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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基于仿射不变特征的遥感影像匹配技术，提出了一种自动优化方法，以进一步提高匹配准确性。

根据典型需求形成了两套优化实施方案，基于所提出的自动优化方法实现了相应具体算法。针对不同类型的

多组影像，自动优化的效果与相应方案的预定目标一致，充分证明了本方法的有效性与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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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匹配问题一直是摄影测量与遥感、计算

机视觉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遥感影像（包括卫星

影像、航空影像等）信息量大、作用范围广、地物种

类繁多，面对千变万化的遥感影像，现有的影像匹

配方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１］。影像不变特征检测

与提取技术取得成功，作为该领域的最新技术，仿

射不变特征提取技术已成功应用于遥感影像匹

配［２４］。对于视角角度变化不大、纹理良好的遥感

影像，在仿射不变特征基础上进行特征匹配，可以

取得相当好的匹配效果。然而，当视点角度变化

大、重叠度小、纹理贫乏或高度重复的影像时，仿

射不变特征的匹配成功率迅速衰减，因此，针对仿

射不变特征匹配的优化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随机抽样一致性算法ＲＡＮＳＡＣ作为当前最

流行的鲁棒估计方法得到了广泛使用［５］。利用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优化仿射不变特征匹配，无疑值得

研究。一般情况下，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具有惊人的鲁

棒估计能力，甚至当样本中存在５０％以上的误匹

配时，依然可以有效获取正确的匹配。然而，基于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的仿射不变特征匹配优化技术仍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影像，

ＲＡＮＳＡＣ一致性检测时的容差阈值（文中简称为

距离阈值）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获得期望的

匹配优化效果。通常的方法是根据目视判断优化

效果人工逐步调整距离阈值以逼近优化的期望，

人工方式无法实现优化处理的自动化，且随意性

很大。

１　遥感影像仿射不变特征匹配自动

优化方法

１．１　仿射不变特征匹配

本文方法的基本流程如图１所示。

在现有仿射不变特征检测算法中，典型算子

有［６８］ ＭＳＥＲ、 ＨａｒｒｉｓＡｆｆｉｎｅ、ＨｅｓｓｉａｎＡｆｆｉｎｅ、

ＥＢＲ、ＩＢＲ和Ｓａｌｉ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在大多数情况下，

ＭＳＥＲ
［６］（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ｙｓｔａｂｌｅｅｘｔｒｅｍ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ｄｅ

ｔｅｃｔｏｒ）算子相对具有最佳匹配能力
［９］。然而，

ＭＳＥＲ算子检测出的特征为面特征，几何形状为

不规则区域，相对 ＨａｒｒｉｓＡｆｆｉｎｅ等算子几何定位

精度不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标旨在实现

遥感影像的全自动匹配，在无先验知识与几何约

束等条件下，对信息复杂、千变万化的遥感影像直

接进行密集的精确匹配，可靠性难以得到保证且

技术难度太大。本文从遥感影像处理的实际出

发，将自动匹配定位于自动的粗匹配。在此目标

下，匹配的可靠性要比匹配精度更具意义。本文

选用 ＭＳＥＲ作为仿射不变特征检测算子。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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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文遥感影像仿射不变特征匹配

自动优化方法的基本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前最佳的特征提取算子 ＭＳＥＲ和最佳的特征描

述符ＳＩＦＴ
［１０１１］结合起来，完成仿射不变特征提取

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情况下特征匹配的结果

中误匹配的数量并不很多，利用ＲＡＮＳＡＣ算法

优化后效果适得其反，造成优化处理整体出错，这

种情况多是由于误匹配的特征刚好密集分布在一

起，造成了ＲＡＮＳＡＣ估计发生错误。因此，本文

在ＲＡＮＳＡＣ优化前，采用了基于空间分布均衡

性与信息量双重约束的特征筛选方法，对仿射不

变特征提取的结果进行筛选，选取空间分布均衡、

信息量大的特征，以有利于后续的特征匹配及其

优化工作。基于空间分布均衡性与信息量双约束

的仿射不变特征筛选的方法，具体参见文献［２］。

经过特征筛选后，以欧氏距离为相似性度量进

行特征匹配。两组特征进行匹配时，以某一特征与

另一组所有特征两两计算距离，比较其中的最短距

离与次短（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ｏｓｅｓｔ）距离，如果最短距离小于

次短距离的０．６倍，则认为两两特征对应。

１．２　特征匹配的自动优化

１．２．１　匹配正确率

单应矩阵（ｈｏｍｏｇｒａｈｐｙ）在多视几何中扮演

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表示两个平面之间的可逆

齐次变换，已广泛应用于摄像机标定、三维重建、

图像拼接等领域。虽然单应矩阵的应用是有条件

的，但其却适用于遥感影像的处理。针对遥感影

像的特点，本文以单应矩阵为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的

几何约束模型，同时以 ＭＳＥＲ算子与ＳＩＦＴ描述

符共同作用获取的仿射不变特征为面域，受文献

［９］启发，利用单应矩阵将同名特征区域套合，计

算同名特征的重叠度，进而计算两组特征整体的

正确匹配率，利用匹配正确率定量评价优化处理

的质量。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１）利用单应性矩阵将同名仿射不变特征区

域套合，根据式（１）计算同名特征的重叠度：

Ｏｖｅｒｌａｐ＝
犚μ犪 ∩犚（犎

Ｔ）μ犫犎）

犚μ犪 ∩犚（犎
Ｔ）μ犫犎）

（１）

式中，犪、犫表示立体像对；犎 是单应性矩阵；犚μ犪表

示犪片上某特征区域面积；犚（犎
Ｔ）μ犫犎）

表示犫片上的

同名特征根据单应矩阵转换到犪片上的特征区域

面积；犚μ犪∩犚（犎
Ｔ）μ犫犎）

表示对应特征区域的交集；

犚μ犪∩犚（犎
Ｔ）μ犫犎）

表示对应特征区域的并集。

２）匹配正确率的计算首先需要地面真值

（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本文在重叠度的基础上，假定如

果同名特征区域的重叠度大于５０％，则认为两者

一一对应，即此匹配为正确匹配。计算正确匹配

数目与匹配对总数的比，即匹配正确率：

ＲａｔｉｏＣＭ ＝
犖犅ＣＭ

犖犕ＴＭ

（２）

式中，犖犅ＣＭ表示正确匹配的数目；犖犕ＴＭ表示匹

配对总数。

１．２．２　匹配的自动优化

根据预定的优化目标，在匹配正确率的指导

下自动地逐步调整距离阈值，实现优化处理的自

动化。具体步骤为：根据预定的优化目标确定

ＲＡＮＳＡＣ的初始距离阈值；根据特征匹配的结果

与初始距离阈值，进行ＲＡＮＳＡＣ的初步优化，得

到疑似正确匹配的特征对与单应矩阵；根据单应

矩阵将疑似正确匹配的特征对套合，计算匹配正

确率；考察匹配正确率是否达到预定的优化目标，

如果匹配正确率尚未达到预定目标，则需要根据

目标要求调整距离阈值进行新一轮的ＲＡＮＳＡＣ

估计，如果匹配正确率已经达到预定目标，则优化

结束。迭代的过程中，需要根据预定的目标，判断

实际情况有无优化可能，如果发现无优化的可能，

则直接终止。

２　两套典型的优化方案及实现算法

根据对匹配准确率、匹配特征数量要求的侧

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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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不同，顾及现有技术水平，本文归纳出两套典

型的优化方案。优化方案一：以剔除所有错误匹

配为优化目标，不惜牺牲其中一些原本正确的匹

配；优化方案二：以保留尽量多的正确匹配为目

标，虽然难免包含一些错误的匹配，但要求严重误

匹配（指对应特征的空间分布明显错误，与其余特

征满足的几何约束严重不一致）必须被排除。

基于本文所提出的自动优化方法，方案一的

具体实现算法如下（简称算法一）。

１）以 ＭＳＥＲ、ＳＩＦＴ分别为仿射不变特征提

取算子与特征描述符，在特征筛选的基础上进行

特征匹配。

２）以极小的数值（本文取值１０－６）作为初始

距离阈值，利用ＲＡＮＳＡＣ算法进行初步估计

３）根据估计出的单应矩阵与疑似正确匹配，

计算匹配正确率。如果匹配正确率不为１００％，

则说明现有的匹配结果对于方案目标而言已无优

化可能，优化终止；如果匹配正确率为１００％，进

入下一步。

４）进行第一次迭代，根据式（３）计算距离阈

值的 取 值，跳 转 至 步 骤 ３），进 行 新 一 轮 的

ＲＡＮＳＡＣ优化。计算匹配正确率，直到找到匹配

正确率为１００％时的最大距离阈值为止，优化处

理成功结束。

犳（狀）＝
５×１０

－
１１－狓
２ ，狀为奇数

１×１０
－
１２－狓
２ ，狀

烅
烄

烆 为偶数
（３）

式中，狀为迭代次数。

优化方案二要求保留尽量多特征的同时，剔

除严重误匹配。基于单应矩阵的匹配正确率计算

模式使得此方案的实现成为可能，当特征匹配结

果中存在严重误匹配或存在较多的误匹配时，单

应矩阵的估计将会发生严重的偏差，此时在单应

矩阵辅助下计算得到的匹配正确率必定异常低，

通常都等于零。正是由于单应矩阵具有这样的敏

感性使得我们可以断定，如果匹配正确率异常低，

则说明特征匹配的结果中必然错误较多或者存在

严重误匹配。实验表明，当匹配正确率为３０％或

以上时，严重误匹配即会被完全剔除，剩余的误匹

配也非常少。基于本文的自动优化方法，方案二

的具体实现算法如下（简称算法二）。

１）以 ＭＳＥＲ、ＳＩＦＴ分别为仿射不变特征提

取算子与特征描述符，在特征筛选的基础上进行

特征匹配。

２）以极宽松的距离阈值（本文取值５１２），进

行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初步估计。

３）根据优化后的疑似正确匹配与单应矩阵，

计算匹配正确率。如果匹配正确率等于０或者异

常低（小于阈值，本文取阈值４０％），则进入下一

步；否则认为优化结果已经达到方案二的预定目

标，优化结束。

４）减小距离阈值跳转到步骤３），距离阈值每

次减小至原阈值的１／２，重新进行 ＲＡＮＳＡＣ估

计，直到匹配正确率大于阈值（４０％）。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

为了测试本文仿射不变特征匹配自动优化方

法的有效性与适用性，采用了多组不同类型的影

像，进行仿射不变特征提取。根据文中的两套优化

实施方案，对特征匹配结果进行了自动优化实验。

实验数据包括一组卫星影像与两组航空影像，涉及

不同视角变化、不同纹理特征、不同重叠度、不同空

间分辨率的影像。卫星影像像对下载于ＩＳＰＲＳ官

方网站ｗｗｗ．ｉｓｐｒｓ．ｏｒｇ，为树木茂密地区的ＩＫＯ

ＮＯＳ影像，空间分辨率１ｍ，大小约为６００像素×

７００像素，如图２所示。图３为建筑物密集航空影

像像对，拍摄于丹麦Ｓｉｌｋｅｂｏｒｇ地区，像对的视角变

化较大，左图为下视影像，右图为倾斜摄影影像，

倾斜角为４６°，实验影像约为６５０像素×６００像

素。图４为建筑物与树木混合的超高分辨率航空

影像像对，影像空间分辨率为５ｃｍ，大小约为

３２００像素×２０００像素，像对的重叠度很小。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ＭＳＥＲ算子与ＳＩＦＴ描述符对三组遥感

影像进行处理，在提取仿射不变特征的基础上，对

所提取的特征基于空间分布与信息量双重约束进

行筛选，再进行特征匹配。针对ＩＫＯＮＯＳ卫星影

像特征匹配的结果，分别按照优化方案一与优化方

案二进行自动优化，效果如图２所示。根据方案一

的目标，匹配正确率设为１００％，算法一迭代５次，

耗时约２７０ｓ（耗时包括特征匹配、匹配的自动优化

两部分的处理时间，算法由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自动获

取的距离阈值为０．００５，获得特征对１１９对。通过

人工目视检查，没有发现错误的匹配，所有对应特

征对均为正确匹配，如图２（ａ）所示。根据方案二

的目标，此时匹配正确率设定为大于４０％，算法

二迭代５次，耗时约３２０ｓ，自动获取的距离阈值

为１６，共有特征对１７９对。通过人工目视检查，

发现其中存在５对错误匹配，如图２（ｂ）所示。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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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卫星影像仿射不变特征匹配的自动优化（ＩＫＯＮＯＳ影像，树木茂密）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Ｄ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３显示了针对视角变化大、建筑物密集的航

空影像仿射不变特征匹配的优化效果，图３（ａ）、（ｂ）

分别是根据方案一、方案二进行自动优化的效果。

根据方案一，匹配正确率设为１００％，算法一迭代８

次，耗时约３６０ｓ，自动获取的距离阈值为０．０１，共

获得特征对１１４对。通过人工目视检查，没有发现

错误的匹配，所有对应特征对均为正确匹配。根据

方案二，此时匹配正确率需要大于４０％，算法二迭

代５次，耗时约３００ｓ，自动获取的距离阈值为１６，

共有特征对１３５对。目视发现其中存在４对错误

匹配。图４显示了方法处理超高分辨率、建筑物树

木混合纹理、重叠度小的航空影像的效果，图４（ａ）、

４（ｂ）分别是根据方案一、方案二进行自动优化的

效果。根据方案一，算法一迭代６次，耗时约２８０

ｓ，自动获得阈值为０．００１，获得２９对正确的匹配，

无错误匹配；根据方案二，算法二迭代１０次，耗时

３９０ｓ，自动获取的阈值为０．５，获得４７对匹配，目

视检查无错误匹配。

三组影像仿射不变特征匹配的优化处理效果

相当，算法一虽然牺牲了部分正确的匹配，但确保

了所有错误匹配被剔除；算法二剔除了严重误匹

配的同时可能保留了个别误匹配，但获得了相对

算法一更多的正确匹配，三组实验中算法二比算

法一获取的正确匹配数分别多４６％、１５％、６２％。

实验中使用了不同纹理特征、不同视角变化、不同

重叠度、不同分辨率的影像，两套算法自动优化效

果与相应方案的预定目标一致，证明了本文优化

方法的有效性与适用性。

图３　航空影像仿射不变特征匹配的自动优化（建筑物密集，视角变化大）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４　航空影像仿射不变特征匹配的自动优化（超高分辨率，建筑物树木混合，重叠度小）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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