，狇犼，狆犺，狇犽）的初始匹配度量值为：

犛０（狆犻，狇犼）＝ｍａｘ
犺，犽
犛０（狆犻，狇犼，狆犺，狇犽） （７）

　　在第狉次迭代时，（狆狌，狇狏）对狆犻、狇犼、狆犺、狇犽的

匹配度量值同时依赖于狆狌与狇狏 间的位置差别及

它们的犛狉－１（狆狌，狇狏）值，为了体现出这两个因素的

相互作用，取他们的最小值，有：

犛狉（狆犻，狇犼，狆犺，狇犽）＝
１

犿－２∑狌≠犻，狌≠犺
ｍａｘ
狏≠犼，狏≠犽

ｍｉｎ［犛狉－１（狆狌，狇狏），（δ犻犼犺犽（狌，狏））］ （８）

以及

犛狉（狆犻，狇犼）＝ｍａｘ
犺，犽
犛狉（狆犻，狇犼，狆犺，狇犽） （９）

　　为了避免由于阈值选取不当而带来的问题，可

采 用 下 面 的 方 法 决 定 迭 代 条 件：取 犱狉

＝∑
犿

犻＝１
∑
狀

犼＝１
∑
犿

犺＝１
犺≠犻

∑
狀

犽＝１
犽≠犼

犛狉（狆犻，狇犼，狆犺，狇犽）－犛
狉－１（狆犻，狇犼，狆犺，狇犽），当犱狉＜

ε时，迭代终止。ε为预设阈值。

２．２　优化匹配

利用松弛匹配结果可以得到ＬｉＤＡＲ角点与

航片粗略的变换关系，可以估算投影中心的坐标。

设有粗略的投影中心犗（犡狊，犢狊，犣狊），ＬｉＤＡＲ角点

犃（狓，狔，狕），角点处的地面高为狕０，则角点犃处的

投影变形可估算为：

Δ狑＝
狕－狕０
犣狊－狕

（犡狊－狓）
２
＋（犢狊－狔）槡

２
　 （１０）

如果犣狊的数值超出一般规范，则利用规范确定大

概变化范围。角点犃 相对于投影中心的方位估

算为：

θ＝ａｒｃｔａｎ
犢狊－狔
犡狊－狓

（１１）

分别给定Δ狑和θ较大的变化范围，可得到每个

ＬｉＤＡＲ角点寻找匹配影像角点的局部搜索空间，

此时不需要基于６元组的松弛法在图像全局寻找

相似三角形。定义端点皆为角点的边缘为完整边

缘，此时采取的匹配条件为：

１）ＬｉＤＡＲ角点连接垂直边缘与影像角点连

接垂直边缘的方位差近似等于松弛匹配解出的

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影像的方位差；

２）ＬｉＤＡＲ角点与影像角点各自至少连接一

条完整边缘；

３）完整边缘的比值与同水平面或邻近水平

面的相似三角形比值近似相等。

利用搜索空间和匹配条件的双重约束，出现

错误匹配的可能性很小，可通过平差过程检测和

剔除。如有必要，还可根据匹配优化结果计算出

的精确投影模型进一步缩小搜索空间，利用更宽

松的匹配条件，搜索更多的匹配点对。

２．３　求解投影模型

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影像之间的严密的变换

模型为描述中心投影的共线方程，利用单像空间

后方交会求解外方位元素需要预知影像的内方位

元素。本文着力解决不具备内、外方位元素的航

空影像与ＬｉＤＡＲ数据配准，因此采用直接变换

模型表达投影变换关系，即

７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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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
犾１犡＋犾２犢＋犾３犣＋犾４
犾９犡＋犾１０犢＋犾１１犣＋１

＝０

狔＋
犾５犡＋犾６犢＋犾７犣＋犾８
犾９犡＋犾１０犢＋犾１１犣＋１

＝０

（１２）

式中，（狓，狔）为像方坐标值；（犡，犢，犣）为物方坐标

值；（犾１，犾２，…，犾１１）为变换系数。解算变换系数

（犾１，犾２，…，犾１１）的关系式为：

犡犾１＋犢犾２＋犣犾３＋犾４＋０＋０＋０＋０＋

　狓犡犾９＋狓犢犾１０＋狓犣犾１１＋狓＝０

０＋０＋０＋０＋犡犾５＋犢犾６＋犣犾７＋犾８＋

　狔犡犾９＋狔犢犾１０＋狔犣犾１１＋狔＝０

（１３）

　　当观测值大于６个控制点时，可以利用式

（１４）列出线性方程组，并略去一个方程式，可列出

１１个方程，平差求解变换系数（犾１，犾２，…，犾１１）的近

似值。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加拿大多伦多中心城区 Ｌｉ

ＤＡＲ距离图像和航空影像（见图１），其中，Ｌｉ

ＤＡＲ距离图像水平分辨率为１ｍ，高程分辨率为

０．５ｍ；航空影像扫描分辨率为７２ｄｐｉ，航空影像

内外方位元素、航高、地面分辨率未知。实验地区

包含各种建筑物类型，其高程分布合理，具有一定

的典型性。对于ＬｉＤＡＲ距离图像，下文讨论时，

直接以灰度值表达地物高度。

图１　实验数据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３．１　松弛匹配和优化

本文实验中，以“＋”字标明角点的位置。图

２是应用 Ｈａｒｒｉｓ、ＳＩＦＴ
［１１］和本文算子对图１（ａ）和

图１（ｂ）检测建筑物角点的结果。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可

以提取航空影像上具有突出灰度特征的目标，但

不能识别建筑物角点，无法有效地提取 ＬｉＤＡＲ

数据中大多数建筑物角点。ＳＩＦＴ方法采用ＳＵ

ＳＡＮ算子提取角点特征，同样不能识别航空影像

和ＬｉＤＡＲ数据上的建筑物角点。采用本文方

法，ＬｉＤＡＲ数据建筑物角点检测率在９０％以上。

图２　建筑物角点检测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ｒｎｅｒｓ

　　图３（ａ）展示了对图２（ｅ）所示全部ＬｉＤＡＲ角

点作灰度直方图统计的结果，可见角点的灰度值

主要集中在１２０～１６０之间，即分布在这些灰度值

平面的角点数量较大。角点数量大的平面，利用

６元组松弛法匹配得到正确匹配角点的可能相对

较大，而角点数量少的平面，则很难搜寻到匹配角

点。此处，较低平面得到正确匹配点的可能性较

大。六元组松弛匹配结果如图３（ｂ），可见角点匹

配基本正确。分析图３（ａ），可见ＬｉＤＡＲ数据上

的匹配角点多集中在灰度值较低的建筑物。因此

图３　六元组松弛匹配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６Ｔｕｐｌｅ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８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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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采用优化办法，改善匹配角点的高程值分布。

图４（ａ）是ＳＩＦＴ特征匹配算法实验结果，从

图中可见ＳＩＦＴ方法无法找到有效的匹配角点。

图４（ｂ）是只对图３（ｂ）的松弛匹配结果优化的结

果，角点匹配基本正确。对图３（ａ）的ＬｉＤＡＲ数

据进行分析，ＬｉＤＡＲ角点在各个灰度范围都有一

定的分布，这对于解算变换模型有利。

３．２　平差和精度分析

利用匹配点对解算变换模型，需要设置具有独

立性的检查点。本文以松弛匹配结果解算ＤＬＴ模

型时，设置优化结果为检查点；以优化结果解算

ＤＬＴ模型时，设置松弛匹配结果为检查点，解得变

换模型参数（见表１）和各点残差分布（见图５）。考

虑到ＬｉＤＡＲ的尺度大于影像尺度，精度指标应以

ＬｉＤＡＲ尺度为单位方具实际意义。

表１　解算变换模型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松弛匹配结果 优化匹配结果

犾１，犾２，…，犾１１
－０．０３４９，－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７，５９．３９６，０，

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７，－６１．５２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３４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６，５８．３９８８，０，

０．０３４６，０．００１２，－６０．４０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３

狓０，狔０，犳／ｍｍ ２．２１４５，－５．７７３５，２９３．９１１２ １２．５０６，－１．４６５６，１１３．６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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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展示了分别利用松弛匹配结果和优化匹

配结果解算ＤＬＴ模型和影像内外方位元素的结

果，其中内外方位元素由 ＤＬＴ模型推算求得。

从表中可见松弛匹配计算出的焦距和摄影中心高

程值大于优化匹配计算结果的２倍，其数值严重

偏离一般的航空飞行惯例，说明松弛匹配角点多

集中在灰度值较低的建筑物，缺乏犣方向的约束

力，对计算投影模型是不利的。优化匹配结果较

好，但因实验数据仅为航空影像局部，其解得的内

外方位元素与真值存在一定的误差。

图５中，平差的残差放大１０倍后，以箭头描

绘其大小和方向。图５（ａ）中可见灰度较低的角

点处的残差较小，而在灰度较大的角点处的残差

较小、急剧变大，说明松弛匹配的结果缺少较高建

筑物角点，无法充分表达全局的投影变换模型。

图５（ｂ）中可见在所有的高度变化范围内，平差的

残差均较小。表２通过对残差的统计，定量地表

达优化前后的精度差异。从表２中可见，两种方

法解算点残差都较小，证明其不存在错误匹配。

优化结果的解算点精度好于松弛结果，说明优化

配准结果能较正确地描述投影变换模型。考虑到

ＤＬＴ模型误差，若具备内方位元素和其他条件，

采用共线方程平差，可以提高平差精度。

图４　ＳＩＦＴ方法与本文方法结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Ｆ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图５　残差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表２　平差精度（ＬｉＤＡＲ像素）

Ｔａｂ．２　Ｃ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ＬｉＤＡＲ）

解算点２Ｄ残差 检查点２Ｄ残差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松弛匹配 １．１０２５０．８２４６ ４．０９７６２．５９９１２．４３９２ ８．６１２７

优化结果 １．１１３００．８４１５ ３．４０２３１．４５０３１．１６８９ ６．６９３５

４　结　语

针对传统方法无法有效实现ＬｉＤＡＲ数据与

航空像片自动、精确配准的现状，本文引入基于三

角形相似原理的６元组松弛匹配ＬｉＤＡＲ数据和

航空影像的建筑物角点特征，再利用投影变形规

律优化匹配结果。实验证明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

和正确性，该算法基本实现了无内、外方位元素

下，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像片的自动、精确配准，解

决了ＬｉＤＡＲ数据与航空影像融合应用的关键问

题。该方法有两个限制条件：① 俯仰角及横滚角

必须非常小，才能满足三角形投影前后相似，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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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飞行对俯仰角及横滚角要求非常严格，实验表

明这样的飞行条件满足该方法的要求；② 影像覆

盖地区必须为具备较多建筑物的城市，否则很难

提取到足够的建筑物角点实施匹配。需要注意的

是：① 为了弱化计算误差的影响，松弛法的搜索

空间不宜设置过大；② 若具备内、外方位元素初

值，可将其引入平差过程；若涉及多航带的影像，

可采用区域网平差，则配准精度可以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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