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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蚁群算法的正射影像镶嵌线自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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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动选择正射影像的镶嵌线，使它避开房屋、树木等高出地面的地物，以及避开在待拼接正射影像上

存在较大颜色反差的区域，在正射影像的无缝镶嵌与自动化生产中具有重要意义。介绍了一种基于蚁群算法

进行正射影像镶嵌线自动选择的方法。实验结果证明，该算法能快速、有效地选择正射影像的镶嵌线，实现了

测绘生产中ＤＯＭ的自动化无缝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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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射影像的制作过程中，在单张航空或遥感

影像生成的单片正射影像上选择镶嵌线进行镶嵌

操作是一个重要步骤［１］。国内现有的正射影像

（ＤＯＭ）生产软件一般是先给出镶嵌线的初始位

置，然后再人工修改镶嵌线，以避免穿过房屋、树

木等高出地面的地物或者灰度反差大的区域，如

ＶｉｒｔｕｏＺｏ
［２］、ＪＸ４

［３］等。国际上较为先进的ＤＯＭ

与ＴｒｕｅＯｒｔｈｏ（真正射影像）制作软件ＰｉｘｅｌＦａｃ

ｔｏｒｙ虽然已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
［４，５］，但在实际

应用中还存在一定问题。在摄影测量手册中，没

有提及到镶嵌线的自动检测算法［６］。Ｋｅｒｓｃｈｎｅｒ

提出利用ｔｗｉｎｓｎａｋｅｓ算子选择正射影像的镶嵌

线［７］，但其实验结果主要是针对森林地区，没有城

市地区房屋较为密集情况下的镶嵌线检测结果。

目前，数码航空影像已经成为航测生产最主要的

数据来源，其高重叠度、大比例尺特征极大地增加

了正射影像镶嵌处理的工作量。镶嵌线自动检测

的研究与解决无疑能提高ＤＯＭ 生产的效率与质

量，对于测绘行业实现ＤＯＭ 的自动化生产具有

重要意义。

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蚁群算法［８］进行正射影

像镶嵌线自动选择的方法。首先在完成航空（遥

感）影像空中三角测量与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的

基础上，将每幅影像纠正为正射影像，每两幅相邻

的正射影像即为具有一定重叠度的待镶嵌正射影

像对。根据大地坐标，将待镶嵌正射影像对的重

叠区域进行灰度差值运算，得到重叠区域的差值

图像。房屋、树木等高出地面的地物在待镶嵌正

射影像对的重叠区域存在投影差［９］，在差值图像

上会以较亮的灰度表现出来。将差值图像上的较

亮区域视为障碍区域，利用蚁群算法在重叠区域

选择避开障碍区域的最优路径，则该路径即为避

开房屋等地物的镶嵌线。

１　蚁群算法路径选择的基本原理

蚁群算法是一种基于种群寻优的启发式搜索

算法，由Ｄｏｒｉｇｏ等人于１９９１年首次提出后，在科

学与工程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充分利用生

物界的蚁群能通过个体间简单的信息传递，搜索

从蚁穴至食物间的最短路径的集体寻优特征，将

问题求解的快速性、全局优化特征以及有限时间

内答案的合理性结合起来。其中，寻优的快速性

是通过正反馈式的信息传递和积累来保证的，而

其分布式计算的特征又避免了算法的早熟性收

敛，保证全局优化特征。同时，具有启发式搜索特

征的蚁群系统又能在搜索过程的早期就找到可以

接受的问题解答。这种优越的问题求解模式经过

各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努力，已经被大量应用于解

决动态资源配置、运动规划、数据分类等问题。

研究表明，蚂蚁觅食过程中，在其来往的路径

上会遗留一种叫信息素的挥发性化学物质来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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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蚂蚁进行通讯和协调，信息素浓的路径对蚂蚁有

较强的吸引力。假设有两条路径从蚁穴通向食物，

开始时，走这两条路的蚂蚁数量同样多，蚂蚁沿着

其中一条路径到达终点后就马上返回。这样，在短

的路径上，蚂蚁来回一次的时间短，因此，单位时

间内走过的蚂蚁数量就多，撒下的信息素自然也

会多，其后会有更多的蚂蚁被吸引过来，从而撒下

更多的信息素，而长的那条路径上情况则相反。

整个蚁群通过这种信息素进行交互协作，形成正

反馈，使得多个路径上的蚂蚁逐渐聚集到最短的

那条路径上来，从而得到觅食路径的最优解。

２　障碍区域提取与路径点初始信息

素

２．１　房屋、树冠等障碍区域的提取

ＤＯＭ的镶嵌线必须避开房屋、树冠等
［１］，要

获得这些高出地面地物的区域，使得镶嵌线避开

这些障碍区域，成为镶嵌线自动选择的关键问题

之一。ＤＯＭ 一般利用原始影像的定向参数，根

据ＤＴＭ进行纠正得到，高出地面的地物在纠正

后的单片正射影像上仍存在投影差，并且投影差

的大小还能反映地物高出地面的高度［９］，因此，将

待镶嵌的相邻正射影像对根据地面坐标计算它们

在重叠区域的差值图像，差值图像上较亮的区域

就能够反映高出地面地物的位置（见图１），并且

地物成像颜色反差大的区域也会在差值图像上反

映出来（见图２）。重叠区域的图像灰度差值可以

通过式（１）求得：

犵（狓，狔）＝狘犵１（狓，狔）－犵２（狓，狔）狘 （１）

式中，犵１（狓，狔）与犵２（狓，狔）分别为两幅待镶嵌图像

在地面坐标狓、狔处的灰度值。

为避免相邻两幅待镶嵌的单片正射影像的整

体颜色差异影响差值图像结果，在进行对重叠区

域求差值运算前，先对重叠区域利用 Ｗａｌｌｉｓ算子

进行匀色处理［１０］，使待镶嵌的正射影像对在重叠

区域具有相同的灰度统计特征，同时，这一匀色处

理过程也能改善镶嵌后的ＤＯＭ 成果的质量。为

更确切地反映建筑物、树冠等区域，同时避免局部

噪声的影响，可对差值图像进行模版尺寸为５×５

的高斯滤波处理（见图１）。

２．２　路径点上的初始信息素

正射影像的镶嵌线需避开差值图像上较亮的

区域，可以设置一定的灰度阈值，如果在差值图像

上某处的灰度值大于该阈值，则该处可视为蚁群

路径上的障碍区域，即路径点上的信息素值为０，

图１　房屋在单片正射影像上的投影差（ａ）、（ｂ）以及

重叠区域的差值图像（ｃ）和高斯滤波结果（ｄ）

Ｆｉｇ．１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ｎｇｌｅＯｒｔｈｏｐｈｏｔｏｓａｎｄ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ａｙＶａｌｕｅ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Ｇａｕ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Ｒｅｓｕｌｔ

图２　地物成像颜色反差大的区域

（ａ）、（ｂ）以及差值图像（ｃ）

Ｆｉｇ．３　Ｃｏｌ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ａｙＶａｌｕｅＩｍａｇｅ

其他灰度值小于阈值的路径点，可按灰度值大小

设置信息素值，灰度越小，信息素越高，该路径点

被选择的概率也就越高。在纠正后的正射影像上

越靠近边缘处，地物的投影差越大，而且影像的边

缘还可能存在各种颜色问题。将两幅待镶嵌的正

射影像按地理坐标重叠，则初始镶嵌线应该是它

们重叠区域的中心线，对于航空影像，可以将两幅

影像摄站连线的中垂线视为初始镶嵌线，初始镶

嵌线没有考虑房屋等是否被切割（见图３，南北飞

行）。最终提取的镶嵌线应尽可能地分布于初始

镶嵌线附近，不应偏离初始镶嵌线太远，因此可以

设置信息素的向心性，使靠近初始镶嵌线的路径

点的信息素高。综合灰度因素与向心因素，可通

过式（２）来确定某路径点的初始信息素值，

犘（狓，狔）＝
１－
犵（狓，狔）（ ）狋

 １－
犱（狓，狔）

犱（ ）
ｍａｘ

０，犵（狓，狔）＞

烅

烄

烆 狋

（２）

６７６



　第３４卷第６期 张剑清等：基于蚁群算法的正射影像镶嵌线自动选择

式中，犵（狓，狔）为差值图像上地面坐标狓、狔处的灰

度值；狋为路径点上允许通过的灰度阈值；犱（狓，狔）

为路径点距初始镶嵌线的直线距离；犱ｍａｘ为镶嵌

线允许偏离初始镶嵌线的最大直线距离。实际检

测过程中，可视影像质量确定灰度阈值，影像质量

差，噪声大，则阈值应该相应增大，对于数码航空

影像，一般取３０即可。距离阈值一般可取重叠区

域到初始镶嵌线的最大距离。重叠区域的差值图

像与路径点上的初始信息素值如图４所示。

图３　初始镶嵌线

Ｆｉｇ．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ａｍｌｉｎｅ

图４　重叠区域的差值图像与路径点上的初始信息素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ａｙＶａｌｕｅＩｍａｇｅｉｎＯｖｅｒｌ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ｉｎＰａｔｈ

３　蚁群路径优化过程与影像镶嵌

基于路径点的初始信息素，蚁群在重叠区域

通过每只蚂蚁自身遗留的信息素来正反馈搜索最

优路径，过程如下。

１）将初始镶嵌线的起点像素作为路径搜索

的起点放置一只蚂蚁，蚂蚁的备选路径点为下一

行像素（路径点）在当前点附近的若干个路径点。

如图５所示，犘犻代表该路径点的信息素值。

　　２）蚂蚁根据轮盘赌原则从备选路径点中选

择一个路径点作为下一个当前路径点。重复该过

程，直到蚂蚁到达路径点的最后一行。

图５　当前路径点上蚂蚁的备选路径点

Ｆｉｇ．５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ｓｏｆａｎＡｎｔ

３）将蚂蚁路径表中记载的路径点上的信息

素更新，在原信息素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值犘δ，使

当前被选中的路径点上的信息素得以累积。犘δ

值影响到算法的收敛速度，犘δ值越大，蚁群收敛

越快，但犘δ过大，容易使蚁群收敛于局部最优解。

实验表明，在兼顾计算效率与镶嵌质量的前提下，

一般取０．０５左右即可。

４）将当前路径表与最优路径记录相比较，如

果当前路径表中各路径点上的信息素的累计值大

于最优路径的累计值，则将当前路径设置为最优

路径。

５）重复步骤１）～４），直至达到循环次数或者

路径收敛为止。循环次数依赖于镶嵌线的长度，

镶嵌线越长，需要的循环次数越多。对数码航空

影像，一般取１００００左右即可。将每次循环获得

的路径表中的路径点求均值与方差，如果在循环

过程中均值与方差的改变量趋于零，可认为算法

收敛。

在通过蚁群算法确定镶嵌线后，可利用模版

融合［１１］的方式将正射影像对进行镶嵌融合。图６

是最终选择的镶嵌线与镶嵌融合后的结果，图７

显示了镶嵌线避开房屋和水面的结果。

对于框幅式航空摄影数据，可先将正射影像

按航线进行镶嵌线的选择与镶嵌，然后再对各航

带的镶嵌结果进行镶嵌线的选择与镶嵌，得到整

个 测区的ＤＯＭ镶嵌结果，如图８所示。对于卫

图６　蚁群算法提取

的镶嵌线与镶嵌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ｅａｍｌｉ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

Ａ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ｓａｉ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图７　镶嵌线避开

房屋与水面的结果

Ｆｉｇ．７　ＳｅａｍｌｉｎｅＡｖｏｉ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图８　单航带镶嵌结果和

航带间的镶嵌结果

Ｆｉｇ．８　Ｍｏｓａｉ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

Ｓｔｒｉｐ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ｉｐｓ

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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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等传感器获得的条带状影像，将各条带纠正为

正射影像后，直接进行条带正射影像的镶嵌操作。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蚁群算法实现了正射影像镶嵌过程

中镶嵌线的自动选择。实验结果显示，自动选择

的镶嵌线不仅能避开房屋、树冠等高出地面的地

物，而且也能避开在遥感成像过程中成像颜色反

差大的地物，如水面等。镶嵌线自动选择过程的

效率较高，一个待镶嵌正射影像对能在３０ｓ内完

成镶嵌处理。该方法已经被应用于ＤＰＧｒｉｄ系统

（基于网格的数字摄影测量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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