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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犚犪狋犻狅梯度和交叉累积剩余熵
进行多源遥感影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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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将Ｒａｔｉｏ梯度与交叉累积剩余熵相结合应用于ＳＡＲ影像与光学影像匹配以及不同传感器拍摄

的ＳＡＲ影像匹配。在这种算法中，首先针对ＳＡＲ影像低信噪比与乘性噪声模型的固有特性，基于均值比率

算法提取Ｒａｔｉｏ梯度，然后采用交叉累积剩余熵作为相似性测度对参考影像和待匹配影像的Ｒａｔｉｏ梯度图像

进行匹配。交叉累积剩余熵利用累积分布函数代替密度函数有效克服了噪声对局部极值的影响，可以取得令

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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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信息作为两幅图像的相似测度进行匹配

时，具有很好的鲁棒性，最大互信息法几乎可以用

在任何不同模式图像的匹配中，特别是当其中一

个图像的数据部分缺损时。但是，当待匹配图像

是低分辨率，且图像包含的信息不够充分或两幅

待匹配图像的重叠部分较少时，基于互信息的配

准目标函数就会极不光滑，出现局部极值。为解

决此问题，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改进，提出了归一

化 互 信 息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ＭＩ）。实验证明，该方法比标准的互信息方法

更具有鲁棒性。但由于光学和ＳＡＲ影像在成像

时间和成像机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获得的

影像在特性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ＳＡＲ影

像上存在的大量的图像相干斑噪声是影响光学和

ＳＡＲ影像匹配性能的重要因素
［１］。实验证明，互

信息及其改进的互信息测度———归一化互信息都

无法完成这两类影像的匹配，这就需要寻找一种

新的能够更加具有稳定抗噪性能的测度。交叉累

积剩余熵是统计大于某一灰度值的所有直方图信

息，保持了局部区域灰度信息的连续性，有效克服

了噪声对局部极值的影像，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

结果。然而，交叉累积剩余熵的匹配方法主要针

对图像的灰度信息，缺少对图像的几何形状、空间

位置等局部特征的考虑，不仅运行时间长，而且易

造成局部收敛，从而影响匹配效果。将梯度信息

与交叉累积熵相结合应用于影像匹配，将明显减

少计算量，改善局部极值问题，得到可靠的匹配结

果。由于ＳＡＲ影像的低信噪比与乘性噪声模型

的固有特性，常用的梯度算子如 Ｒｏｂｅｒｔ算子、

Ｐｒｅｗｉｔｔ算子和Ｓｏｂｅｌ算子等对ＳＡＲ影像并不适

用，因此，本文基于均值比率算法［２］提出了Ｒａｔｉｏ

梯度。该方法应用于ＳＡＲ影像与光学影像，可以

得到很好的梯度图像。

１　犚犪狋犻狅梯度

均值比率边缘检测算子最初是针对ＳＡＲ影

像提出来的。由于ＳＡＲ影像中所特有的相干乘

性噪声，对ＳＡＲ影像求取的梯度往往不能真实反

映其几何形状、空间位置等局部特征，因此，本文

针对ＳＡＲ影像中所特有的相干乘性噪声提出了

Ｒａｔｉｏ边缘检测算法。１９８８年，Ｔｏｕｚｉ等人证明了

针对ＳＡＲ影像的均值比率边缘检测算子是恒虚

警的，即在高亮度区域的边缘检测虚警率等同于

低亮度区域的边缘检测虚警率。利用Ｒａｔｉｏ的优

势，基于Ｒａｔｉｏ提取梯度不仅能正确反映ＳＡ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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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局部特征信息，而且对其他遥感影像也同样

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为实现多源影像的精确

匹配提供了有利条件。

均值比率算法［２］最初是在滑动检测窗口中，

取中心像素点为待检测点，沿着过该点某直线的

方向计算窗口内两侧不重叠区域的各自的样本均

值狌１、狌２，一般每个窗口取８个方向，如图１所示。

一般取检测窗中心点，以保证两区域的点数相等，

可设各区域内的像素点数均为犖，然后求两样本

均值狌１、狌２的比值犚：

狉＝
犚，０＜犚≤１

犚－１，犚＞
｛ １

（１）

狌＝
１

犖∑
犖

犻＝１

狓犻，犚＝
狌１
狌２

（２）

　　由狉定义可以看到，狉趋于１，则两区域均值

越接近，越可能同属一块均匀区；反之，狉趋于０，

则两区域差别越大，待测点越可能处于两区域间

的边界上。

图１　方向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由于狉仅与两区域的均值之比有关，而与均

值大小无关，故可用一全局阈值犜与狉值进行比

较，当狉＜犜 时，即认为该点为边缘点（犜 为全局

阈值，选取方法参考文献［３］）。考虑到边缘的不

同取向，对每个点按图１所示的８个方向各作一

次检测（选取８个方向是为了更精确地检测出几

何特征点），保留犱ｍｉｎ方向上狉值最小的结果狉ｍｉｎ

（犱ｍｉｎ代表两边区域均值比率最小的那个方向），

若狉ｍｉｎ≤犜，则认为该点为局部特征信息的重要

点，计算犱ｍｉｎ方向两侧样本均值之差（取绝对值）

作为该点的梯度幅度；若狉ｍｉｎ＞犜，则认为该点为

非重要点，定义其梯度幅度为０。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应用于光学影像和

ＳＡＲ影像，提取的梯度图像清晰、准确、完整，为

多源影像的高精度匹配提供了有利条件。

２　信息测度计算方法

自１９９５年Ｃｏｌｌｉｇｏｎ等
［４］和 Ｖｉｏｌａ等

［５］提出

信息测度匹配方法以来，它就被广泛应用到各种

模态的图像匹配领域中，然而，由于信息测度匹配

存在不可忽略的缺点：① 只考虑图像灰度信息，

忽略了像素在空间位置中的相互关系；② 容易陷

入由图像噪声或者插值误差造成的局部极值中；

③ 优化过程中，需要多次计算信息测度值，计算

量大，而且耗时，从而大大限制了它的使用。梯度

图像以几何学为基础，着重研究图像的几何结构，

将梯度与信息测度相结合，可以弥补信息测度方

法所缺乏的几何空间信息。图像中边缘附近或特

征点附近的灰度值分布具有很大的梯度，因此，通

过利用合适的算法检测图像的边缘，提取特征图

像，对提取的梯度特征图像进行匹配，可明显减少

信息测度的计算量，还可改善局部极值问题。

２．１　直方图灰度级的选择与优化

灰度直方图是统计影像信息的一种表达。在

影像匹配过程中，联合灰度直方图是度量待配准

影像和参考影像的关键因素。如果每一维的灰度

级别为狀，则统计联合直方图时，共需要计算狀２

个灰度组合出现的概率。因此，一方面，灰度图像

的灰度级别较大，这将在实现时占用内存空间，影

响运行速度；另一方面，假如对于两幅大小为２５６

像素×２５６像素的２Ｄ图像进行配准，最多考虑的

对应像素点只有６５５３６个，这样，各个灰度组合

出现的平均次数就只有０．００００１５了，概率非常

小，使得直方图变得异常疏散，更容易陷入局部极

值。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压缩图像

的灰度级，结合实际硬件情况和实现需要，通常可

以压缩为３２、１６、８级，即在配准前，将整幅图像的

灰度线性映射到一个较小的范围，如［０，３１］、［０，

１５］、［０，７］。

在ＳＡＲ影像与光学影像的配准中，由于影像

灰度分布的不平均性，如果直接对２５６级灰度进

行压缩，势必使图像的灰度信息受到损失。影像

中必然存在极少高阶和低阶噪声，特别对ＳＡＲ成

像时，斑点噪声明显，所以一些高阶或者低阶灰度

值都可能是噪声。对于灰度值出现比较少的区

域，一般即是信息量比较少的区域，也有可能是噪

声，同时也可能是特征所对应的信息，对于这样的

区域信息，即是不可以随便去掉的。可以通过计

算出灰度分布范围来获得灰度信息量大的直方图

区域，在计算中，首先统计灰度直方图，然后分别

从最大值、最小值遍历直方图，把直方图的值相

加，当累计的数值大于一定阈值时，可以认为这个

灰度就是该图像的灰度范围。在这里，阈值取总

像素数的１％，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对于有用

８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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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排除，也可以减少后续计算的计算量。

２．２　信息测度

２．２．１　互信息
［６］

根据信息熵计算的Ｄｏｂｒｕｓｈｉｎ公式，可以推

导出互信息的计算公式为：

犐（犃，犅）＝∑
犪，犫

犘犃犅（犪，犫）ｌｇ
犘犃犅（犪，犫）

犘犃（犪）·犘犅（犫）

（３）

其中，犘犃（犪）、犘犅（犫）和犘犃犅（犪，犫）分别为变量犃和

犅 各自的边缘概率密度和联合概率密度。

２．２．２　归一化互信息
［７］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利用互信息在许

多情况下的匹配并不理想。在计算互信息时，边

缘熵影响了互信息的值，而两幅图像的重叠区域

越大，边缘熵就越大。因此，互信息的值会受到图

像重叠区域变化的影响，互信息最大的变换不一

定就是最佳的匹配变换。为了消除这种待配准图

像与其重叠度的关联性，Ｓｔｕｄｈｏｌｍｅ等（１９９９）提

出了一种归一化互信息（ＮＭＩ）作为相似性测度

等。归一化互信息最大化即寻找一种变换，令联

合熵相对于边缘熵来说达到最小，公式表达为：

ＮＭＩ（犃，犅）＝
犎（犃）＋犎（犅）

犎（犃，犅）
（４）

其中，犃、犅 为待配准图像；ＮＭＩ（犃，犅）为图像犃

与犅 的归一化互信息； （ ）犎 犃 、 （ ）犎 犅 分别为图像

犃 与犅 的熵；犎 犃，（ ）犅 为图像犃 与犅 的联合熵。

２．２．３　交叉累积熵
［８］

令犡＝（犡１，犡２…，犡犿）是犚
犿上的一个随机

向量，用 犡 来表示分量为 犡１ 、犡２ 、…、

犡犿 的随机向量，用 犡 ＞狓表示 犡犻 ＞狓犻，犢

为与犡 定义相同的不同随机向量。对于狓犻≥０，犻

＝１，２，…，犿，用珚犉 珡犡 （狓）来表示随机变量 犡 的

多元生存函数。

对于狓∈犚
犿
＋，定义珚犉 珡犡 （狓）＝犘（犡 ＞狓）

＝犘（犡１ ＞狓１，犡２ ＞狓２，…，犡犿 ＞狓犿），其

中，犚犿＋＝｛狓∈犚
犿，狓＝（狓１，狓２，…，狓犿），狓犻≥０，犻＝

１，２，…，犿｝，则

ε（犡）＝－∫犚
犿
＋

珚犉 珡犡 （狓）ｌｎ珚犉 珡犡 （狓）ｄ狓 （５）

ε犡狘（ ）犢 ＝

－∫犚
犿
＋

犘 犡 ＞狓狘（ ）犢 ｌｇ犘 犡 ＞狓狘（ ）犢 ｄ狓

（６）

犆（犡，犢）＝ε（犡）－犈［ε（犡狘犢）］ （７）

式中，ε（ ）犡 为累积剩余熵；ε犡｜（ ）犢 为条件累积剩

余熵；犆 犡，（ ）犢 为交叉累积剩余熵［４］。

根据交叉累积剩余熵的定义［４］，两幅影像之

间的交叉累积熵可以表示为：

犆（犐犜，犐犚）＝ε（犐犜）－犈［ε（犐犜狘犐犚）］＝

－∑
λ∈犐犜
∫

∞

λ
犘犜（犾）ｄ犾ｌｇ［∫

∞

λ
犘犜（犾）ｄ犾］＋

∑
犽∈犐犚

犘犚（犽）∑
λ∈犐犜
∫

∞

λ

犘（犾，犽）

犘犚（犽）
ｄ犾×ｌｇ［∫

∞

λ

犘（犾，犽）

犘犚（犽）
ｄ犾］

（８）

其中，犐犜表示原影像；犐犚表示参考影像；犘犜（犾）表示

原影像的边缘密度；犘犚（犽）表示参考影像的边缘

密度；犘（犾，犽）表示原影像和参考影像的联合概率

密度。

两幅影像的交叉累积剩余熵犆（犐犜，犐犚）作为

影像配准的测度，如果值越大，表明其匹配结果越

可靠。

３　实验步骤

本文实验选取封三彩图１（ａ）和彩图２（ａ）中

的左影像为参考影像，右影像为待匹配影像，实验

步骤如下。

１）首先对参考影像和待匹配影像分别提取

Ｒａｔｉｏ梯度，得到Ｒａｔｉｏ梯度图像。同时，本文也

对原始影像、形态学梯度图像作为匹配图像进行

了实验。

２）确定匹配窗口的大小。当匹配参考影像

中的点犘时，统计参考影像中以犘点为中心、与

匹配窗口同样大小窗口内的灰度直方图，将直方

图统计压缩为狀级（实验中设为３２级），并计算每

级中的概率密度。

３）当匹配窗口在待匹配影像搜索区域内的

移动过程中，统计当前窗口的灰度直方图，将直方

图压缩到与参考影像相同级，并计算每级的概率

密度。

４）计算当前两个窗口中交叉累积剩余熵的

测度值，同时还计算了互信息和归一化互信息测

度值，以进行比较。

５）当窗口全部移动完毕后，比较所有的测度

值，选取最大的测度值所对应的点作为匹配点。

４　算法实现及结果分析

４．１　梯度图像

图２是分别对ＳＰＯＴ２．５ｍ全色影像、Ｒａｄａ

ｒｓａｔ６ｍ影像的同一地区提取形态学梯度和Ｒａ

ｔｉｏ梯度进行的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形态学

梯度在影像边缘灰度值的过渡比较尖锐，且图像

９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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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噪声较小时，提取的梯度图像效果较好。但当

影像灰度范围比较小、噪声较大、影像质量较差

时，形态学梯度并不能完整、准确地提取梯度图

像，如对ＳＡＲ提取的形态学梯度不能直观提供影

像的任何信息。但不论是对成像质量好的光学影

像，还是对含有大量噪声的ＳＡＲ影像，提取的

Ｒａｔｉｏ梯度都比较准确地提供了影像的几何信

息。

图２　梯度图像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ｍａｇｅ

４．２　梯度特征结合信息测度用于ＳＡＲ影像和光

学影像的匹配

为了比较各种方法的匹配效果，本文选取了

同一地区的ＳＰＯＴ２．５ｍ全色影像和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６

ｍ影像以及同一地区不同传感器拍摄的ＳＡＲ影

像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如封三彩图１、彩图２所

示。封三彩图１（ａ）和彩图２（ａ）分别是ＳＡＲ影像

与光学影像、不同传感器拍摄的ＳＡＲ影像采用

Ｒａｔｉｏ梯度结合交叉累积剩余熵的匹配结果，其

中左影像是参考影像，左影像上的圆圈表示待匹

配点；右影像是待匹配影像，右影像上的圆圈表示

找到的匹配点。封三彩图１（ｂ）～１（ｄ）和封三彩

图２（ｂ）～２（ｄ）分别表示匹配窗口在光学影像搜

索区域、ＳＡＲ影像搜索区域内移动过程中原始影

像（ｉｍｇ表示）、形态学梯度图像（ｍｏｒｐｈ表示）、

Ｒａｔｉｏ梯度图像（ｒａｔｉｏ表示）的互信息（ＭＩ表示）、

归一化互信息（ＮＭＩ表示）、交叉累积熵（ＣＣＲＥ

表示）的测度值曲线。

梯度特征结合信息测度用于图像匹配可以弥

补信息测度缺乏的几何空间信息。图像中边缘附

近或特征点附近的灰度值分布具有很大的梯度，

因此，通过利用合适的算法检测图像的边缘，提取

特征图像，对提取的梯度特征图像进行匹配，可明

显减少互信息的计算量，还可改善局部极值问题。

封三彩图１（ａ）、彩图２（ａ）的实验结果表明，Ｒａｔｉｏ

梯度结合交叉累积剩余熵测度用于多源遥感影像

匹配有较高的抗噪性、稳定性以及精确性。测度

值曲线图表明，Ｒａｔｉｏ梯度结合信息测度较形态

学梯度及原始影像具有更尖锐的峰值，同时，交叉

累积熵相比于互信息与归一化互信息，也具有更

尖锐的峰值。总之，Ｒａｔｉｏ梯度结合交叉累积剩

余熵用于多源遥感影像匹配能避免局部极值，有

利于找到正确的匹配点，而且计算量少，抗噪性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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