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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犛犐犉犜与粗差探测进行犛犃犚影像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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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ＳＡＲ影像特殊的成像机理使得ＳＩＦＴ在ＳＡＲ影像配准中的错误率较高，加入相干系数的辅助只能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ＳＩＦＴ的错误配准。由于仅考虑灰度的配准策略对精度的提高有限，本文将摄影测量中粗差

探测和剔除的方法与ＳＩＦＴ算法相结合。在二次多项式平差的过程中，将错误同名点视为粗差，利用粗差剔

除的方法提高配准精度。实验证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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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而言，无论是后续

的干涉测量（ＩｎＳＡＲ）还是差分干涉测量（ＤＩｎ

ＳＡＲ），为了保证必要的相干性，需要较高的匹配

精度［１］。然而，ＳＡＲ影像自身的成像特点与相干

斑的影响，使得常规的影像配准方法较难运用到

ＳＡＲ影像的配准上；同时，ＳＡＲ影像数据量较

大，如何快速而准确地实现ＳＡＲ影像的自动配

准，成为制约ＳＡＲ数据自动处理与广泛应用的因

素之一。

在干涉ＳＡＲ的处理中，三步配准法是最常用

的配准方法［２］。但是三步配准法基于规则格网的

方式进行快速配准，规则格网点通常并不位于特

征角点上，其信息量较少，不具有代表性，在地形

复杂的区域会受到叠掩、阴影与相干斑的影响而

难以奏效。１９９９年，由Ｌｏｗｅ提出并在２００４年完

善的 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特征提取方法可以在影像旋转、缩放、灰度

变化时保证一定的稳定性，从而成为一种相对稳

定的描述符［３５］。为了减少计算量，改善效率，Ｋｅ

在特征提取方面利用ＰＣＡ取代了ＳＩＦＴ中直方

图的提取［６］。ＳＩＦＴ特征配准算法具有很高的灵

活性，在ＳＩＦＴ特征提取时，若进行适当的过采

样，则可以保证达到亚像素的配准级别［４，７］。

目前，遥感图像中的配准方法大体分为两类：

基于灰度配准和基于影像特征配准。基于灰度的

直接配准通常采用模板对两个窗口内的灰度信息

进行统计，利用某种评价指标对统计信息进行相

似性评估；基于特征的配准则主要是建立点线等几

何实体间的对应关系［８］。本文将ＳＩＦＴ特征配准结

果作为初始配准值，根据ＳＡＲ影像相干性对错误

配准点进行剔除，利用ＳＡＲ影像的几何特点结合

粗差探测的方法对错误配准点进行精细剔除。

１　错误配准点剔除

１．１　相干性检验

ＳＡＲ影像进行抑噪处理后，可以利用ＳＩＦＴ

算法进行初步配准。由于本文ＳＡＲ配准的目的

是为了进行后续的干涉处理，所以对配准点的相

干性有一定要求。将ＳＩＦＴ配准后，同名像点中

相干系数小于０．５的配准点作为误差点对剔除。

１．２　粗差探测法错配点剔除

以往研究发现，对于可用于干涉处理的星载

数据而言（尤其是重复轨道数据），由于轨道和卫

星姿态的精密控制，使得观测时间间隔不大的

ＳＡＲ影像对可以采用二次多项式模型描述其配

准关系；同时，经过粗配准的小范围ＳＡＲ影像对，

描述其变换关系的二次多项式中一次项和二次项

的系数较小。

通过相干性检验的残余错配点会破坏干涉像



　第３５卷第１１期 史　磊等：利用ＳＩＦＴ与粗差探测进行ＳＡＲ影像配准

对间平稳的几何关系，这种破坏会使得配准模型

多项式系数的波动较大。基于干涉像对平稳几何

关系的事实，本文结合摄影测量中剔除粗差的方

法，在二次多项式约束模型的基础上，利用荷兰

Ｂａａｒｄａ教授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提出的测量可靠性

理论和数据探测方法进行粗差的向后与向前探

测，将残余错误配准点剔除［９，１０］。

Ｂｅｎｃｉｏｌｉｎｉ等人提出的组合的后向前向粗差

探测法，即先利用向后探测法尽可能获取无粗差

数据，再利用向前探测法［１１］将怀疑数据逐个加入

平差系统，进行粗差探测［１２］。

２　过采样配准

Ｊｕｓｔ与Ｂａｍｌｅｒ等人的研究表明，ＳＡＲ影像

配准对最终的相干系数有如下影响［１３］：

γ＝γＯｔｈｅｒγＣｏｒｅｇ

其中，γＯｔｈｅｒ＝
ｓｉｎ（πσ狓）

πσ狓

ｓｉｎ（πσ狔）

πσ狔
；γ为总体相干系

数；γＣｏｒｅｇ为配准所带来的相干影响；γＯｔｈｅｒ为其他因

素带来的相干影响（在本文中不进行讨论）；σ狓 与

σ狔 为两个方向的配准误差。

从上式可以看出，若配准误差为一个像素，则

配准相干性为０；若配准精度达到１／１０个像素，

则配准相干性约为０．９７，配准误差带来的影响较

小，可见，亚像素的配准精度对干涉处理是至关重

要的。

本文方法所达到的亚像素配准精度受几个因

素的影响：ＳＩＦＴ配准算法中的过采样率对最后结

果有一定影响，２～３倍的ＳＩＦＴ过采样率保证了

提取的ＳＩＦＴ特征具有表征亚像素级别的能力；

同时，粗差探测法保证了模型的亚像素配准精度，

使得错误的ＳＩＦＴ配准结果得到剔除。对于部分

ＳＡＲ影像，由于影像变形不大，同时ＳＩＦＴ配准算

法已经进行了影像过采样，上述的配准结果不需

要再次进行影像过采样配准就可以达到较好的精

度。但对于某些数据而言，为了进一步提高配准

精度，还可以在上述处理的基础上设置更高的采

样率进行再次过采样配准。

本文实施的配准流程如图１所示。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对算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和评价，本文

采用Ｅｎｖｉｓａｔ系统于２００４年在伊朗Ｂａｍ地区附

近获取的ＳＡＲ影像对进行实验，选取了实验区域

图１　配准流程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

内大小为５００像素×５００像素的子区域。对此实

验区进行如下处理，逐步提高配准精度。

３．１　犛犐犉犜特征配准

首先进行ＳＩＦＴ特征配准，左右影像分别提

取了近６０００个特征点，最后匹配了１２０个特征

点对，如图２所示（中央分割线左边为参考影像，

右边为待配准影像，同名点对用直线连接）。

图２　ＳＩＦＴ特征配准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ＩＦＴ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相干性检验

为了评价ＳＩＦＴ配准的精确性，本文对１２０

个配准同名点进行了相干系数的统计。从图３可

以看出，ＳＩＦＴ配准结果中约有３０％的同名点对

相干性低于０．５，若以这些低相干点来进行多项

式参数求解，会造成重采样后的影像相干性较低，

甚至无法进行干涉测量。

如图４所示，ＳＩＦＴ初配准结果经过相干系数

剔除错配点后（相干性阈值为０．５），剩下７９个同

名点对，剩余同名点对相干性均高于０．５，经过人

工目视大概判断，仍然还有不少错配点。相干性

高于０．５意味着两个区域的灰度分布有一定的相

似性，若用灰度信息继续来进行错配点剔除，效果

不大，必须借助其他方法继续进行误配点精细

剔除。

７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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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ＳＩＦＴ配准点对相干性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ＦＴ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３．３　粗差探测法错配点剔除

在相干系数误差粗剔除的结果中进行粗差的

向后探测。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较

大的拒绝域范围，以较高的概率保证向后探测的

平差值中无粗差的存在。在本文的实验中进行向

后粗差探测后，同名点对由７９降至７。从图５中

可以看出，同名点数量比图２减少很多，但配准的

同名点位置都是正确的，其配准总体中误差为

０．０３４个像素。

虽然进行向后粗差剔除后，配准精度很高，但

配准点很少，导致同名点位置分布不均匀，使得二

次多项式的纠正范围有限，如影像左方没有配准

点进行控制。对此，在保证一定配准精度的同时，

需要找回错误剔除的正确同名点，尽可能保证配

准点的数量。由图６所示，利用向前探测的方法

对已经剔除的同名点再次进行粗差探测，配准总

体中误差为０．２８１个像素，虽然精度有所下降，但

配准点分布较为均匀，同名点数量由７提高

到１４。

图４　相干系数剔除错配点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ｃｌｕｄ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Ｅｒｒｏｒ
　　　

图５　向后粗差精剔除结果

Ｆｉｇ．５　ＢａｃｋＤａｔａＳｎｏｏｐｉｎｇ
　　　

图６　向前误差精剔除结果

Ｆｉｇ．６　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ａｔａＳｎｏｏｐｉｎｇ

３．４　过采样配准

经过上述步骤的处理，基本达到了１／４个像

素的配准精度，配准相干系数约为０．８，误差依然

较大，需要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过采样配准。

在本文的实验中，过采样配准后，配准横向误差约

为０．１２２像素，纵向配准误差约为０．１３０像素，达

到１／８个像素的配准精度，配准相干性约为０．９５。

３．５　配准精度分析与讨论

本文中各个步骤处理结果的精度如表１所

示。可见，经过处理后减少了低相干点，提高了平

均相干系数；由于设置了较大的拒绝域，经过向后

粗差剔除，配准精度得到了极大提高，并得到了一

组可靠性很高的配准数据（总体配准误差低于

表１　 配准精度评价表

Ｔａｂ．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步骤
总匹

配数／个

正确匹

配数／个

配准率

／％

配准横

向误差

／像素

配准纵

向误差

／像素

ＳＩＦＴ配准 １２０ ５７ ４７．５ １１１．６５４ １２１．０１４

相干检验 ７９ ４２ ５３．２ １０９．９４８ １１６．２１８

向后探测 ７ ７ １０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７

向前探测 １４ １４ １００．０ ０．２４９ ０．３１０

过采样配准 １４ １４ １００．０ ０．１２２ ０．１３０

０．１），但同名点数减少，覆盖区域不均匀；经过向前

粗差剔除，弥补了无同名点的空白区域，同时也使

得平均相干系数保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而经过

过采样的处理进一步提高了亚像元的配准精度。

处理过程中存在两次影像过采样：ＳＩＦＴ初始

配准中的过采样、粗差剔除后的过采样配准，第一

次过采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初始配准精度，

更重要的是提取亚像素尺度上的ＳＩＦＴ特征，同

时增强ＳＩＦＴ算法的健壮性。由于ＳＩＦＴ中的过

采样是对整幅影像进行的，因此其计算量较大，对

配准精度的提高有限。第二次的亚像元配准很好

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满足了干涉处理的精度

需求。

４　结　语

本文结合ＳＡＲ影像对的实际特点与后续干涉

处理的需要，将ＳＩＦＴ配准方法引入到ＳＡＲ配准

中。实验证明，在适当抑噪滤波的前提下，ＳＩＦＴ可

以从ＳＡＲ影像提取到较多的特征点，但其错误配

准率较高。在加入相干系数与向后向前粗差探测

后，虽然配准点数减少，但配准精度得到了较大提

８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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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以满足后续干涉测量的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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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基于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的高分辨率影像面向对象分类方法　　　　（龚健雅，等）

 基于ＰＥＤＭＰ与光谱的高光谱遥感影像分类 （李祖传，等）

 基于ＨＪ卫星ＣＣＤ传感器的鄱阳湖悬浮泥沙遥感监测 （张　伟，等）

 航空重力数据向下延拓的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法仿真研究 （邓凯亮，等）

２００８年佘山２５ｍ射电天线归心测量 （李金岭，等）

 一种基于交通网络的时空棱柱表示 （戚铭尧，等）

 预平移简化ＩＣＣＰ匹配算法研究 （张红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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