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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将匹配支持度的相似性测度引入ＳＩＦＴ特征匹配算法，提出了一种能够应用于不同源遥感影像

的自动匹配方法。首先，建立待匹配影像中特征点的ＳＩＦＴ特征描述符；然后，以待匹配点与参考点间的欧氏

距离为相似性测度，挑选一定数量的距离最为接近的匹配点作为候选点；最后，分别计算候选匹配点间的匹配

支持度，并通过松弛法剔除误匹配点以完成影像的自动匹配。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灰度匹配及经典的

ＳＩＦＴ特征匹配相比，此算法可明显提高影像匹配的成功率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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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影像匹配方法主要分为基于灰度

的和基于特征的影像匹配两大类。就多源遥感影

像的匹配而言，由于不同影像在空间分辨率和成

像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基于灰度的匹配方法存在

较大的局限性。由于ＳＩＦＴ特征具有较好的抗影

像尺度变换、抗影像旋转变换和抗影像亮度变换

能力，ＳＩＦＴ特征匹配算法
［１］在多源遥感影像的匹

配中，特别是对不同分辨率、不同时相、不同成像

方式的遥感影像间的匹配具有很好的应用潜力。

本文针对ＳＩＦＴ特征匹配在多源遥感影像中

匹配成功率较低、匹配点数量较少且分布不均匀

的不足，结合匹配点邻域内的特征信息，利用匹配

支持度作为辅助相似性测度，通过松弛迭代法剔

除候选点中的虚假匹配点，以提高ＳＩＦＴ特征匹

配算法的成功率和可靠性。

１　影像特征提取

１．１　犛犐犉犜特征提取

提取ＳＩＦＴ特征首先需要在特征空间进行极

值探测，并确定关键点的位置及其所在特征空间

内的尺度。影像在尺度空间内可以表示为：

犔（狓，狔，σ）＝犌（狓，狔，σ）犐（狓，狔） （１）

式中，犌（狓，狔，σ）＝
１

２πσ
２ｅ

－（狓
２
＋狔
２）／２σ

２

为高斯函数；

（狓，狔）为像素坐标；σ为尺度因子。

为提高检测极值点的效率，可使用高斯差分

函数对影像进行卷积运算［２］，以建立影像的ＤｏＧ

金字塔影像，即

［犇（狓，狔，σ）＝ （犌（狓，狔，犽σ）－犌（狓，狔，σ）］

犐（狓，狔）＝犔（狓，狔，犽σ）－犔（狓，狔，σ）

（２）

　　ＤｏＧ函数中的极值点与尺度无关。ＳＩＦＴ算

法正是利用这一特性，选择ＤｏＧ函数的极大值点

或极小值点作为特征点来实现其尺度不变性。挑

选极值点的具体做法为：在尺度空间中的每一个

采样点与本尺度相邻位置（８像素）以及相邻尺度

的对应位置（２×９像素）逐一进行比较，得到局部

极值的位置及其所在的尺度。已获得的特征点的

位置仅为像素坐标，还需要进一步将其定位至子

像素级的精度。

将尺度空间的ＤｏＧ函数犇（狓，狔，σ）的泰勒二

阶展开式视为三维二次的曲面函数，已获得的极

值还需要剔除对比度低和受边缘效应影响的点，

以保证特征点的稳健性。

为了实现ＳＩＦＴ特征的旋转不变性，获得特

征点的像素坐标后还需要计算特征点邻域内像素

的梯度，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特征点的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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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狓，狔）＝ （犔（狓＋１，狔）－犔（狓－１，狔））
２
＋（犔（狓，狔＋１）－犔（狓，狔－１））槡

２

θ（狓，狔）＝ｔａｎ
－１（（犔（狓，狔＋１）－犔（狓，狔－１））／（犔（狓＋１，狔）－犔（狓－１，狔

烅
烄

烆 ））
（３）

　　式（３）分别计算了邻域内像素的模值和梯度

方向，并以该像素的梯度模值与高斯函数的乘积

作为权重，以投票的方式确定该特征点的主方向。

ＳＩＦＴ特征描述符较为复杂。首先，要以特征

点为中心选取８像素×８像素的邻域窗口，计算

窗口内每个像素的梯度模和方向，并利用高斯函

数对其进行加权。然后，在４像素×４像素的小

影像块上计算８个方向的梯度方向直方图，计算

每个梯度方向的累加值，即可形成一个种子点。

１．２　多尺度犎犪狉狉犻狊算子特征提取

ＳＩＦＴ特征点指的是尺度空间内的极值点，往

往存在其在原始影像上视觉效果并不强烈的情况

（如角点、边缘点等）。因此，在影像的立体量测、

控制点选取等许多具体的遥感影像应用方面需要

进一步剔除这类特征点。

本文采用 Ｈａｒｒｉｓ特征提取算法
［３］对获得的

ＳＩＦＴ特征点实施进一步遴选。

与ＳＩＦＴ算法的极值探测类似，Ｈａｒｒｉｓ特征

提取的尺度空间同样用式（１）表示。相应地，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二阶矩也需要改写为：

犕（狓，狔，σ）＝犌（狓，狔，σ）
犵
２
狓 犵狓犵狔

犵狔犵狓 犵
２［ ］
狔

（４）

式中，犵狓、犵狔 分别为狓、狔方向梯度；犌（狓，狔，σ）为

高斯函数；犽为常数，一般取０．０４。

此时的兴趣值为：

犐＝ｄｅｔ（犕）－犽·ｔｒ
２（犕） （５）

　　首先，将ＳＩＦＴ特征提取算法中得到的特征

点像素坐标（狓，狔）和尺度因子σ代入式（４），计算

其Ｈａｒｒｉｓ兴趣值，对兴趣值大于指定阈值的特征

点予以保留。同时，为了保证特征点的均匀分布，

还需要对保留的特征点进行局部最大抑制，即在

给定的特征点邻域内仅保留兴趣值最大的特征

点。利用多尺度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对ＳＩＦＴ特征点进行

遴选后，可有效解决部分ＳＩＦＴ特征点不适用于

摄影测量处理的问题，以保证后续影像匹配的精

度和可靠性。

２　影像匹配

ＳＩＦＴ匹配算法采用特征点描述符，即１２８维

特征向量间的欧氏距离，作为相似性测度进行影

像匹配，具体做法是根据特征点描述符向量间最

近距离与次近距离的比值来判断同名点。由于多

源遥感影像间灰度和几何差异较大，ＳＩＦＴ特征描

述符虽然包含了极值点附近邻域内各像素的梯度

信息，但由于多源遥感影像存在几何畸变、辐射畸

变、噪声等，单纯地利用最近距离与次近距离的比

值作为相似性测度来对遥感影像进行匹配，很难获

得足够数量的匹配点［４］。因此，本文采用特征点描

述符与匹配支持度相结合的匹配策略，将特征点之

间的几何拓扑关系融入到整体匹配策略中。

２．１　匹配支持度

对于候选匹配点（犿１犻，犿２犼）（这里犿１犻，犿２犼分

别为左影像和右影像上的特征点），假定犖（犿１犻）

和犖（犿２犼）为犿１犻和犿２犼在半径为犚 的邻域内特征

点的集合。如果（犿１犻，犿２犼）是一个正确的匹配结

果，那么在犿１犻和犿２犼邻域内存在更多对应的匹配

结果（狀１犽，狀２犾），其中，狀１犽∈犖（犿１犻）、狀２犾∈犖（犿２犼）。

反之，如果（犿１犻，犿２犼）不是正确的匹配结果，那么

在其邻域内只会存在很少、甚至根本不存在对应

的匹配点。由此可理解为，一个正确的匹配结果

可以得到其邻域内其他特征点的匹配结果的相互

支持。

为了衡量特征点匹配结果之间相互支持的程

度，引入匹配支持度的概念［５］：

犛犕（犿１犻，犿２犼）＝犮犻犼· ∑
狀
１犽∈犖

（犿
１犻
）

ｍａｘ
狀
２犾∈犖

（犿
２犼
）

犮犽犼δ（犿１犻，犿２犼；狀１犽，狀２犾）

１＋ｄｉｓｔ（犿１犻，犿２犼；狀１犽，狀２犾［ ］） （６）

式中，犮犻犼、犮犽犾为衡量（犿１犻，犿２犼）与（狀１犽，狀２犾）匹配结果

好坏程度的变量，是特征点描述符向量间距离的

倒数；ｄｉｓｔ（犿１犻，犿２犼；狀１犽，狀２犾）为两对匹配点之间的

平均距离；

δ（犿１犻，犿２犼；狀１犽，狀２犾）＝
犲－狉

／ξ狉，狉＜ξ狉

０，｛ 其他
（７）

式中，狉＝
犱（犿１犻，狀１犽）－犱（犿２犼，狀２犾）

ｄｉｓｔ（犿１犻，犿２犼；狀１犽，狀２犾）
；ξ狉 为相对距

离差的阈值，本文中取０．３。

同时，根据匹配影像的实际情况，影像间旋转

夹角不可能超过９０°。因此，对于犿１犻狀１犽与犿２犼狀２犾

夹角超过９０°的情况，不考虑（狀１犽，狀２犾）对邻域内匹

配支持度的贡献。

２．２　松弛处理

松弛法整体影像匹配是根据每个参与匹配的

特征点，利用其ＳＩＦＴ描述符向量间的距离作为

相似性测度，在待匹配影像中找出可能存在的同

名点作为匹配候选点。根据匹配支持度，匹配正

确的同名点应能得到较大的邻域支持，而错误候

９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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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点邻域支持较小。在松弛迭代的过程中，不断

排除错误的候选点，最终获得正确的匹配点。具

体步骤为：① 计算候选特征点的匹配支持度；

② 剔除错误的候选点；③ 检查迭代是否收敛。

本文通过计算ＳＩＦＴ特征点描述符间的距

离，选取距离最小的一组特征点作为匹配候选点。

根据式（６）分别对每一组候选匹配点计算其在相

应邻域内的匹配支持度。其中，邻域半径犚在实

验中选取为１／８的影像宽度。

影像匹配支持度的计算过程中，如果特征点

在匹配邻域内不存在特征点，则认为该匹配假设

得不到任何其他匹配点的支持，该点将被剔除。

同时，为了保证匹配结果的可靠性，加快迭代收敛

的速度，还将计算每组匹配候选点间支持度最大

值与次大值的比值，并将其作为剔除不可靠匹配

点的判据之一。即

犝 ＝１－
犛
（２）
犕

犛
（１）
犕

（８）

此处，犝 的取值范围在（０，１）之间，表示最终的匹

配结果不但需要在邻域内拥有最大的支持度，而

且还需要在支持度上相比其他候选点拥有绝对的

优势。本文中的犝 取值０．６。

由于迭代过程中不断剔除匹配候选点，每次

迭代都要重新计算特征点的匹配支持度，因此，当

本次迭代结果与上一次相比不再发生改变时，可

认为迭代收敛。即该特征点与其邻域内相关的特

征点均为优胜点；否则，邻域内的匹配点均被剔

除，此次匹配失败。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设计

实验影像为迁西地区一景ＳＰＯＴ５ＨＲＧ影

像与一幅１∶６００００比例尺的航摄影像。ＳＰＯＴ

５影像覆盖地面６０×６０ｋｍ２，地面分辨率为５ｍ；

航摄影像为将负片扫描成２１μｍ的数字化影像，

地面分辨率约为１．２ｍ。

由于卫星遥感影像幅面较大，影像匹配时对

计算机内存需求很大，实际操作中需对影像进行

分块处理，本文分别在两实验影像中截取了部分

影像进行匹配实验（见图１）。

图１　待匹配影像对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ａｉｒｓ

利用两待匹配的实验影像，对传统的灰度相

关［６］和经典的ＳＩＦＴ特征匹配算法进行了对比实

验，结果见表１。其中，灰度相关采用金字塔影像

逐层匹配并在原始影像上进行最小二乘匹配的影

像匹配策略；经典ＳＩＦＴ特征匹配则是利用ＳＩＦＴ

特征点间最近距离与次近距离的比值作为相似性

测度。由于匹配成功率不高，为了获得一定数量

的匹配点，将最近距离与次近距离的比值阈值设

定为０．６５，而非Ｌｏｗｅ建议的０．８
［１］。

３．２　结果分析

尽管ＳＩＦＴ特征提取理论上可以通过搜索不

同尺度空间的影像来保证特征点的尺度不变性，

但在影像匹配中只能用离散的σ取值来描述整个

影像的尺度空间，同时还需要考虑计算机内存大

小和计算效率等问题。因此，对于分辨率相差过

大的两遥感影像，ＳＩＦＴ特征匹配同样无法得到有

效的应用。为此，本文通过对搜索窗口的降采样

来缩小两匹配影像间的空间分辨率差异。

表１　３种匹配方法的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３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本文方法 经典ＳＩＦＴ匹配方法 灰度相关方法

匹配点数 正确点数 耗时／ｓ 匹配点数 正确点数 耗时／ｓ 匹配点数 正确点数 耗时／ｓ

１０４ ８７ ３５ ６８ ２４ ３１ ３１ ２３ １６

　　就影像匹配而言，特征匹配是从两景影像提

取的特征点中通过相似性测度来寻找同名点的。

因此，两景影像在局部特征点数量上的不均衡是

造成分辨率差异较大的多源遥感影像特征匹配点

数量过少的根本原因。从图２中可以清楚地看

出，具有更高分辨率和更多纹理信息的航摄影像

上提取到的特征点在数量上明显多于ＳＰＯＴ影

像。再考虑到影像间的灰度差异和几何变形的关

系，如果仅将特征向量之间的距离作为相似性测

度会忽略许多可能存在的同名点匹配结果。这也

是经典的ＳＩＦＴ特征匹配算法应用于多源遥感影

像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０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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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待匹配影像局部特征向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Ｍａｔｃｈ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本文方法在ＳＩＦＴ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匹配

支持度作为相似性测度，将特征点之间的几何拓

扑关系作为判断同名点的依据之一。有了匹配支

持度的概念，本文还设计了松弛迭代匹配算法，并

将“正确的匹配结果会受到周围邻域内其他匹配

结果的相互支持”的思想作为匹配策略，在保证匹

配正确率的基础上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能存在的

同名点。例如图２中，１号点的特征向量相似性

程度最高，比较容易在两景影像上获得正确的匹

配结果。然而，２号点和４４号点的特征向量在欧

氏空间上的最近与次近距离之比均没有超过０．６，

就很难用合适的阈值将其区分开来。采用本文方

法，由于邻近的局部影像区域内有强匹配结果１

号点的存在，使２号点和４４号点的匹配支持度在

数值上相比其他候选匹配点具有更大的优势，可

以在多次迭代松弛计算中得以保留，最终获得正

确的匹配结果。图３显示了利用本文方法获得的

ＳＰＯＴ５ＨＲＧ影像与航摄影像的匹配结果图。

图３　ＳＰＯＴ５ＨＲＧ影像与航摄影像的匹配结果

Ｆｉｇ．３　Ｍａｔ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ＯＴ５ＨＲＧ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

　　从表１中还可以看出，经典的ＳＩＦＴ特征匹

配虽然获得了较多的匹配点（本文实验放宽了阈

值的限定），但同样存在相当数量的误匹配。本文

方法利用ＳＩＦＴ特征抗尺度变化和旋转变化的优

势，与传统的灰度相关方法相比，克服了影像间的

分辨率差异和几何变形对匹配结果的影响，匹配

点数明显增加了；另一方面，通过将特征点间的拓

扑关系与经典ＳＩＦＴ特征描述符的向量间距离相

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可能存在的匹配点，而

并非仅仅根据阈值进行判断，因此，匹配点的数量

比经典的ＳＩＦＴ匹配方法要多。经松弛法迭代不

断剔除误匹配的候选点，从而保证了最终匹配结

果的可靠性。因此，本文方法无论在匹配点的数

量上还是可靠性上均优于前两种方法。

本文方法的计算量与经典ＳＩＦＴ匹配算法相

比增加了近１０％。与大多数的迭代算法一样，较

好的匹配候选点初值能够缩短迭代计算时间，对

最后的匹配结果亦有较大影响；经过适当的影像

预处理可以消除不同影像间的成像差异，提高影

像匹配的成功率［７］。因此，匹配前人工选定少量

初始点可以有效提高影像匹配的效率和可靠性。

４　结　语

与传统的灰度相关和经典ＳＩＦＴ特征匹配方

法相比，本文方法可明显提高影像的匹配成功率。

同时，本文方法将松弛法迭代过程与匹配的搜索

过程相结合来剔除误匹配点，保证了匹配结果的

可靠性。

与灰度相关方法相比，由于ＳＩＦＴ特征匹配

计算复杂度要高得多，加之本文在利用ＳＩＦＴ特

征的同时加入了特征点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匹配

效率明显低于灰度相关方法。因此，如何更加充

分地利用多源遥感影像的纹理信息和特征点间的

空间信息来高效稳定地解决多源遥感影像的匹配

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１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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