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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无人机低空摄影获取的地面高分辨率影像具有成本低、方便快捷等优点，但由于超低空飞行拍摄

的影像覆盖范围较小，所以需要通过影像拼接来获取更大范围的影像数据。研究了一种基于拼接线的影像拼

接方法，对原有检测方法进行了改进，并通过实验说明了改进后的方法可以获得更好的拼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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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机超低空摄影是近年来较热门的一个领

域，它与传统数据采集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

势［１，２］：① 机动快速的响应能力；② 平台构建、维

护以及作业的成本极低；③ 高分辨率图像和高精

度定位数据获取能力增强了后续处理的可靠性；

④ 无人机能够承担高风险或高科技的飞行任务；

⑤ 不必申请空域，国家对千米以下的空域不实行

管制。由于上述的诸多优势，基于小型无人机平

台搭建的对地观测系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相研

究的热点课题，现已逐步从研究开发阶段发展到实

际应用阶段。但由于超低空飞行拍摄的影像覆盖

范围有限，所以如果想获得更大视场范围的影像就

需要对影像进行拼接，拼接线的自动检测是影像拼

接的关键环节［３］。拼接线应该尽量避开房屋、树木

等高出地面的物体，使拼接效果过渡自然［４］。

一般用无人机获取数据测区的范围都相对较

小，较短时间便可获取测区数据，传统方法检测数

据质量较慢，发现问题再补飞又会使成本增加，同

时也耗费更多时间。因此，采用一种简单快速的拼

接方法对测区影像进行概略拼接，可以较快地检测

出数据质量，可以对有问题的区域进行及时补测。

虽然是对测区影像的概略拼接，但是拼接线的检测

也是十分重要的，获取的拼接线要保证拼接结果能

够真实地反映地物情况［５］。利用拼接得到的影像，

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可以利用部分地面点的二

维平面坐标对拼接影像进行纠正，从而获得一幅

“准正射影像图”，用于对目标区域的检测等应

用［６］。本文研究了一种基于拼接线的影像拼接方

法，对已有的拼接线搜索方法进行了改进。

１　转换矩阵的求解

将两张相邻影像进行拼接，首先需要将一张

影像转换到另一张影像的坐标系下。一般情况

下，可认为两张相邻影像之间符合透视变换关

系［７］，两张影像上相应的同名像点之间满足如下

关系：

狓′＝ （犿１狓＋犿２狔＋犿３）／（犿７狓＋犿８狔＋１）

狔′＝ （犿４狓＋犿５狔＋犿６）／（犿７狓＋犿８狔＋１）

（１）

式中，（狓，狔）表示影像１上的特征点坐标；（狓′，

狔′）表示影像２上相应的匹配点坐标；犕 ＝ ｛犿１，

犿２，… ，犿８｝是转换矩阵的８个参数。这里，利

用相邻影像上至少４对匹配点就可以计算出转换

矩阵。ＳＩＦＴ算子
［８，９］具有良好的尺度、旋转、光

照等不变特性，所以首先可以利用ＳＩＦＴ算法进

行特征提取和特征匹配，然后利用 ＲＡＮＳＡＣ算

法［１０］对误匹配点进行剔除，再通过式（１）利用提

纯后的匹配点计算转换矩阵。由于透视变换模型

对特征点的分布等有一定的限制要求，所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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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ＲＡＮＳＡＣ算法进行进一步的约束来求取转换

参数［６］。ＳＩＦＴ算法在处理高分辨率影像时提取

特征点的速度较慢，且无人机影像一般分辨率均较

高，所以在提取特征点的过程中，可先将影像分辨

率降低，对影像进行特征提取及匹配；然后将得到

的匹配点作为初始位置放回原始影像中，再进行一

次匹配，利用最终获取的匹配点解求转换矩阵，这

样可以提高计算效率，加快处理时间；最后就可以

利用同名点确定相邻影像之间的重叠区域。各重

采样影像有效区域的确定方法可以参照文献［５］中

的方法，利用确定的有效四边形计算两张相邻影

像的重叠区域，在拼接线检测过程中，所利用的区

域可以采用计算得到的重叠区域的外接矩形。

２　拼接线检测方法

２．１　最优拼接线的定义

对于待拼接的两幅影像来说，需要寻找一条

理想状态下的拼接线将两幅影像进行接合，生成

一幅完整的“无缝”影像。这条拼接线应该具有如

下两条性质：① 在两幅影像上，拼接线上的像素

的灰度值之差的绝对值应该最小；② 拼接线上的

像素点在两幅待拼接影像上的邻域的几何结构应

该最相似。实际上，由于一般情况下无法保证满

足灰度之差的绝对值最小的同时又能满足几何结

构最相似，能够同时满足这两条性质的拼接线并

不容易寻找，但是可以用一条近似理想状态的最

优拼接线来代替。

Ｄｕｐｌａｑｕｅｔ在文献［１１］中提出的拼接线搜索

方法中，定义了如下的准则：

犮（狓，狔）＝犮ｄｉｆ（狓，狔）－λ犮ｅｄｇｅ（狓，狔） （２）

其中，

犮ｄｉｆ（狓，狔）＝

１

犖犞∑犻，犼∈犞
犪１（狓＋犻，狔＋犼）－犪２（狓＋犻，狔＋犼）

犮ｅｄｇｅ（狓，狔）＝ｍｉｎ（犵１（狓，狔）－犵２（狓，狔））（３）

这里，犪（狓，狔）表示像素坐标为（狓，狔）的像素点的

灰度值；犵（狓，狔）表示梯度值大小；犞代表当前像素

点周围的一个矩形邻域；犖犞表示区域犞 中像素点

总数；λ为权调节系数。但由于犞 是一个经验参

数，所以并不容易确定邻域大小，且由于不同情况

下需调节λ的值，这就给拼接线搜索增加了困难。

２．２　邻域梯度计算

在Ｄｕｐｌａｑｕｅｔ提出的算法中涉及到了像素点

邻域梯度的计算，一般情况下，计算梯度可以采用

Ｓｏｂｅｌ算子
［１２］。经典的Ｓｏｂｅｌ算子在计算过程中

利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模板，即

犛狓 ＝

－１ ０ １

－２ ０ ２

－

熿

燀

燄

燅１ ０ １

，犛狔 ＝

－１ －２ －１

０ 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１ ２ １

（４）

　　但是，在这两个模板中并没有考虑对角线方

向上的信息。对于影像中的边缘信息来说，不仅

应包含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而且应将更多的方

向考虑进去，如０°、４５°、９０°、１３５°等。因为每个像

素点都包含８个邻域，所以在计算过程中，应将８

个方向都考虑在内。因此，可以对原计算模板进

行改进，得到一组新的模板［６］，该组模板将对角线

方向的像素点也加以考虑。

２．３　拼接线搜索准则

以水平方向上的两幅相邻影像拼接为例，假

设两幅影像的重叠区域中可以检测到狑 条拼接

线，每一条拼接线都可计算得到其准则值，将准则

值最小的拼接线视为最优拼接线，即

犖狅 ＝ｍｉｎ（犖１，犖２，…，犖狑） （５）

其中，

犖犻＝∑
狊

犽＝１

（犖犻犱犽＋犖
犻
犲犽）／犾犻，犻∈ ［１，狑］ （６）

这里，狑是重叠区域的宽度，则总共可检测出狑

条备选拼接线；狊表示组成当前备选拼接线的像

素点个数；犾为拼接线长度；犖狅表示最优拼接线的

准则值；犖犱表示对拼接线上的像素点在两幅影像

中的灰度值之差的绝对值求和，如式（７）所示；犖犲

表示对拼接线上的像素点在两幅影像中邻域几何

结构差值的绝对值求和，计算过程中可以利用文

献［６］中８个方向的模板，按式（８）进行计算。

犖犱（狓犽，狔犽）＝ 犐１（狓犽，狔犽）－犐２（狓犽，狔犽） （７）

犖犲（狓犽，狔犽）＝∑
８

犼＝１

犌犼（狓犽，狔犽） （８）

其中，

犌狀（狓，狔）＝ （犐１（狓，狔）－犐２（狓，狔））犛狀，

狀∈ ［１，８］ （９）

这里，犐（狓，狔）表示坐标为（狓，狔）的像素点的灰度

值；犛狀 表示改进的Ｓｏｂｅｌ算子模板。

２．４　拼接线检测方法及步骤

Ｄｕｐｌａｑｕｅｔ提出的拼接线检测方法
［１１］可以保

证检测到的每一条备选拼接线长度相等且路径最

短，即每条备选拼接线长度都等于重叠区域的高

度，但是由于检测过程只考虑了当前点下方的３

个相邻方向，所以有可能在检测拼接线时使拼接

线穿过水平边缘。如果重叠区域有楼房等高大建

筑物，则拼接线有可能穿过楼房，由于楼顶像点的

６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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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与地面点的变形并不一致，所以会导致拼接

后的楼房出现错位的现象。

为避免这种错位现象发生，在拼接线检测过

程中，应检测当前像素点邻域包含水平方向在内

的５个方向，使拼接线可以尽量避开楼房等高大

建筑物，使得拼接后的影像无跳跃性的过渡。搜

索流程如图１所示，影像重叠区域的宽度为狑，高

度为犺，每一个方格代表一个像素，将第一行像素

点设置为各备选拼接线的起点，准则值设置为常

数犆，位于重叠区域左边界和右边界的像素点检

测当前行和下一行３个方向的像素点，其他位置

上的点检测该点左、右及下一行共５个相邻像素

点，将计算得到的准则值最小的点作为备选拼接

线的下一点。

图１　改进的检测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ｐｓ

在拼接线检测完毕之后，便可以利用左图上

位于拼接线左侧的部分和右图上位于拼接线右侧

的部分生成拼接影像。利用两张相邻影像的重叠

区域可以按前面描述的方法搜索拼接线，但是影

像拼接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无缝的拼接结果［１３］。

有时由于拍摄时间或拍摄视角不同，拼接结果会

受相邻影像间亮度变化的影响，导致接缝线处亮

度呈跳跃式变化，因此，还需要对拼接影像的亮度

进行调整。这里可以基于已检测得到的拼接线位

置，采用多分辨率融合［１４］的方法对两张影像在拼

接线附近进行亮度调整，使亮度能够逐渐过渡。

为了保证拼接效果，在拼接处理之前，可以利

用无人机姿态测量装置提供的姿态信息得到拍摄

影像时摄影机的姿态角，这样就可以将由于像片

倾斜引起的像点位移进行纠正，之后再对纠正后

的各影像进行拼接线检测。

综上所述，影像拼接的步骤可总结如下（以水

平方向拼接为例）：① 影像倾斜纠正；② 分别对

左影像犐犔和右影像犐犚提取ＳＩＦＴ特征，并将特征

点进行匹配，得到匹配点集；③ 利用 ＲＡＮＣＡＣ

算法对匹配点集进行提纯，将误匹配点剔除；④

利用匹配点集按透视变换模型计算转换矩阵参

数，并对右影像进行重采样，得到重采样影像犐犚１，

用于拼接；⑤ 利用匹配点集计算犐犔与犐犚１的重叠

区域犞，在重叠区域生成差分影像犐犇；⑥ 在犐犇

上，将第一行各点的准则值设置为常数犆，然后进

行扩展，计算每一个点的５邻域像素（左、右及下

一行３个像素点）的准则值，对于左边界和右边界

的点，计算３个邻域的准则值，选取具有最小准则

值的像素点作为备选拼接线的下一点；⑦ 重复第

⑤步，直至检测到犐犇的底部，检测完毕，可得到狀

条备选拼接线；⑧ 计算每一条备选拼接线的准则

值，选取准则值最小的拼接线作为最优拼接线；

⑨ 影像拼接。拼接结果图中左部分取犐犔上拼接

线的左侧部分，右部分取犐犚１上拼接线的右侧部

分，则可得到拼接结果； 在待匹配影像重叠区域

对亮度进行调整，使拼接线附近的亮度得到平缓

过渡。

３　实验及结果说明

３．１　实验１

本文采用的实验原图如图２所示，首先利用

ＳＩＦＴ算法对两幅影像进行特征提取，然后进行特

征匹配及误匹配点剔除处理，利用特征匹配点集

计算两张影像间的转换矩阵，对右影像进行重采

样，然后分别用直线剪切、Ｄｕｐｌａｑｕｅｔ方法以及本

文改进的拼接线检测方法搜索拼接线，并对两张

影像进行拼接，可以得到如图３、图４及图５所示

的拼接结果，图６是将图５中的拼接线隐去后的

结果。可以看到，利用改进后的检测方法可以使

拼接线绕开重叠区域内的楼房，使得两张影像的

拼接结果没有明显的拼接痕迹。图７是利用两张

亮度变化明显的原始影像进行拼接得到的结果，

图８是进行多分辨率融合后的拼接结果。

　 　
图２　实验原图

Ｆｉｇ．２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ｍａｇｅｓ

　　　　
图３　直线剪切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ｂｙ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Ｌ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图５所示的拼接线长度

比图４中的拼接线长度要长。实际上，利用改进

后的拼接线检测方法所检测到的每一条备选拼接

线的长度都是不相等的，无法直接通过比较拼接

７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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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Ｄｕｐｌａｑｕｅｔ

方法拼接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ｙＤｕｐｌａ

ｑｕｅｔ’ｓＭｅｔｈｏｄ

　

图５　本文方法

拼接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ｙＩｍｐｒｏ

ｖ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图６　本文方法

（不含拼接线）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

ＳｅａｍＬｉｎｅ）

图７　含有亮度差

异的拼接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图８　消除了亮度差

异的拼接结果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线的准则值来确定最优的拼接线，所以在比较每

条拼接线总的准则值时，要将准则值除以每条拼

接线的长度，即组成拼接线的像素点个数，如式

（６）所示，这样就可以对每条拼接线的准则值进行

比较，将准则值最小的拼接线作为最优拼接线。

如图５所示，改进后的检测方法可以成功避开复

杂场景内的楼房等建筑物，使拼接影像无明显错

位现象发生。由图７和图８可以看出，对于亮度

差异明显的原始影像进行拼接后，在拼接线处会

有明显的过渡痕迹，所以需要对影像亮度进行调

整，使拼接线附近的亮度得到平缓的过渡，从而获

得更好的视觉拼接效果。

３．２　实验２

本实验中采用了９张单航带序列影像进行拼

接，表１中列出了按本文所给出的准则值计算方

法所求得的使用直线剪切方法、Ｄｕｐｌａｑｕｅｔ方法

以及本文改进方法检测到的拼接线的准则值，图

９显示的是单航带序列影像的拼接结果，其中的

曲线段为拼接线。

通过表１中的准则值对比可以看出，本文改

进的方法检测出的拼接线的准则值与其他两种方

法相比最小，结合图９的拼接结果可以看出，利用

改进后的拼接线搜索方法进行影像拼接，可以获

得理想的拼接结果。

表１　不同方法检测拼接线准则值对比列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拼接线编号
各拼接线准则值

直线剪切 Ｄｕｐｌａｑｕｅｔ方法 本文改进方法

１ ５２２２６６ ５８３４０ ６２４３

２ ８６０６４５ ６９９０６ ９７１０

３ ８７６８２３ ６２７５３ ８０４５

４ ８７２２１７ ６１１９２ ７５９１

５ ８８３０６５ ６１９２４ ７７３４

６ ９０８８１８ ７２１９４ ８３３５

７ ９１０７１４ ７８４９６ ８８２７

８ ９２０２３３ ７９０４８ ８８９８

图９　单航带序列影像拼接结果（包含拼接线）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ａＳｉｎｇｌｅＦｌｉｇｈｔＳｔｒｉｐ（Ｓｅａｍ

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无人机序列影像的拼接方法进行了

研究，对已有的拼接线检测方法的不足进行了分

析、说明，并提出了改进方案，改善了拼接线的搜

索准则及检测流程，总结了改进后影像拼接的主

要步骤。通过实拍影像进行了实验，对改进方法

进行了验证，得到了较好的结果。但该方法还未

考虑动态目标对拼接效果的影响，下一步工作将

针对有动态目标干扰的情况进行研究。另外，由

于无人机影像像幅较小，像片数量较多，所以对海

量数据的管理方法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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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维基的词条质量检测研究　　　　　　　　　　　　　　（李德毅，等）

 短时交通流量模式提取及时变特征分析 （李清泉，等）

 粒度与结构统一的多层次三维城市模型数据组织方法 （周东波，等）

 天线相位中心改正模型对ＰＰＰ参数估计的影响 （张小红，等）

 长期验潮站潮位观测误差的综合探测及修复方法研究 （赵建虎，等）

 引力场梯度张量的非奇异公式推导 （万晓云）

 一种基于伪随机序列和ＤＣＴ的遥感影像水印算法 （朱长青，等）

９６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