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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流形学习进行多影像匹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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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流形学习方法进行多影像匹配的算法。通过两组宽基线序列影像的匹配实验，并与

ＬＥＳＩＦＴ方法、ＳＶＤＳＩＦＴ方法和基于局部线性映射的ＬＬＥＳＶＤ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方法

在获得多幅影像的共同匹配结果和利用多幅影像之间的约束实现两幅影像匹配的结果上都优于现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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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存在的多影像匹配
［１］方法较多的是利用

影像的内、外方外元素或已知控制点坐标计算影

像间的几何约束来实现三幅甚至多幅影像的匹

配［２，３］，这类方法需要提供影像的参数信息或控

制点信息，因此无法进行广泛的应用。流形学习

方法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领域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重视，一些学者提出了利用流形学习进行影

像匹配的方法［４，５］，但是这些方法只是利用流形

学习方法完成两幅短基线影像的匹配，而且是对

两幅影像分别进行映射，当两幅影像之间变化较

大时，匹配结果不太理想；文献［６］通过拉普拉斯

特征映射方法将特征点集嵌入到共同的映射空

间，实现了影像的匹配，但是该方法需要预先知道

不同影像中少数特征点之间的对应关系。针对上

述问题，本文在不需要先验知识的情况下，采用流

形学习中拉普拉斯特征映射方法将不同影像中的

特征点映射到共同空间来实现多幅影像的匹配。

在映射过程中，要求同时保持原有空间中特征点

之间的约束关系，包括几何空间约束和特征相似

性，因此，在多幅影像映射过程中，如何确定不同

影像中特征点之间的相似程度是整个算法的关

键。特征点描述符通过特征点的邻域信息对特征

点进行描述，因此，一些学者利用特征点的邻域信

息计算了不同影像中特征点之间的相似性［７，８］。

虽然特征点描述符以其高维信息能够表达特征点

之间的不同，但是描述符仅仅表现了特征点局部

特征的相似性，而没有考虑特征点在全局分布中

的相似性，因此，本文通过比较不同影像中特征点

到同一集合的马氏距离作为正则化项对特征点之

间的相似性进行了约束。

１　主要算法

１．１　相似性计算

特征点的相似性权重是特征点的流形结构中

表示不同影像中的特征点之间约束关系的表现形

式。本文采用特征点的描述符进行计算。Ｍｉｋｏ

ｌａｊｃｚｙｋ对特征点的描述符进行了比较，证明

ＳＩＦＴ描述符
［９］优于其他描述符，具有最佳的稳健

性［１０］；文献［７］通过计算描述符的欧氏距离来计

算特征点之间的相似性权重，然而由于每个特征

点的ＳＩＦＴ描述符有１２８维，特征点的分布结构

异常复杂，因此在高维非线性空间采用欧氏距离

计算特征点的相似性未必能够真实地反映两个特

征点之间的相似性；同样，余弦法则忽略了特征向

量的绝对长度，只考虑了两个特征向量方向上的

距离。由于上述原因，本文采用曼哈顿距离计算

特征点之间的相似性。设特征点犃 和特征点犅

的ＳＩＦＴ描述符分别为犃（犪１，犪２，犪３，犪４，…，犪狀）和

犅（犫１，犫２，犫３，犫４，…，犫狀），两个特征点之间的曼哈顿

距离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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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犻犼 ＝∑
狀

犻，犼＝１

狘犪犻－犫犼狘 （１）

式中，狀表示描述符的维度，即１２８维；犪犻、犫犼 分别

表示特征点犃、犅的每一维的描述值。

通过ＳＩＦＴ描述符计算的相似性只是表示了

特征点的局部相似性，而没有对特征点在全局分

布中的相似性进行考虑。马氏距离是一种全局性

计算的距离计算方法，而且具有仿射不变性，因

此，即使影像间存在一定的仿射变化，对应特征点

的马氏距离仍然保持不变。

设第犽幅影像中有特征点集犘犽＝｛狆犽１，狆犽２，

狆犽３，…，狆犽犖犽
｝，狆犽犻＝（狓犻，狔犻，狊犻，θ犻），其中犖犽 表示

特征点的数量；狓犻和狔犻表示第犻个特征点的位置

信息；狊犻表示第犻个特征点所在的尺度；θ犻 表示第

犻个特征点的梯度方向。在所有特征点集合中，

以某一特征点集合为标准计算该特征点集合的平

均值为狌（狓，狔，狊，θ），协方差矩阵为Σ，计算影像

中，每个特征点到平均值狌的马氏距离为：

ＭＤ犽２犻 ＝ 狆犽犻－（ ）狌 Ｔ
Σ
－１（狆犽犻－狌） （２）

　　根据式（２）分别计算每幅影像的特征点与平

均值狌的马氏距离，则第犽幅影像中第犻个特征

点与第犾幅影像中第犼个特征点之间的马氏距离

之差为：

犿２犻犼 ＝ （ＭＤ犽犻－ＭＤ犾犼）
２ （３）

犿犻犼越小，表示两个特征点在总体分布中的差异越

小。

通过ＳＩＦＴ描述符与马氏距离的结合，两幅

影像中对应特征点之间的相似性权重犠 为：

　犠 ＝犝＋γ犕 （４）

式中，犝＝ｅ
－犱
２
犻犼
／（２σ

２）
，表示通过ＳＩＦＴ描述符计算

的特征点的相似性权重，犱犻犼表示ＳＩＦＴ描述符的

曼哈顿距离；犕＝ｅ
－犿
２
犻犼
／（２σ

２）
，表示特征点的分布相

似性权重，犿犻犼表示特征点的马氏距离之差；σ为自

由参数，表示特征尺度；γ表示正则化参数，γ∈

（０，１）。

１．２　多幅影像映射模型

多幅影像映射模型就是对特征点构成的流形

结构采用流形学习方法，将所有特征点映射到同

一低维空间。设共有犽幅影像进行匹配，第犽幅

影像中特征点集合表示为犡＝［狓犽１，狓
犽
２，狓

犽
３，…，

狓犽犖犽］
Ｔ，其中 犖犽 表示第犽 幅影像中特征点的数

量，犽幅影像中共有犕＝∑
犽

犖犽 个特征点。在映

射过程中，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６，７］：① 如果来自不

同特征点集的特征点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在

映射空间保持较近的距离；② 在映射空间应该保

持原有集合的空间结构关系。根据上述两个条

件，特征点的映射模型为：

（犢）＝∑
犽
∑
犻，犼

（狔
犽
犻－狔

犽
犼）
２

犛犽犻，犼＋

∑
犽，犾
∑
犻，犼

（狔
犽
犻－狔

犾
犼）
２

犠犽，犾
犻，犼 （５）

式中，犢＝［狔１，狔２，狔３，…，狔犕］
Ｔ；狔犻∈犚

犱（犱狀），表示

特征点在映射空间的坐标；狔
犽 和狔

犾 分别表示第犽

幅和第犾幅影像中的特征点；犛表示特征点集合的

空间结构；犠 表示不同影像中特征点之间的相似

性权重，包括局部相似性和全局分布中的相似性。

将式（４）代入式（５）得：

（犢）＝∑
犽
∑
犻，犼

（狔
犽
犻－狔

犽
犼）
２犛犽犻，犼＋

∑
犽，犾
∑
犻，犼

（狔
犽
犻－狔

犾
犼）
２犝犽

，犾
犻，犼＋γ∑

犽，犾
∑
犻，犼

（狔
犽
犻－狔

犾
犼）
２犕犽

，犾
犻，犼

（６）

式中，犛犽犻，犼表示第犽幅影像中特征点之间的空间关

系权重，采用两点之间欧氏距离的高斯核函数来计

算；犝犽
，犾
犻，犼表示第犽幅影像和第犾幅影像中特征点之

间的局部相似性权重；犕犽
，犾
犻，犼表示第犽幅影像和第犾

幅影像中特征点在总体分布上的相似性权重。

令犔犽
，犾＝

犇犽－犛犽 －犆犽犾

－犆犾犽 犇犾－犛
［ ］犾 ，其中犆犽犾＝犝犽犾

＋γ犕
犽犾，犇 是 一 个 对 角 矩 阵，犇犽 ＝ ∑

犾

犛犽＋犝犽犾＋γ犕（ ）犽犾 ，则式（６）可以简化为：

（犢）＝犢
Ｔ犔犢 （７）

　　在满足域约束犢
Ｔ犇犢＝１和防止数据集收缩

到单点的约束犢Ｔ犇犐＝０两个条件下，求解目标函

数将转换为求解最优解犢，使得（犢）最小化
［１１］：

犢
＝ａｒｇｍｉｎ犢

Ｔ犔犢 （８）

式（８）的最优解等价于求解拉普拉斯算子犔的特

征向量问题：

犔犳＝λ犇犳 （９）

将求解的特征值λ按从小到大排序，取犱个最小

非零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犉＝｛犳１，犳２，犳３，…，

犳犱｝，犳犽 表示特征值λ犽 对应的特征向量，特征点犻

在映射空间中的坐标为狔犻＝｛犳犻１，犳犻２，犳犻３，…，

犳犻犱｝。在映射空间，特征点集犢 是一个犕犱的

矩阵，犽幅影像的所有特征点按顺序排列，如前

犖１ 行表示第一幅影像的特征点，第犖１＋１到第

犖１＋犖２ 行表示第二幅影像的特征点，依此类推。

１．３　特征点的匹配

经过流形学习方法，可将多幅影像的特征点

映射到同一空间，这时特征点之间的匹配就可以

简化为寻找距离最近的特征点。设犢１＝［狔
１
１，狔

１
２，

狔
１
３，…，狔

１
犖
１
］Ｔ 和犢２＝［狔

２
１，狔

２
２，狔

２
３，…，狔

２
犖
２
］Ｔ 分别表

４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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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经过映射后两幅影像的特征点集合，在映射空

间，两个特征点的距离计算公式为［６］：

犱（狔
１
犻，狔

２
犼）
２
＝∑

犽

狘狔
１
犻犽－狔

２
犼犽狘

２

λ犽
（１０）

其中，λ犽 表示第犽个特征值。根据式（１０）计算所

有特征点之间的距离，得到距离矩阵，然后根据最

小距离法进行特征点的匹配。

２　实　验

为了验证利用流形学习方法进行多影像匹配

的效果，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多幅影像的匹配实

验。一是验证同时提取出多幅影像中共同的匹配

特征点的可能性，二是验证利用多幅影像中特征

点之间的相似约束关系是否可以提高两幅影像匹

配时的正确率和得到的正确匹配特征点的数量。

从这两点出发，选取了两组宽基线影像ｗａｌｌ序列

影像和ｂｏａｔ序列影像（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ｏｂｏｔｓ．ｏｘ．

ａｃ．ｕｋ／～ｖｇｇ／ｄａｔａ／）进行实验，其中，ｗａｌｌ序列影

像具有高度相似性的重复纹理，影像之间具有不

同的视点变化；ｂｏａｔ序列影像具有一定的缩放和

旋转变化，由于两组影像的第５、６幅影像的变形

较大，实际应用价值比较小，因此在进行多幅影像

的共同匹配实验时，选择两组影像的前４幅影像

进行实验。为了降低由于视点变化或者影像缩放

等造成的亮度变化，本文对影像进行了归一化处

理，除此之外，没有对影像进行任何几何处理。

２．１　多幅影像匹配对比实验

多幅影像匹配效果对比实验包括：① 文献［７］

提出的多幅影像匹配方法ＬＥＳＩＦＴ；② 本文方法Ⅰ，

该方法首先计算ＳＩＦＴ描述符的曼哈顿距离，然后

利用高斯核函数计算特征点之间的相似性权重；③

本文方法Ⅱ，在方法Ⅰ的基础上增加马氏距离作为正

则化项，用于计算不同影像中特征点之间的相似

性。三种方法都采用了流形学习中拉普拉斯特征

映射方法对特征点进行映射，映射后同样采用最小

距离法进行特征点的匹配。表１为从正确匹配的

特征点数量和所用时间两个方面对三种方法的实

验结果比较，封三彩图１、彩图２分别显示了本文方

法Ⅱ对４幅ｗａｌｌ影像和４幅ｂｏａｔ影像的匹配结果。

表１　多影像匹配对比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影像
ＬＥＳＩＦＴ 本文方法Ⅰ 本文方法Ⅱ

匹配个数 时间／ｓ 匹配个数 时间／ｓ 匹配个数 时间／ｓ
提取特征点数

ｗａｌｌ序列影像 １９ １９３．５２３ ６１ １５３．９６９ ７８ １８２．６７１ ５６７／５９２／５４３／６５５

ｂｏａｔ序列影像 ２１ １２８．７７１ ６３ １００．８８９ ７６ １１１．０６１ ６０５／６３０／５５１／３２６

　　通过表１可以看出，对于 ｗａｌｌ序列影像和

ｂｏａｔ序列影像，本文两个方案在得到正确匹配的

特征点数量上优于ＬＥＳＩＦＴ方法，说明采用曼哈

顿距离比采用欧氏距离更能表达ＳＩＦＴ描述符之

间的相似性。而方案②在计算特征点的相似性时

增加了特征点在全局分布中的相似性，因此在表

达不同影像中特征点之间的相似程度上更加准

确，方案②在匹配的效果上优于方案①。

从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来看，表１中ｗａｌｌ序列

影像平均提取５８９个特征点，ｂｏａｔ序列影像平均

提取５２８个特征点，方案①所用时间与其他两个

方法相比复杂度最小；而本文方案②在方案①的

基础上增加了马氏距离的计算，因此复杂度有所

增加，但是马氏距离的复杂度低于ＳＶＤ方法，

ＬＥＳＩＦＴ方法在相似性计算时采用ＳＶＤ方法获

得特征点的相似性权重，而ＳＶＤ方法是一个复杂

度为犗（犖３）的算法，即随着矩阵规模的增长，计

算的复杂度呈３次方增长。

２．２　两幅影像匹配对比实验

利用多幅影像中的特征点之间的约束关系映

射到同一嵌入流形空间后，不仅可以得到多幅影

像的共同匹配特征点，而且对获得的其中任意两

幅影像之间的匹配效果也有影响。为了验证本文

方法对两幅影像的匹配效果，分别对ｗａｌｌ序列影

像和ｂｏａｔ序列影像的第１、２幅影像进行匹配实

验，两组影像提取的特征点数量分别为３１７／２９０

（ｗａｌｌ影像）和６０５／６３０（ｂｏａｔ影像）。对比方法包

括：①ＳＶＤＳＩＦＴ方法
［１３］；② ＬＬＥＳＶＤ方法

［５］；

③ＬＥＳＩＦＴ方法
［７］；④ 本文方法，采用曼哈顿距

离计算ＳＩＦＴ描述符的相似性，并且添加特征点

在全局分布中的相似性作为正则化约束。对比实

验中，本文方法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直接对两幅影

像进行匹配，另一个是利用多幅影像的约束进行

匹配（本文利用两组序列影像的前４幅影像），实

验结果见表２。本文方法还对ｂｏａｔ序列影像的第

１、２幅影像在影像数量分别为２、３、４幅情况下进

行了匹配，匹配数量分别为２３３个、２５９个、２６１

个，正确率分别为０．８３、０．８７３、０．８７１。

分析表２实验结果可知，ＬＬＥＳＶＤ和ＬＥ

ＳＩＦＴ方法同样采用了流形学习方法进行影像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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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但本文方法与这两个方法相比，在获得的特征

点数量和正确率上均表现最优。与ＳＶＤＳＩＦＴ

方法相比，本文方法直接进行两幅影像匹配时，虽

然在匹配的正确率上有所改善，但是在获得的特

征点数量上的优势不明显；而利用多幅影像的约

束进行匹配时对两组影像的匹配结果都有所改

善，尤其是对ｂｏａｔ影像的匹配结果改善较大。另

外，通过表２还可以看出，本文方法中利用多幅影

像约束的匹配效果优于直接利用两幅影像的匹配

效果，尤其是当影像数量从２幅增加到３幅时，效

果改善比较明显，但随着影像数量的进一步递增，

匹配效果的改善并不太大。

表２　各种方法两幅影像匹配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ｗｏＩｍａｇｅ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影像
ＳＶＤＳＩＦＴ ＬＬＥＳＶＤ ＬＥＳＩＦＴ 本文方法两幅影像 本文方法 多幅影像

匹配数量 正确率 匹配数量 正确率 匹配数量 正确率 匹配数量 正确率 匹配数量 正确率

Ｗａｌｌ（１／２） ９５ ０．６６ ３ ０．１８ ６７ ０．７３ １００ ０．７３ １０９ ０．７３

Ｂｏａｔ（１／２） ２３９ ０．８２ ７ ０．１９ １０７ ０．７４ ２３３ ０．８３ ２６１ ０．８７

３　结　语

本文利用不同影像中特征点之间的相似性作

为约束，同时结合同一影像中特征点之间的空间

结构关系将所有影像中的特征点映射到同一流形

空间。其间，采用曼哈顿距离来计算ＳＩＦＴ描述

符的相似性，同时增加特征点的马氏距离作为正

则化项，从局部特征和全局分布两个方面共同表

示不同影像中特征点之间的相似性，从而提高了

影像匹配的可靠性和成功率。实验结果表明，当

进行多幅影像的共同匹配以及利用多幅影像的约

束来实现两幅影像的匹配时，本文方法在获得的

匹配特征点数量和匹配的准确率上都有明显的改

善，尤其是对多幅影像的共同匹配更加适合于后

续的摄影测量的三维重建。实验结果也表明，当

多幅影像间的变形较大时，匹配结果仍然不太理

想，需要研究用其他描述符作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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