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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传统ＳＩＦＴ描述子在图像存在多个相似区域时易造成误匹配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ＳＩＦＴ描述子及其生成方法。该方法通过构建尺度空间、检测极值点、确定关键点等步骤生成关键特征点，然

后计算每个关键点周围图像区域的旋转不变纹理特征作为该关键点的描述，并将其融合到局部特性ＳＩＦＴ描

述向量中，形成旋转不变纹理化ＳＩＦＴ描述子，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匹配策略应用于图像匹配，实验结果表

明，本方法更加全面地描述了图像信息，有效提高了ＳＩＦＴ算法匹配准率，改善了匹配效果，实现了对ＳＩＦＴ算

法的改良。

关键词：图像匹配；ＳＩＦＴ描述子；特征提取；图像变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图像匹配技术已成为计算机视觉和数字图

像处理等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图像匹配方法主

要有基于像素和基于特征的方法［１］两种。Ｌｏｗｅ

提出了一种新的点特征提取算法———ＳＩＦＴ算

法［２］，较好地解决了场景部分遮挡、旋转缩放、视

点变化引起的图像变形等问题。文献［３］对ＳＩＦＴ

算法进行了改进，通过对特征点的邻域梯度的统

计分析进行图像匹配。文献［４］通过在ＤｏＭ（均

值差）尺度空间采用积分图像和积分直方图检测

特征点，生成特征描述符。文献［５］提出了一种基

于灰度信息的ＳＩＦＴ特征描述子。

可见，ＳＩＦＴ特征描述子是ＳＩＦＴ算法的核

心，并占算法处理时间的大部分，对算法的性能和

实时性影响巨大。本文提出了一种旋转不变纹理

化 ＳＩＦＴ 描 述 子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ＳＩＦＴ，ＲＩＴＳＩＦＴ），针对生成的关键特征点，计算

每个关键点周围图像区域的旋转不变纹理特征，

将ＲＩＴ特征描述融合到ＳＩＦＴ描述向量中，更加

全面地描述图像信息。同时，利用纹理特征的完

全旋转不变性，进一步降低实时图像与参考图像

时序匹配的计算复杂度。纹理化的局部特征描述

符的建立，对于含有定位误差的特征匹配提供了

较好的容错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误匹配率，改

善了匹配效果。

１　犚犐犜犛犐犉犜特征描述子

Ｌｏｗｅ的ＳＩＦＴ算法描述子是局部特征描述

子，在匹配过程中，单纯使用局部特征描述子进行

匹配，难以避免因复杂背景、缺少纹理或者小目标

的存在而引起的误匹配，它虽然能够剔除部分误

匹配点对，但由于局部特征的相似性，使得去除误

匹配点对数有限［６７］。当一幅图像中有多个相似

的纹理信息区域时，只有关键点周围图像区域的

旋转不变纹理特征等其他特征才能取得明显的效

果。鉴于此，本文对特征描述子进行了改进，提出

了一种旋转不变纹理化ＳＩＦＴ描述子。

１．１　生成关键特征点

１）尺度空间极值检测。把待处理的图像转

换为灰度图像，将图像犐（狓，狔）与不同尺度因子下

的高斯核犌（狓，狔，σ）进行高斯卷积操作（式（１）），

构成高斯金字塔，在获得卷积图像犔后，使用高

斯差函数建立ＤｏＧ尺度空间。对尺度高斯金字

塔每阶的相邻２层依次作差，得到高斯差分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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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在高斯差分金字塔中检测局部极大值和极小

值，每个极值必须是所在局部邻域，以初步确定特

征点的所在位置和尺度［８］：

犔 狓，狔，（ ）σ ＝犌 狓，狔，（ ）σ犐 狓，（ ）狔 （１）

　　ＤｏＧ尺度空间中间层（最底层和最顶层除

外）的每个像素点需要跟同层的相邻８个像素点

以及其上一层和下一层的各９个相邻像素点（共

２６个）进行比较，以确保在尺度空间和二维图像

空间都检测到局部极值［８９］。

２）精确定位特征点位置。ＤｏＧ算子会产生

较强的边缘响应，且对噪声比较敏感，对局部极值

点需经过进一步的检验才能精确定位为特征点。

通过二阶Ｔａｙｌｏｒ展开式计算极值点的偏移量，获

得亚像素定位精度，同时，通过阈值设置剔除对比

度低的点，并用 Ｈｅｓｓｉａｎ矩阵技术剔除不稳定的

边缘响应点。最终保留下来的点称为特征点，特

征点的检测是在尺度空间中进行的，特征点保持

为尺度不变量。

３）确定特征点主方向。利用特征点邻域像

素的梯度方向分布特性为每个特征点指定主方

向，在匹配时把图像旋转到统一的方向模式下，使

图像坐标系与特征区域的梯度方向一致，得到旋

转不变量。

１．２　犚犐犜犛犐犉犜特征描述子

１．２．１　ＲＩＴ特征计算

在精确定位特征点位置之后，以特征点为中

心、图像最长对角线犚 为直径确立一圆形区域，

并将此区域作为特征点的邻域。将邻域分为若干

个等单位的同心圆圆形邻域，如图１所示。以关

键点为中心的圆形邻域具有很好的旋转不变性，

在省去高斯模糊步骤的同时，免去了邻域角度归

零操作，避免了图像旋转的运算代价。

图１　５个等单位的同心圆圆形邻域

Ｆｉｇ．１　Ｆｉｖ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Ｕｎｉｔ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设定一个采样半径狉（狉可取犚／５，犚／４，犚／３，

犚／２，犚）和采样点数犽，并且在以特征点为圆心、狉

为半径的圆周上等间隔地采样犽个点。将这犽个

像素点的灰度值分别与中心像素点的值比较大

小，根据大小关系对这犽个像素点进行二值化。

即如果某像素点的灰度值大于中心像素点的灰度

值，则将其置为０，否则置为１。

假设中心像素点的灰度值为犔犮（狓，狔），犽个

采样的像素点的灰度值分别为犔０（狓，狔），则中心

像素点周围区域的 ＲＩＴ特征（记为 ＲＩＴ
狉犻
犽，狉
）计算

公式为：

ＲＩＴ
狉犻
犽，狉 ＝

ｍｉｎ ＲＯＲ（ＲＩＴ犽，狉，犲）狘犲＝０，１，…，犽－｛ ｝１

（２）

式中，ＲＩＴ犽，狉＝∑
犽－１

犻＝０

犝 （犔犻－犔犮）２
犻－１；犝 （狓）＝

１，狓≥０

０，狓＜｛ ０
；ＲＯＲ（狓，狋）表示对犽位二进制数狓进行

向右循环移位犲次。

１．２．２　关键点周围区域的ＲＩＴ特征描述

设犳犻（狓，狔，σ，θ）为ＳＩＦＴ关键点检测方法得

到的某一关键点，其中（狓，狔）为犳犻 在原始图像上

的位置坐标，σ和θ分别为犳犻 的空间尺度因子和

主方向。根据空间尺度因子σ的大小，在犳犻所在

的高斯金字塔相应层上，按照θ的大小把该图像

区域旋转到参考方向，以犳犻 为中心取一个８×８

大小的图像区域作为待描述区域。

关键点周围图像区域的ＲＩＴ特征描述步骤

如下。

１）在８×８大小的待描述区域中，分别以每个

像素点犳犼（狓，狔），犼∈ １，［ ］６４ 为中心，求取以它为中

心的ＲＩＴ特征ＲＩＴ狉犻犽，狉，记为ｒｉｔ犼（犼＝１，２，…，６４）。

２）像素点犳犼（狓，狔）距离中心犳犻越远，对描述

犳犻贡献的信息量越小，因此，对ｒｉｔ犼 进行加权，其

加权系数为：

狑犼 ＝ｅｘｐ － （狓犼－狓犻）
２
＋（狔犼－狔犻）［ ］２ ／（２α

２｛ ｝）／

（２πα
２） （３）

式中，（狓犼，狔犼）和（狓犻，狔犻）分别为像素点犳犼（狓，狔）和

中心点犳犻在待描述图像区域中的坐标；α为取定

常数。

３）把计算得到的所有加权ＲＩＴ特征值组成

一个一维特征向量，记为犛犻，则：

犛犻 ＝ 狑１ｒｉｔ１狑２ｒｉｔ２…狑６４ｒｉｔ［ ］６４ （４）

　　４）消除光照变化影响，犛犻进行归一化，即犛犻／

‖犛犻‖→犛犻。

最后得到６４维特征向量犛犻，即为关键点犳犻

周围区域的ＲＩＴ特征描述。在待描述图像区域

获取的过程中，利用关键点的尺度获得了尺度不

变性，利用把待描述图像区域旋转到参考方向获

得了旋转不变性，利用描述向量的归一化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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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照变化的鲁棒性，再加上ＲＩＴ特征自身具有

一定程度的尺度、旋转和亮暗不变性，确保了ＲＩＴ

特征描述方法的鲁棒性。

现将特征描述子定义如下：

犜＝ ω犙 （１－ω）［ ］犛 Ｔ （５）

式中，犙为１２８维ＳＩＦＴ局部特征向量；犛为６４维

ＲＩＴ特征向量；犜１×１９２即为特征描述子；ω为相对权

重因子，根据图像种类与像素大小选定，且ω≤１。

２　犚犐犜犛犐犉犜特征描述子的匹配

ＲＩＴＳＩＦＴ描述子描述了图像的两种不同信

息，通过对关键点提取１２８维的ＳＩＦＴ局部特征

向量犙和６４维ＲＩＴ特征向量犛，最终形成一个

１９２维ＲＩＴＳＩＦＴ特征描述子，对两者采用不同

的匹配策略，对犙和犛 分别进行匹配，得到不同

的相似性系数，最后融合两种相似性系数，得到两

幅图像的ＲＩＴＳＩＦＴ描述子之间的相似性系数，

并作为两幅图像中关键点的相似性判定度量。

对于ＳＩＦＴ局部特征向量犙，采用欧氏距离

作为其匹配策略：

犱犙 ＝ 犙犻－犙犼 ＝ ∑
狀

（犙犻，狀－犙犼，狀）槡
２ （６）

式中，犙犻，狀和犙犼，狀分别表示ＳＩＦＴ局部特征第犻个

点的第狀维特征向量和第犼个点的第狀维特征向

量（狀≤１２８）。

对于ＲＩＴ特征向量犛，采用χ
２ 统计量作为其

匹配策略：

犱犛 ＝χ
２
＝
１

２∑犿
（犛狌，犿 －犛狏，犿）

２

犛狌，犿 ＋犛狏，犿
（７）

式中，犛狌，犿和犛狏，犿分别表示ＲＩＴ特征向量第狌个

点的第犿 维特征向量和第狏个点的第犿 维特征

向量（犿≤１２８）。计算出局部和ＲＩＴ特征向量的匹

配距离后，采用犱＝λ犱犙＋（１－λ）犱犛 计算 ＲＩＴ

ＳＩＦＴ特征描述子之间的距离，λ为权重系数。

取供匹配图像中的某个关键点，并在待匹配

图像中找出与之描述子距离最近的两个关键点，

其距离分别为最小距离犇犛犅和次小距离犇犕犅，如

果最小距离犇犛犅和次小距离犇犕犅比值小于比例阈

值狋（狋为经验阈值
［１０］），则将取得最小距离的点作

为匹配点［１１］。

３　实验与结果分析

３．１　性能评价指标

１）匹配效率犈犮，其定义为匹配正确率犈狉与

匹配时间犜 之比，即

犈犮 ＝犈狉／犜 （８）

式中，犈狉为正确匹配点数与总匹配点数之比；犜为

完成一个典型的匹配需采用的最重要操作的耗

时。

２）平均准确率 ＭＡＰ（ｍｅ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

ｓｉｏｎ），其定义如下：

ＭＡＰ＝∫
１

０
犘（犚）ｄ犚 （９）

式中，召回率犚为正确匹配点数与所有关键点数

之比；准确率犘为正确匹配点数与所有匹配数之

比［１２］。对于曲线图来说，曲线越向上突出代表匹

配性能越好。更加具体地，曲线与坐标轴之间的

面积应当越大，最理想的效果是其包含的面积

为１。

３．２　描述子性能比较

为了验证本文描述子的有效性，将本文方法

与传统ＳＩＦＴ算法
［１３］、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

［３］分别在

不同旋转、尺度、视角、光线变化等情况下的匹配

性能进行对比实验。实验使用标准测试图像包中

的影像组。

选择影像组中２０张图像，分别作尺度５０％

旋转５０°变化，将原始图像和改变后的图像作２０

组比较，统计其在ＳＩＦＴ算法、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与

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下的匹配数据，计算各算法的

ＭＡＰ和匹配效率，并绘制曲线图。同样对此２０

张图像分别作视角６０°旋转变化和光线强度５０％

的变化进行相同统计。

如图２（ｂ）～２（ｄ）所示，在旋转和尺度变化下

ＳＩＦＴ算法、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和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匹

配的正确点数分别为１６４、１７６、１９１，匹配效率分

别为０．５９、０．７０、０．６５。

图３（ｂ）～３（ｄ）所示，在视角变化下ＳＩＦＴ算

法、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和 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匹配的正

确点数分别为１２６、１４３、１６２，匹配效率分别为

０．６２、０．６９、０．７６。图５（ｂ）中 ＳＩＦＴ 算法、ＰＣＡ

ＳＩＦＴ算法和 ＲＩＴＳＩＦＴ 算法的 ＭＡＰ 分别为

０．４９、０．５９、０．６４。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把待描述图像

区域旋转到参考方向获得了旋转不变性，故其

ＭＡＰ较ＳＩＦＴ算法高０．１５，较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

高０．０５，匹配效果明显较好；图６（ｂ）中，ＰＣＡ

ＳＩＦＴ算法的描述符降维操作，减短了在特征向量

匹配过程的耗时，且当图像发生视觉转化时，对于

很多在图像的边缘轮廓处提取的特征点，ＰＣＡ操

作后，这样的点能保持良好的匹配性，故匹配效率

较高；ＳＩＦＴ算法中对于ＳＩＦＴ特征描述子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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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邻域方向性信息联合的思想，在视觉大幅度

变化下，特征描述子的稳定性并不乐观；ＰＣＡ

ＳＩＦＴ算法匹配效率较均衡，虽描述向量维数增加

了６４维，匹配速度有所降低，但含有ＲＩＴ特征的

描述子具有一定程度的尺度、旋转和亮暗不变性，

致使匹配正确率较高。

图２　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ＲＩＴＳＩＦＴ旋转和尺度变化下测试图像的匹配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ＲＩＴＳＩＦＴＵｎｄｅｒＳｃ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

图３　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ＲＩＴＳＩＦＴ视角变化下测试图像的匹配图

Ｆｉｇ．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ａｎｄＲＩＴＳＩＦＴＵｎｄｅｒ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Ｃｈａｎｇｅ

　　图４（ｂ）～４（ｄ）所示，在光照变化下ＳＩＦＴ算

法、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和 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匹配的正

确点数分别为１３２、１５１、１７６，匹配效率分别为

０．７６、０．８３、０．８８。图５（ａ）中ＳＩＦＴ算法、ＰＣＡ

ＳＩＦＴ算法和 ＲＩＴＳＩＦＴ 算法的 ＭＡＰ 分别为

０．５０、０．５６、０．６２。ＲＩＴＳＩＦＴ 算法的 ＭＡＰ较

ＳＩＦＴ算法高０．１２，较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高０．０６。

正因ＳＩＦＴ算法、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的特征描述子

缺少纹理信息，在对纹理细节丰富的图像进行描

述时丢失纹理信息更为明显。图５（ｃ）中ＳＩＦＴ算

法、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和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的ＭＡＰ分

别为０．５１、０．５３、０．５８。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的 ＭＡＰ

较ＳＩＦＴ算法高０．０７，较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高０．０５。

图６（ａ）在２０组图像的匹配中３种算法的匹

配效率，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明显要高，ＳＩＦＴ算法在

纹理信息少的区域和纹理信息多的区域中都容易

提取大量的特征点，其提取的特征点不够均匀，其

匹配效率基本平衡在５８％左右；ＰＣＡＳＩＦＴ描述

符降到３６维，减短了在特征向量匹配过程的耗

时，匹配效率较高；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在待描述图像

区域获取的过程中，利用关键点的尺度获得了尺

度不变性，加入ＲＩＴ特征描述子，在旋转与尺度

变换下特征点尺度并未变化，保持了良好的抗旋

转性能，对纹理内容复杂图像的匹配效率能保持

在６８％上下。图６（ｃ）中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的匹配

效果不逊于ＳＩＦＴ算法和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３种

算法的匹配效率均较高，ＰＣＡＳＩＦＴ算法的降维

操作减少了计算量，匹配效率较高。ＲＩＴＳＩＦＴ

算法的匹配效率比其他两种算法高出大约８％。

由于加入ＲＩＴ特征描述子，随着光照的变化特征

点尺度并未变化从而能保持稳定的描述，描述子

非基于灰度图像，在对形状相似颜色、光亮差异较

大的物体图像中，能够体现出优良的稳定性及匹

配能力，可见ＲＩＴＳＩＦＴ算法特征描述子对光照

变化有较优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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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ＲＩＴＳＩＦＴ光线变化下测试图像的匹配图

Ｆｉｇ．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ａｎｄＲＩＴＳＩＦＴＵｎｄｅ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

图５　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ＲＩＴＳＩＦＴ在不同变换类型图像间的 ＭＡＰ对比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ｃａｌｌ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ＧＳＳＩＦ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ｓ

图６　２０张图像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ＲＩＴＳＩＦＴ在３种变化下匹配效率统计图

Ｆｉｇ．６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ｔｓｏｆＳＩＦＴ、ＰＣＡＳＩＦＴ、ＧＳＳＩＦ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２０ｔｈＩｍａｇｅｓ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ｔｅｉｎＡ，ＨｅｂｅｒｔＭ．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

ＩＥＥ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

ｓｉｏｎ，Ｂｒｅｃｋｅｎｒｉｄｇｅ，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５

［２］　ＬｏｗｅＤＧ．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Ｓｃａｌ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４，２（６０）：９１１１０

［３］　ＹａｎｇＫｅ，ＳｕｋｔｈａｎｋａｒＲ．ＰＣＡＳＩＦＴ：Ａ ＭｏｒｅＤｉｓ

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

［Ｃ］．Ｔｈｅ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０４

［４］　张羽，朱丹，王玉良．一种改进的快速ＳＩＦＴ特征匹

配算法［Ｊ］．微计算机信息，２００８，２４（１１）：２２０２２２

［５］　ＷａｎｇＷｅｉ，ＨｏｎｇＪｕｎ，ＴａｎｇＹｉｐ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ＩＦＴａｎｄ

ＲＡＮＳＡ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Ｔｈｅ２００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

［６］　ＬｉｎｄｅｂｅｒｇＴ．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ＢａｓｉｃＴｏｏｌ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３，２１（２）：２２４２７０

［７］　张鹏强，余旭初，韩丽，等．基于直线特征匹配的序

列图像自动配准［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３２（８）：６７６６７９

［８］　Ｐ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Ｓｈａｏｆａ，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ＡＮｅｗＩｍａｇ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ａｌｅＡｄａｐｔｅｄＩｎｔｅｒ

５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１月

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Ｔｈｅ２００９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Ｚｈｕｈａｉ／Ｍａｃａ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

［９］　史磊，李平湘，杨杰．利用 ＳＩＦＴ 与粗差探测进行

ＳＡＲ影像配准［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３５（１１）：１２９６１２９９

［１０］Ｂｒｏｗｎ Ｍ，Ｄａｖｉｄ 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Ｉｍａｇｅ

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７，７４（１）：５９７３

［１１］刘进，闫利．图像相关匹配算法的快速实现［Ｊ］．武汉

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８）：６８４６８７

［１２］李芳芳，肖本林．ＳＩＦＴ算法优化及其用于遥感影像

自动配准［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４

（１０）：１２４５１２４９

［１３］杨晓敏，吴炜，卿粼波，等．图像特征点提取及匹配

技术［Ｊ］．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０９，１７（９）：２２７６２２８２

第一作者简介：唐朝伟，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移动互联网与宽

带多媒体通信、计算机视觉及视频分析。

Ｅｍａｉ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ｑ＠１６３．ｃｏｍ

犃狀犐犿狆狉狅狏犲犱犛犐犉犜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狅狉犪狀犱犐狋狊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犜犃犖犌犆犺犪狅狑犲犻１　犡犐犃犗犑犻犪狀
１
　犛犎犃犗犢犪狀狇犻狀犵

２
　犕犐犃犗犌狌犪狀犵狊犺犲狀犵

３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７４Ｓｈａｚｈｅ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ａｓｔＤａｘｕｅｃｈｅｎｇＲｏａ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１３３１，Ｃｈｉｎａ）

（３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１ＷｅｓｔＢｅｉｓｉｈ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ａ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Ｆ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ａｌｏｔ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ｓｗｈｅｎａｎｉｍａｇｅｈａｓｍａｎ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Ｆ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ａｎｄｉ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ｓｔｅｐ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ｅｘ

ｔｒｅｍａ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ａ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ｔｈｅｋｅ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ｅａｃｈ

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ｉ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ｐａｔ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ｏＳＩＦ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ｄＳＩＦ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ｉｓｆｏｒｍｅｄ．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ｒ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ＳＩＦ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ＩＦ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ＴＡＮＧＣｈａｏｗｅｉ，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ｍｕｌｔｉ

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ｄ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ｍａｉ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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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ｃｏｍ

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维基百科统计分析研究　　　　　　　　　　　　　　　李德毅，等

 图斑群合并的渐进式方法研究 郭庆胜，等

 利用二型模糊聚类进行全球海表温度数据挖掘 孔令桥，等

 利用ＨＪ１Ａ／１ＢＣＣＤ数据进行黄河凌汛监测 刘良明，等

 利用ＰＬＳＡ技术进行图像分割 郑肇葆，等

 一种基于空间格网划分的Ｐ２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络路由方法 孟令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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