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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顾及重叠的面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接缝线网络的自动生成方法。

生成的接缝线网络是基于整体考虑的，对各正射影像覆盖范围进行了有效的划分，形成了每幅正射影像的有

效镶嵌多边形，即对镶嵌有贡献的像素范围的多边形。这种划分是惟一的、没有冗余的和无缝的。采用这样

的方式进行大范围的镶嵌可保证处理的灵活性与效率，避免误差的累积和中间结果的产生，且使处理结果与

影像的顺序无关。实验表明，该方法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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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镶嵌是将相互之间具有一定重叠区

域的多幅正射影像拼接成一幅更大范围的正射影

像，而接缝线的自动生成是大范围遥感影像镶嵌

处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现有的接缝线生成方法

多只关注相邻的两幅影像［１５］，并没有考虑如何将

单独的接缝线连接形成接缝线网络，进而形成每

幅正射影像的有效镶嵌多边形，即每幅正射影像

中对镶嵌有贡献的像素的范围。对于小范围的影

像镶嵌，这种做法对应用的影响不大，但对大范围

的影像镶嵌而言，比如一个地区的成百上千幅影

像，处理效率和误差累积对应用的影响就必须要

考虑。因此，将单独的接缝线连接形成接缝线网

络，进而形成每幅正射影像的有效镶嵌多边形的

方式对于大范围的影像镶嵌应用来说非常必要。

文献［６］采用常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方法来生成接缝

线，但其不能保证生成的接缝线一定在相邻正射

影像的重叠区域内，这将导致镶嵌结果存在不被

影像覆盖的区域。文献［７］提出了一种将单独的

接缝线连接成有效镶嵌多边形的方法，该方法需

要知道区域内的航带信息，适用性受到一定限制。

主流的摄影测量商业软件都具有正射影像镶

嵌功能，对于接缝线的生成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解

决方案。其中，有些系统并没有考虑如何将每幅

影像单独的接缝线连接形成接缝线网络，另一些

系统虽然能够生成接缝线网络，但其算法并不公

开。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一个关于空间划分的基础数据

结构。为适应各种应用的实际需求，多种广义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应运而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也被广泛应用于

与几何信息相关的诸多领域［８，９］。本文结合遥感

影像镶嵌的需求，提出了一种新的顾及重叠的面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接缝线网

络的自动生成方法。该方法可对各影像覆盖范围

进行有效的划分，形成每幅影像的有效镶嵌多边

形，可保证镶嵌处理的灵活性与效率，避免误差的

累积和中间结果的产生，处理结果与影像的顺序

无关。

１　顾及重叠的面犞狅狉狅狀狅犻图

设平面上的一个面集犃＝｛犃１，犃２，…，犃狀｝，

其中任意一个面都不被其他任何一个面包含，即

犃犻犃犼（犻≠犼，犻，犼∈犐狀＝｛１，２，…，狀｝），且不同

的面之间允许重叠。顾及重叠的面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

点到面之间的距离是以两个面之间的非重叠部分

为控制元素来定义的。设面犃犻 和犃犼 为面集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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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任意两个面（犻≠犼，犻，犼∈犐狀＝｛１，２，…，狀｝），若

犃犻∩犃犼≠，设犃犻∩犃犼＝犗犼，犃犻＝犃′犻∪犗犼，犃犼＝

犃′犼∪犗犼，狆∈犃犻∪犃犼，点狆在面犃犼 约束下到面

犃犻的距离犱犪（狆，犃犻，犃犼）定义为点狆到犃′犻中的点

的最小距离：

犱犪（狆，犃犻，犃犼）＝ｍｉｎ
狇∈犃′犻

犱（狆，狇） （１）

距离为欧氏距离。显然，若狆∈犃′犻，则犱犪（狆，犃犻，

犃犼）＝０。

此时面犃犻和犃犼的分割线为：

犅（犃犻，犃犼）＝ ｛狆狘犱犪（狆，犃犻，犃犼）＝

犱犪（狆，犃犼，犃犻），狆∈犃犻∪犃犼｝ （２）

分割线犅（犃犻，犃犼）上的点到面犃犻和犃犼的距离相

等。

面犃犻在面犃犼约束下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为：

犞（犃犻，犃犼）＝ ｛狆狘犱犪（狆，犃犻，犃犼）≤

犱犪（狆，犃犼，犃犻），狆∈犃犻∪犃犼｝ （３）

若犃犻∩犃犼＝，此时，犃犻＝犃′犻，犃犼＝犃′犼，狆∈犃犻

∪犃犼，点狆 在面犃犼 约束下到面犃犻 的距离为

犱犪（狆，犃犻，犃犼）＝ｍｉｎ
狇∈犃犻

犱（狆，狇），显然狆∈犃犻，犱犪（狆，

犃犻，犃犼）＝０＜犱犪（狆，犃犼，犃犻），则犞（犃犻，犃犼）＝犃犻，即

与面犃犻不重叠的面对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生成

不产生影响，此时由于两个面彼此不重叠，因此它

们之间不存在分割线。

狆∈犃，其到面犃犻 的距离犱犪（狆，犃犻）定义

为：

犱犪（狆，犃犻）＝ ｍａｘ
犼∈犐狀

，犼≠犻
犱犪（狆，犃犻，犃犼） （４）

任意面犃犻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为：

犞（犃犻）＝ ∩
犼∈犐狀

，犼≠犻
犞（犃犻，犃犼）＝ ｛狆狘犱犪（狆，犃犻）≤

犱犪（狆，犃犼），犼≠犻，犼∈犐狀，狆∈犃｝ （５）

即任意面犃犻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是面犃犻在其他各

面约束下形成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交集，也是距

离面犃犻 最近的点的集合。所有的面犃１，犃２，…，

犃狀 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集合即为面集 犃 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犞 ＝ ｛犞（犃１），犞（犃２），犞（犃３），…，犞（犃狀）｝（６）

２　接缝线网络生成方法

　　顾及重叠的面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允许面之间重叠，

是对重叠区域归属的重新划分，且这种划分是没

有冗余的、无缝的，比较符合影像镶嵌的需求，因

此，本文将其应用于大范围遥感影像镶嵌处理所

需要的接缝线网络的自动生成。首先，生成顾及

重叠的面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得到各正射影像范围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然后，求出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之

间的公共边，即可得到每段接缝线，各段接缝线彼

此相互连接就构成了接缝线网络。

２．１　顾及重叠的面犞狅狉狅狀狅犻多边形的生成

２．１．１　计算重叠影像间的分割线

考虑到正射影像边缘部分可能会存在没有影

像值的无效区域，其有效范围可以用四边形表示

或者近似表示，矩形是特例。由于遥感影像是沿

航带或者轨道顺序获取的，其排列比较规则，因

此，相邻正射影像有效范围的重叠部分仍然是四

边形。重叠正射影像间的分割线生成采用角平分

线法，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具体过程为：

１）计算相邻正射影像有效范围重叠区域的

四边形犃犅犆犇，设犃、犆为两个正射影像有效范围

四边形的交点，则这两个交点分别为两重叠正射

影像间分割线的起点和终点。

２）分别计算四边形犃犅犆犇 的４个角的角平

分线，设为犃犈、犇犈、犅犉、犆犉，设犈为顶点犃 所在

的内角角平分线与四边形其他３个内角角平分线

最近的一个交点，犉为顶点犆 所在的内角角平分

线与四边形其他内角角平分线最近的交点，则

犃犈犉犆即为两重叠正射影像间的分割线。特殊情

况下，犈、犉点可能为同一点。

图１给出了两种可能的情况下分割线的示意

图。图１（ａ）显示了四边形的边犃犅与犆犇 平行时

的情况。图１（ｂ）显示了四边形的边犃犅与犆犇 不

平行时的情况。

图１　重叠正射影像间的分割线生成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ｓｅｃｔ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Ｏｒｔｈｏｉｍａｇｅｓ

２．１．２　生成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得到每两个重叠正射影像间的分割线之后，

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生成各正射影像所属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形成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以对所有正射

影像的覆盖范围进行划分。对每幅正射影像，在

生成其所属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时，需要根据与其

有重叠的正射影像间的分割线，依次对其有效范

围进行划分，具体生成过程为：

１）依次计算重叠正射影像间的分割线。

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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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一幅正射影像，依次用与其有重叠的正

射影像间的分割线去裁剪其有效范围。每次裁剪

结果作为下一次裁剪操作的输入数据。这样，一

幅正射影像的有效范围就被不断划分，形成该正

射影像所属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３）对每幅正射影像都按上一步的操作进行

裁剪处理，计算出每幅正射影像所属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这样就形成了整个区域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所

有正射影像的覆盖范围就被分割成互不重叠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生成示意图见图２。图２

（ａ）为３幅正射影像犃、犅、犆的有效范围排列示意

图，３幅正射影像之间相互重叠，虚线犛犃犅、犛犃犆、

犛犅犆分别为３幅正射影像间的平分线；图２（ｂ）为

这３幅正射影像生成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图２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生成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ｒｏｎｏｉ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２．２　生成接缝线网络

接缝线网络一方面起到了划分所有正射影像

覆盖范围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是随后进行的羽化

和色彩过渡处理的基础。在生成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之后，计算每两个相邻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公共边，

就得到一段接缝线，各段接缝线彼此相连就构成

了接缝线网络。在此基础上，还需同时构建每段

接缝线与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之间的拓扑关系，即确

定每段接缝线相邻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每个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对应的影像，以及每段接缝线对

应的重叠区域等，以便于后续的镶嵌处理。

这样获得的接缝线网络是从几何意义上对整

个镶嵌范围进行的划分，就每一段接缝线而言，并

不一定是最优的，还需优化调整。在相邻正射影

像的重叠区域内，没有被包含在ＤＴＭ 中的目标

或者错误建模的目标在不同的正射影像中会出现

在不同的位置，即存在几何差异，同时也存在色彩

上的差异，这些都会给镶嵌处理带来困难。最优

的接缝线应该位于色彩差异最小的部分，并且避

免穿越存在几何差异的目标，从而获得真正无缝

的镶嵌结果。为了优化接缝线，需要对接缝线进

行进一步精化调整。接缝线的优化调整在接缝线

所属的重叠区域内进行，对每一段接缝线，在考虑

色彩相似度和纹理相似度的基础上寻找一条从起

点到终点的路径，可采用文献［５］方法等自动检测

方法进行。

３　实验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可行性，在 ＭＳＶＣ＋＋

的环境下实现了该方法。实验数据是２００１年获

取的三峡地区的彩色航空影像，一共３个航带，每

个航带４幅正射影像，影像的分辨率是０．５ｍ，影

像大小约为２４００像素×２４００像素。

图４是各正射影像按坐标排列的示意图，每

一个矩形表示一幅正射影像的有效范围。图５是

生成的接缝线网络叠加在镶嵌结果影像上的示意

图，图中的每一个多边形表示一个有效镶嵌多边

形，即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所有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就构

成了整个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相邻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公

共边就是一段接缝线，所有接缝线彼此相连就构

成了接缝线网络。通过这种生成接缝线网络的方

式进行影像镶嵌，可以得到每幅正射影像中对镶

嵌有贡献的像素，接缝线与正射影像间的相互关

系，便于直接生成镶嵌结果。这样可保证镶嵌处

理的灵活性与效率，避免误差的累积和中间结果

的产生，镶嵌结果与影像顺序无关。

图３　正射影像

排列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ｉｍａｇｅｓ

　　　

图４　生成的接缝

线网络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ｍｅｄ

Ｓｅａｍｌｉｎ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４　结　语

本文的接缝线网络实际上是从几何意义上对

镶嵌区域进行的整体划分。尽管生成的接缝线只

考虑了影像间的几何位置关系，但在实际应用中，

对于大多数中低分辨率的遥感影像镶嵌，这样的

接缝线已经可以满足要求；而对于镶嵌结果有更

高要求的应用，特别是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镶嵌，

则还须考虑重叠区影像的色彩相似度和纹理相似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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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５］，在生成接缝线网络之后对每段接缝线分别

进行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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