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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线特征和ＳＩＦＴ点特征的多源遥感影像配准方法。该方法首先匹配待配准影像和参

考影像中的线特征，利用匹配直线构建虚拟角点；其次，针对传统ＳＩＦＴ算法匹配多源遥感影像特征点存在的

不足，采用线特征约束点特征的方法进行ＳＩＦＴ同名点对的提取；最后结合虚拟角点对及ＳＩＦＴ同名点对构建

三角网进行小面元微分纠正。试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取得较高的配准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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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源遥感影像的自动配准是长期以来一直未

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难点问题，大量学者对此进行

了研究［１３］。近年来，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

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特征在图像匹配领域取得了巨大

成功。该算法由 Ｌｏｗｅ
［４］于２００４年总结完善。

２００５年，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ｙｋ
［５］通过大量试验比较了各种

局部特征兴趣点检测和描述符算法，指出ＳＩＦＴ

算法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如何有效地结合点特征

和线特征进行多源影像的配准，是当前的一个热

点问题。与已有方法不同，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线特征和ＳＩＦＴ点特征的配准方法。

１　基于线特征和犛犐犉犜点特征的配

准算法

１．１　线特征

线特征是点特征的集合表示，也是图像的基

本特征，对影像间的灰度差异不太敏感，而且无论

是自然环境，还是人工环境，都具有丰富的线状地

物，如道路、河流、农田等。相较于点特征，由于多

源遥感影像之间的灰度差异和几何差异较大，点

特征的一维性令其对提取算法和匹配算法都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相较于面特征，线特征可以断开

成更小的线段，这些线段可以分别进行匹配。然

而将一个面特征分割成更小的面却并不是一项容

易的工作。同时，面特征往往需要闭合的区域。

因此，本文首先以线特征为研究对象，对参考影像

和待配准影像上的线特征进行提取，其中线特征

提取采用 Ｈｏｕｇｈ变换
［６］实现。其基本思想是点

线的对偶性［７］。

１．２　犛犐犉犜点特征

ＳＩＦＴ点特征是图像的局部特征，其对旋转、

尺度缩放、亮度变化保持不变性，对视角变化、仿

射变换、噪声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本文采

用ＳＩＦＴ算法提取图像的点特征
［４，８］。

传统的ＳＩＦＴ算法匹配同名点采用Ｌｏｗｅ的

最近邻与次近邻的距离比率 Ｒａｔｉｏ进行。Ｒａｔｉｏ

小于某个阈值的对应点作为正确匹配，否则抛弃。

采用较小的Ｒａｔｉｏ可以取得准确率较好的匹配结

果，但也排除了部分正确匹配，Ｌｏｗｅ建议 Ｒａｔｉｏ

取０．８。笔者通过对１０余对遥感影像进行试验发

现，该算法起初能从影像中提取大量的特征点，但

在特征点匹配阶段，对于同源或辐射特性相差不

大的遥感影像，该方法还能勉强适用；对于辐射特

性和几何特性相差较大的多源遥感影像，该方法

能匹配到的同名点非常少，有些情况下甚至没有，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２月

给后续配准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本文采用同

名直线约束ＳＩＦＴ初始点对的方法进行ＳＩＦＴ同

名点的提取。

１．３　线特征和犛犐犉犜点特征的结合

基于线特征和ＳＩＦＴ点特征的配准方法流程

如图１所示，该方法一方面基于线特征，利用匹配

直线构建虚拟角点；另一方面基于点特征，利用匹

配直线对ＳＩＦＴ算法匹配的初始点对进行约束，

得到最终的ＳＩＦＴ同名点对。最后结合虚拟角点

及ＳＩＦＴ同名点，消除一对多、多对一及重复匹配

点对，并运用ＲＡＮＳＡＣ
［９］算法进一步去除外点，

构成最终高精度且密集的同名点对，利用这些同

名点构建三角网进行小面元纠正，最终实现多源

遥感影像的配准。其中，几何配准重采样采用双

线性内插法实现。

图１　基于线特征和ＳＩＦＴ点特征的影像配准

Ｆｉｇ．１　Ｉｍａ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ＩＦＴＰｏｉｎｔｓ

其中线特征匹配算法如下。

１）建立待配准影像和参考影像间的粗配准变

换模型。一般情况下，整体粗纠正可利用４个控制

点，选用一阶仿射变换模型达到相互配准的影像间

拥有相似的旋转尺度即可。由于粗纠正对控制点

数要求较低，利用传统匹配算法即可满足要求。

２）进行直线匹配。如图２所示，设待配准影

像中的直线犔犻（端点犘犻１和犘犻２）经粗配准阶段的

仿射变换犜 后变换为直线犔′犻（端点犘′犻１和犘′犻２），

Ｌｅｎ＿犱犻犼表示边缘犔′犻的中点到候选边缘犔′犼所在直

线的正交距离，Ｌｅｎ＿犗犻犼表示边缘犔′犻到候选边缘

犔′犼所在直线的重叠距离，定义为边缘犔′犻的两个端

点在候选边缘犔′犼所在直线上的投影点之间与边

缘犔′犼重合的那段距离。若Ｌｅｎ＿犱犻犼越小，Ｌｅｎ＿犗犻犼

越大，则边缘犔′犻与候选边缘犔′犼就越匹配。因此，

定义以下匹配度函数［１０］：

犉（犻，犼）＝Ｌｅｎ＿犗犻犼×犳（Ｌｅｎ＿犱犻犼）＝

Ｌｅｎ＿犗犻犼×ｅｘｐ（－
Ｌｅｎ＿犱犻犼

２

２σ
２
） （１）

式中，犳（Ｌｅｎ＿犱犻犼）为均值为零、方差为σ的高斯函

数，当Ｌｅｎ＿犱犻犼＝０时，犳（Ｌｅｎ＿犱犻犼）＝１，犉（犻，犼）＝

Ｌｅｎ＿犗犻犼；当犳（Ｌｅｎ＿犱犻犼）接近于零时，犉（犻，犼）也接

近于零，与Ｌｅｎ＿犗犻犼的取值无关。对１０余对图像

的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发现，若粗配准误差在３０个

像素以内，即两条边缘的正交距离Ｌｅｎ＿犱犻犼＞３０，

两者匹配的可能性非常小，此时，犳（Ｌｅｎ＿犱犻犼）接近

于零，本文据此设定σ＝８。

图２　 直线匹配

Ｆｉｇ．２　Ｌｉｎ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设参考影像直线集为犚，待配准影像直线集

为犉，直线匹配算法如下：① 剔除超出匹配区域

范围的直线。若待配准影像上的某条直线犉犻 的

两个端点坐标经粗配准变换犜 后均在参考影像

范围内，则转下一步继续搜索；否则，犉犻 在参考影

像上无对应直线区域，删除该直线。② 搜索同犉犻

可能匹配的直线集合。计算直线犉犻的斜率，并在

参考影像中搜索同犉犻 斜率之差在给定阈值范围

内的所有犚犻，此时，犚犻 同犉犻 的方向基本一致，可

能为与犉犻 匹配的直线。③ 初步确定匹配直线

对。利用式（１）在可能匹配的直线集合犚犻中寻找

同犉犻具有最大匹配度的直线，初步确定其为匹配

直线对（犉犻，犚犻）。④ 双向匹配。对参考影像中的

直线犚犻重复步骤①至③，若得到的匹配直线对仍

为（犚犻，犉犻），则确定两者为同名直线对，否则弃之，

进行下一条直线判断。经过上述步骤，所得的直

线构成最终匹配的直线集合。

本文利用同名直线对ＳＩＦＴ初始匹配点进行

约束，得到最终ＳＩＦＴ同名点的方法如下：① 获取

初始匹配点对。以较大的Ｒａｔｉｏ值获得存在误匹

配但数量较多的ＳＩＦＴ初始匹配点对。② 构建虚

拟角点。利用匹配成功的同名直线构建虚拟角

点，即在同一幅图中，若多条非平行的直线所在的

交点位于图内，则构成了虚拟角点；若虚拟角点由

相互匹配的直线构成，则构成了匹配的虚拟角点，

即可用于配准的控制点［１０］。③ 剔除不满足粗配

准变换的点对。对ＳＩＦＴ初始匹配点（犘狓，犘狔）和

（犙狓，犙狔）进行粗配准变换，若（犘狓，犘狔）经粗配准变

换后得到的坐标同（犙狓，犙狔）坐标误差在给定阈值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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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则进行下一步判断；否则剔除该初始匹配

点对。④ 初步确定匹配点对。若初始点对同其相

邻两对已匹配的虚拟角点构成的夹角相等或非常

近似，则初步将其归为匹配点集合。⑤ 双向匹配。

对点（犙狓，犙狔）反过来重复上述步骤，若其匹配点对

仍为（犘狓，犘狔），则将该点对归为匹配点集合。

２　试验分析

试验一　采用２００５年ＴＭ影像同２００８年中

巴影像配准，分辨率分别为３０ｍ和１９．５ｍ，尺寸

大小分别为３９４像素×４４１像素和５７５像素×

５７６像素，以后者为参考影像。

试验中，匹配成功的同名线段共２９４对，如图

３（ａ）所示，利用同名线段构建虚拟角点２２７对，约

束ＳＩＦＴ初始点对得到同名点４５对（初始匹配

Ｒａｔｉｏ取０．９）。其中，采用传统ＳＩＦＴ算法Ｒａｔｉｏ

取０．７时，仅能匹配４对同名点；取０．８时，仅能

匹配１３对同名点，给后续配准带来了较大困难。

消除一对多、多对一及重复匹配点对，并运用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最终得到匹配点对２３３对，如图

３（ｂ）所示。最终构建三角网４４９个，如图４所示，

小面元纠正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３　匹配的同名线段（２９４对）和同名点（２３３对）

Ｆｉｇ．３　ＭａｔｃｈｅｄＬｉｎ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图４　 参考影像三角网

Ｆｉｇ．４　ＴＩＮｏｆ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图５　小面元纠正结果

Ｆｉｇ．５　ＴｉｎｙＦａｃｅｔ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试验二　采用ＳＰＯＴ影像同ＳＡＲ影像配

准，后者为参考影像，且其上存在较多噪声，尺寸

大小分别为３８４像素×４９９像素和４１２像素×

４９０个像素。

试验中，匹配成功的同名线段共１０１对，如图

６（ａ）所示，利用同名线段构建虚拟角点７４对，约

束ＳＩＦＴ初始点对得到同名点２对，其中Ｒａｔｉｏ取

０．８时无同名点。经过精度优化，最终得到同名点

６２对，如图６（ｂ）所示。利用最终同名点分别进行

小面元纠正及二次仿射纠正，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６　匹配的同名线段（１０１对）和同名点（６２对）

Ｆｉｇ．６　ＭａｔｃｈｅｄＬｉｎ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图７　小面元纠正及二次仿射纠正叠加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ｉｎｙＦａｃｅｔ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ｆ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本文主要通过计算配准精度对算法性能进行

客观评价以及通过人工目视对同名点的对应关系

进行主观评价。采用最终保留的控制点对利用下

式计算ＳＡＲ和ＳＰＯＴ二次仿射纠正的配准精度：

ＲＭＳＥ＝ ∑
犖

犻＝１

‖犘犻－犜（犘′犻）‖槡
２ （２）

　　通过以上试验可以看出，本文算法提取的控

制点对应关系较好，即使特征不明显的区域（如无

轮廓或角点）仍提取了部分控制点。表１列举了

部分控制点对的配准精度，其中，（犔狓，犔狔）和（犚狓，

犚狔）分别为ＳＰＯＴ和ＳＡＲ影像控制点；（犘狓，犘狔）

为（犔狓，犔狔）经仿射纠正解算的坐标。整体ＳＡＲ

和ＳＰＯＴ二次仿射纠正配准精度为０．７５２９６。

表１　配准精度评价

Ｔａｂ．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Ｎｏ． 犔狓 犔狔 犚狓 犚狔 犘狓 犘狔 ＲＭＳＥ

１ １７８ ６７ ２０７ １３８ ２０７．２８ １３７．３６ ０．６９６２９

２ ２７３ １９８ ３４１ ２２７ ３４１．０４ ２２８．０６ １．０６１１

３ １６７ ９３ ２０６ １６５ ２０５．９３ １６５．７８ ０．７８６７５

４ ２６６ ７８ ２９４ １１８ ２９４ １１７．３９ ０．６１２３９

５ ４８ ２６１ １５０ ３６６ １４９．６５ ３６５．６ ０．５３０９

６ ４０ ２７０ １４５ ３７６ １４４．９６ ３７６．８７ ０．８７３９７

７ ４３ ２６７ １４７ ３７３ １４６．８５ ３７２．９９ ０．１５２７２

８ ２０６ ２８３ ３０８ ３３０ ３０７．４２ ３２９．９３ ０．５８５８７

９ ２９１ ２６７ ３８０ ２８７ ３８０．０８ ２８６．５９ ０．４２０１

１０ １０１ ３３８ ２２６ ４１８ ２２６．９４ ４１７．４４ １．０９４９

１１ １９４ ３６１ ３２２ ４０６ ３２１．８１ ４０６．１５ ０．２３６７９

１２ ２４９ ３３７ ３６５ ３６５ ３６４．５４ ３６５．４６ ０．６４６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０．７５２９６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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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线特征和ＳＩＦＴ点特征

的多源遥感影像配准方法。试验结果表明，在多

源遥感影像存在较大几何差异、辐射差异以及噪

声等的情况下，本文方法仍能准确匹配到大量同

名点，并取得较高的配准精度。需要指出的是，本

文算法部分过程的计算量较大，效率较低，下一步

将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使其更好

地应用于大幅面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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