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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虚拟匹配窗口的ＳＩＦＴ算法，通过构建虚拟匹配窗口，增大ＳＩＦＴ特征点之间的尺度

相似性，提高了匹配的几率；并通过与最小二乘法和双线性内插法的结合完成自动配准。文中选取角度和尺

度偏差较大的ＳＰＯＴ５（Ｐ）与ＴＭ影像进行实验，结果表明，配准精度小于一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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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数据的配准是影像融合
［１］、变化检测［２］、

环境监测以及地图更新等多种后续处理的基础，多

传感器遥感数据的自动配准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用于自动配准的方

法，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基于区域的自动

配准［３］和基于特征的自动配准［４］。基于区域的自

动配准法过于依赖图像的灰度统计特性，适用于同

一传感器获取的影像之间的配准，对于不同传感器

获取的影像或者由同一传感器获取的时差偏大的

影像，配准精度较差［３］。基于特征的自动配准法

中，提取的特征要求具有显著性和唯一性，且对配

准影像在角度、尺度、色调等方面的差异具有抗干

扰和特征选取的不变性。具有代表性的基于特征

的自动配准方法之一是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

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方法。ＳＩＦＴ是Ｌｏｗｅ１９９９年提出

的，并于２００４年进行了改进
［５，６］，改进后的ＳＩＦＴ算

法提取的特征点对影像之间的尺度、角度差异具有

一定的鲁棒性。目前，ＳＩＦＴ算法已经成功应用于

目标识别［６］、图像复原［７］、图像拼接［８，９］等领域。

Ｃｈｅｎ和Ｔｉａｎ采用ＳＩＦＴ算法对医学影像进行了

配准［１０］；李晓明等人采用ＳＩＦＴ算法对同一光学

传感器的遥感影像进行了配准［１１］；李芳芳等人采

用核尺寸自适应算法对ＳＩＦＴ算法进行了优化，

对光学影像进行了配准［１２］；田阿灵和高强对

ＳＩＦＴ描述子梯度方向的取值进行了改进，对红外

与可见光图像进行了配准［１３］。但是，将ＳＩＦＴ算

法应用在不同传感器获取的、具有较大角度和尺

度偏差的遥感影像配准时，匹配点对稀少且分布

不均匀。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虚

拟匹配窗口的ＳＩＦＴ算法。

１　基于虚拟匹配窗口的犛犐犉犜算法

为了使ＳＩＦＴ特征点对图像尺度具有一定的

鲁棒性，ＳＩＦＴ算法
［７］首先将影像按照降采样分成

若干组，每组再采用高斯尺度卷积形成若干层，下

一组图像由上一组图像经过降采样生成，这样就

检测出具有各种尺度的特征点。经过实验研究发

现，ＳＩＦＴ匹配点对大都具有类似的尺度。但是将

ＳＦＩＴ算法应用于不同传感器获取的、具有较大尺

度和角度偏差的遥感影像配准时，基准影像和待

配准影像经过降采样后，两者之间具有类似尺度

的降采样影像组合十分稀少，因此检测出的具有

类似尺度的ＳＦＩＴ特征点也大大减少。为了增加

匹配点对的数目，提高最终配准的可靠性，本文引

入了虚拟匹配窗口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基于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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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窗口的ＳＩＦＴ算法。其主要思想是：首先根

据基准影像和待配准影像生成对应的基准虚拟窗

口和待配准虚拟窗口，缩小了基准影像和待配准

影像之间的尺度差距；然后基于虚拟基准窗口和

虚拟待配准窗口检测虚拟ＳＩＦＴ描述子，两者的

虚拟ＳＩＦＴ描述子尺度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从而增加了相互之间匹配的几率，匹配后得到虚

拟ＳＩＦＴ匹配点对；最后根据虚拟匹配窗口到配

准影像之间的映射关系，求解得到配准影像中的

ＳＩＦＴ匹配点对。

１．１　虚拟匹配窗口的创建

假设待配准影像的分辨率为ｓｅｎｓｅｄ＿ｓｃａｌｅ，

那么定义虚拟尺度ｖｉｓｕａｌ＿ｓｃａｌｅ＝ｓｅｎｓｅｄ＿ｓｃａｌｅ／

２，即为虚拟匹配窗口的分辨率。根据虚拟尺度，

将基准影像和待配准影像分别进行重采样，生成

虚拟基准窗口和虚拟待配准窗口。

１．２　虚拟匹配窗口中犛犐犉犜匹配点对的获取

ＳＩＦＴ特征是一种相似不变量，对配准影像在

角度和尺度上的偏差具有不变性。它由三个方面

标识：特征点的位置、主方向、尺度。ＳＩＦＴ特征点

提取的步骤主要包括尺度空间和降采样图像的形

成、特征点的检测、特征点的精确定位、特征点主

方向的提取、ＳＩＦＴ描述子的生成
［７］。按照此步骤

分别提取虚拟基准窗口和虚拟待配准窗口的

ＳＩＦＴ描述子。

采用ＳＩＦＴ描述子特征向量之间的欧氏距离

作为两幅影像中ＳＩＦＴ特征点的相似性判定标

准：

犇犻，犼 ＝ ∑
１２８

犽＝０

（犡犻－犡犼）槡
２ （１）

式中，特征向量共１２８维，犽表示特征向量的序

号；犡犻、犡犼分别表示基准影像中第犻、犼个归一化

ＳＩＦＴ描述子的特征向量；犇犻，犼表示基准影像中第

犻个归一化ＳＩＦＴ描述子与待配准影像中第犼个

归一化ＳＩＦＴ描述子之间的欧氏距离。

对虚拟基准窗口中的每一个ＳＩＦＴ描述子，

按照式（１）分别计算其与虚拟待配准窗口中每一

个ＳＩＦＴ描述子之间的距离，并记录下最小距离

和次最小距离对应的ＳＩＦＴ描述子；如果最小距

离和次最小距离的比值大于事先设定的阈值，则

接受这一对匹配点。随着阈值的增大，ＳＩＦＴ匹配

点数目会减少，但结果更加稳定。

１．３　配准影像中匹配点对的获取

假设犘１（狓１，狔１）、犘２（狓２，狔２）为一对虚拟特征

匹配点，其中，犘１是虚拟基准窗口中的特征点，犘２

是虚拟待配准窗口中对应的特征点，两者的尺度

为ｖｉｓｕａｌ＿ｓｃａｌｅ。将犘１变换到基准影像的尺度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ａｌｅ，将犘２变换到待配准影像的尺度

ｓｅｎｓｅｄ＿ｓｃａｌｅ，即可得到配准影像中对应的匹配点

对。按照同样的方法，对所有的虚拟ＳＩＦＴ匹配

点对进行同样的处理，形成配准影像中的ＳＩＦＴ

匹配点集。

１．４　影像配准

基准影像和待配准影像之间的相似变化模型

为：

狓′

狔
［ ］
′
＝λ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ｃｏｓ
［ ］

θ
［］狓
狔
＋
狓犱

狔
［ ］
犱

（２）

式中，λ表示尺度缩放系数；θ表示基准影像和待

配准影像之间的角度偏差；（狓犱，狔犱）表示平移参

数；（狓，狔）表示待配准影像中特征点的坐标值；

（狓′，狔′）表示配准后点的坐标值。

通常情况下，两对匹配点即可解算出相似变

换模型的参数，为了对模型进行优化，提高后续配

准的精度，本文采用最小二乘平差法解算模型的

参数［１４］。将式（２）线性化，列出误差方程式，根据

最小二乘间接平差原理，即可列出法方程式，并将

得到的ＳＩＦＴ匹配点集代入法方程式，迭代计算，

求解得到变换模型的参数。

最常用的重采样的方法有三种：最邻近像元

法、双线性内插法、双三次卷积法［３］。最邻近像元

法最简单，计算速度快，且不破坏原始影像的灰度

信息，但是几何精度差，最大可达到０．５像元。其

他两种方法几何精度较好，但是计算时间较长，特

别是双三次卷积法。折中考虑，本文采用双线性

内插法，通过变换模型对待配准图像进行重采样，

就得出最终配准的结果图。

１．５　配准精度验证方法

为了说明文中提出的基于虚拟匹配窗口的

ＳＩＦＴ算法的优势，同时采用原始的ＳＩＦＴ算法和

本文提出的算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并进行比

较分析。另外，通过对§１．４中配准模型的精度

进行验证，来检验最终配准的精度。假定基准影

像中特征点坐标为狆１（狓１，狔１），待配准影像上对

应的匹配点坐标为狆２（狓２，狔２），那么配准之后在

行方向和列方向上的偏差ｄ狓和ｄ狔分别为：

ｄ狓＝狓１－λ（ｃｏｓθ狓２－ｓｉｎθ狔２）＋狓犱

ｄ狔＝狔１－λ（ｓｉｎθ狓２＋ｃｏｓθ狔２）＋狔
｛

犱

（３）

在配准影像上选取９个分布均匀的匹配特征点对

作为检查点，代入式（３）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出配

准模型的误差。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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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该算法的性能，本文选取了北京地

区的ＳＰＯＴ５全色波段与ＴＭ 影像进行了实验。

如图１所示，ＳＰＯＴ５全色波段影像为基准影像，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获取，分辨率为３ｍ，角度

１４．４８００６５°，大小为２０００像素×２０００像素；

ＴＭ影像（４、３、２波段合成）为待配准影像，２００７

年５月１２日获取，分辨率为３０ｍ，角度０°，大小

为２５０像素×２５０像素。分别采用ＳＩＦＴ算法和

基于虚拟匹配窗口的ＳＩＦＴ算法进行匹配，得到

的匹配点对如图２所示。

图１　ＳＰＯＴ５（Ｐ）影像和ＴＭ影像（北京地区）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ＳＰＯＴ５（Ｐ）

ａｎｄＴＭＩｍａｇ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

图２中，每一条线的两个顶点为一对匹配点，

图２（ａ）表示采用ＳＩＦＴ算法得到的８对匹配点，

图２（ｂ）表示采用基于虚拟匹配窗口的ＳＩＦＴ算法

进行匹配得到的５８对匹配点。经过比较可以看

出，通过构建虚拟匹配窗口，得到的ＳＩＦＴ匹配点

数明显增多，且分布均匀。

图２　ＳＰＯＴ影像与ＴＭ影像的匹配点对

Ｆｉｇ．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ｅｓｆｏｒＳＰＯＴａｎｄＴＭＩｍａｇｅｓ

人工选取了９个分布均匀的匹配特征点对作

为检查点，代入式（３）进行计算，行方向和列方向

的误差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其误差均在一个

像素以内，充分证明了基于虚拟匹配窗口的ＳＩＦＴ

配准算法的精度较高，对配准影像之间传感器、角

度和尺度方面的差异有着较强的鲁棒性。

采用基于虚拟匹配窗口的ＳＩＦＴ算法配准后

的ＴＭ影像如图３（ａ）所示，分辨率和角度等同于

表１　犛犘犗犜５（犘）和犜犕影像的配准精度表

Ｔａｂ．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ＳＰＯＴ５（Ｐ）ａｎｄ

ＴＭＩｍａｇｅｓ

点号

基准影像上

的特征点

／像素

待配准影像

上的特征点

／像素

行方向的偏

差ｄ狓／

像素

列方向的

偏差ｄ狔／

像素

１ （２７４，２４３） （７２，４１） －０．６１８８７ －０．７３２１２６

２ （８９０，３９９） （１１８，６７） －０．５７２２８６ －０．７１１２８２

３ （１６１９，２７９） （１７８，７２） ０．４１２７６８ ０．４６１７９１

４ （５０３，１００６） （７４，１０７） －０．５２５１１５ －０．０７５６８１４

５ （９４９，１０７３） （１０８，１２３） －０．２０７００５ －０．９４９７２８

６ （１４６８，８２３） （１５５，１１４） －０．２８２５９８ －０．８５６３３２

７ （１３５，１７８０） （２７，１６５） ０．２３０２４１ －０．５５８４８２

８ （１０１３，１５４３）（１０３，１６２） －０．０９３５９３１－０．５６７８９

９ （１６６３，１７５２）（１５１，１９２） －０．４５１４５２ ０．４７７０２１

ＳＰＯＴ影像。为了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示配准的效

果和精度，分别提取配准后的 ＴＭ 影像、配准后

的ＴＭ影像和ＳＰＯＴ影像之和、ＳＰＯＴ影像的不

同部位相间拼接形成一幅图像，如图３（ｂ）所示。

可以看出，各种地物以及纹理在拼接处表现得十

分平滑和自然，有效地证明了配准结果的精度

较高。

图３　ＳＰＯＴ影像与ＴＭ影像的配准结果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ＴａｎｄＴＭｉｍａｇｅｓ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虚拟匹配窗口的ＳＩＦＴ

算法，通过构建虚拟匹配窗口，并基于它提取

ＳＩＦＴ特征点进行匹配，成功地增加了ＳＩＦＴ特征

点之间匹配的几率。实验证明，基于虚拟匹配窗

口的ＳＩＦＴ算法在配准不同传感器获取的、具有

较大角度和尺度偏差的遥感影像时，能够获取大

量且分布均匀的ＳＩＦＴ匹配点对，保证了后续配

准的可靠性。人工选取特征点对配准模型的精度

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配准精度小于一个像素，

充分证明了本文提出的配准算法对遥感影像在获

取的传感器、角度和尺度方面的偏差具有较强的

鲁棒性，且配准过程的自动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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