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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犎犪狉狉犻狊犔犪狆犾犪犮犲和犛犐犉犜描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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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Ｌａｐｌａｃｅ和ＳＩＦＴ描述子的改进的特征匹配方法。在特征点检测阶段，采用 Ｈａｒ

ｒｉｓＬａｐｌａｃｅ算法检测出影像上的关键点，该关键点对光照变化、图像噪声和尺度变化具有不变性；然后，确定

关键点的主方向，生成特征点。在特征点描述阶段，采用ＳＩＦＴ描述子对特征点进行描述；在特征点匹配阶段

则利用ＢＢＦ算法和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对特征点进行粗匹配和精匹配。实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基于ＳＩＦＴ的匹配

方法，此算法在匹配速度相同的情况下，提高了匹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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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匹配
［１］就是寻找影像间同名点的过程，

可分为基于区域灰度的匹配和基于特征的匹配。

低空遥感影像［２］是通过低空遥感平台（如无人机、

无人飞艇等）获取的影像，遥感平台的不稳定造成

影像间旋偏角和比例尺差异较大，采用基于区域

灰度的匹配方法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３］，所

以一般采用基于特征的匹配方法对低空遥感影像

进行匹配。

ＳＩＦＴ算法可用于基于特征的影像匹配
［３６］。

文献［７］分析并指出，ＳＩＦＴ算法在特征点检测阶

段提取的特征点未必都是稳定的，因为这些极值

点可能会位于亮度只在一个方向变化的边缘上，

这样的特征点容易受图像噪声和细碎纹理变化的

影响。文献［８］对ＳＩＦＴ算法进行了改进，提出利

用多尺度Ｈａｒｒｉｓ算子
［９１１］对ＳＩＦＴ算法提取的特

征点进行遴选，去除易受图像噪声和细小纹理变

化影响的特征点，得到稳定的特征点。但这样做

会增加匹配的耗时，同时也减少了待匹配的特征

点数，可能会降低匹配的精度。

本文提出了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Ｌａｐｌａｃｅ和ＳＩＦＴ描

述子的改进的特征匹配方法。在特征点检测阶

段，采用 ＨａｒｒｉｓＬａｐｌａｃｅ检测算法
［９，１１］检测出影

像上的关键点，该关键点对图像噪声、光照变化和

尺度变化具有不变性；然后，确定关键点的主方

向，生成特征点。在特征点描述阶段，采用ＳＩＦＴ

描述子对特征点进行描述。在特征点匹配阶段则

利用ＢＦＦ最近邻搜索算法和随机取样一致性算

法（ＲＡＮＳＡＣ）
［１２］对特征点进行粗匹配和精匹配。

１　特征点检测

１．１　犎犪狉狉犻狊犔犪狆犾犪犮犲检测关键点

采用 ＨａｒｒｉｓＬａｐｌａｃｅ检测关键点的位置及其

特征尺度。ＨａｒｒｉｓＬａｐｌａｃｅ检测关键点分为两个

步骤：多尺度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
［９１１］和 ＬｏＧ 算

子［１３］过滤角点。

１．１．１　多尺度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

为使关键点具有尺度属性，首先需建立影像

的尺度空间［１４］，它是由不同尺度的尺度影像构成

的。尺度影像定义为：

犔（狓，σ狀）＝犐（狓）犌（σ狀） （１）

是由影像犐（狓）和高斯核犌（σ）卷积形成的，其中，

σ狀为狀层的尺度，σ狀＝狊０犽
狀，根据文献［７］的建议，

本文狊０取值１．５，犽取值１．４。

高斯核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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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狓，狔，σ）＝
１

２πσ
２ｅ
－（狓

２
＋狔
２）／２σ

２

（２）

高斯核具有线性、平移不变性和旋转不变性等特

性。

然后，计算每一层尺度影像的 Ｈａｒｒｉｓ二阶矩

阵，Ｈａｒｒｉｓ二阶矩阵的计算公式为：

（μ狓，σ犐，σ犇）＝σ
２
犇犌（σ犐）×

犔２狓（狓，σ犇） 犔狓犔狔（狓，σ犇）

犔狓犔狔（狓，σ犇） 犔２狔（狓，σ犇
［ ］） （３）

其中，σ犐为积分尺度；σ犇为差分尺度，σ犇＝狊σ犐。根

据文献［７］的建议，狊取值０．７，犔狓和犔狔分别是尺

度函数对狓 和狔 的偏导数，犔狓
２＝犔狓×犔狓，犔狔

２＝

犔狔×犔狔，犔狓犔狔＝犔狓×犔狔。

接下来，根据 Ｈａｒｒｉｓ矩阵μ，计算每一层尺

度影像上各像素点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量。Ｈａｒｒｉｓ角

点量的计算公式为：

ｃｏｒｎｅｒｎｅｓｓ＝ｄｅｔ（μ（狓，σ犐，σ犇））－

αｔｒａｃｅ
２（μ（狓，σ犐，σ犇）） （４）

式中，α表示一个常数，一般取０．０４～０．０６（本文

取０．０４）。

最后，根据计算所得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量，提取

每一层尺度影像上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提取方法为：

对于某一层尺度影像，在以影像上某一点为中心

的３×３的窗口中，如果该点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量大

于周围８个点的Ｈａｒｒｉｓ角点量，同时该点的Ｈａｒ

ｒｉｓ角点量大于某一阈值，则提取该点为 Ｈａｒｒｉｓ

角点。

１．１．２　ＬｏＧ算子筛选角点

对于每一层尺度影像检测出的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

其中部分角点容易受尺度变化的影响，利用ＬｏＧ

算子［１３］对易受尺度变化影响的角点进行筛选。

ＬｏＧ算子的计算公式为：

狘ＬｏＧ（狓，σ狀）狘＝σ
２
狀狘犔狓狓（狓，σ狀）＋犔狔狔（狓，σ狀）狘

（５）

其中，犔狓狓和犔狔狔分别是尺度函数对狓 和狔的二阶

偏导数；σ狀为狀层的尺度。

ＬｏＧ算子筛选的具体步骤为：以某角点狓为

例，该角点所在尺度为σ，分别计算ＬｏＧ算子在尺

度狋σ处的值，狋的取值范围为｛０．７，０．８，０．９，１．０，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如果ＬｏＧ算子在尺度σ处

取得极大值，同时该值大于某一阈值，则提取该点

为稳定关键点，σ为该关键点的特征尺度。

为提高运行速度，将ＬｏＧ算子筛选进行改

进。以某角点狓为例，该角点所在尺度为σ，分别

计算ＬｏＧ算子在尺度０．７σ、σ、１．４σ处的值。如

果ＬｏＧ算子在尺度σ处取得极大值，同时该值大

于某一阈值，则提取该角点为稳定关键点，σ为该

关键点的特征尺度。实验结果证明，改进后算子

的匹配精度只发生较小的降低。

１．２　关键点主方向的确定

为了确定关键点的主方向［１５］，首先，利用关

键点的特征尺度选择对应的尺度影像，对该尺度

影像犔（狓，狔），计算它的梯度值犿（狓，狔）和梯度方

向θ（狓，狔）：

犿（狓，狔）＝ ［（犔（狓＋１，狔）－犔（狓－１，狔））
２
＋

（犔（狓，狔＋１）－犔（狓，狔－１））
２］１／２ （６）

θ（狓，狔）＝ａｒｃｔａｎ（（犔（狓，狔＋１）－犔（狓，狔－１））／

（犔（狓＋１，狔）－犔（狓－１，狔））） （７）

　　然后，由关键点的８×８邻域的梯度方向形成

梯度方向直方图，该直方图将３６０°以１０°为间隔

分成３６个区间，将邻域高斯加权后的梯度值在方

向区间上进行累加，得到方向直方图的值。其

中，高斯加权的目的是当邻域点远离关键点时，可

以消除该邻域点的梯度值对确定关键点主方向的

干扰。高斯加权核的大小为该关键点特征尺度的

１．５倍。

最后，寻找方向直方图的极大值用于生成特

征点，同时，大于８０％极大值的局部极值也用于

生成特征点，也就是说，在同一位置和同一尺度上

可以生成不同主方向的特征点。由于极值处在方

向区间，为了精确地确定特征点的主方向，对上述

极值附近的３个直方图值进行插值，拟合抛物线

方程，确定极值方向，从而确定特征点主方向。

２　特征点描述

采用ＳＩＦＴ描述子对特征点进行描述。ＳＩＦＴ

描述子的构造［１５］过程如下所示。

１）为了使ＳＩＦＴ描述子具有旋转不变性，根

据特征点的主方向，将特征点描述器中的坐标横

轴旋转至该方向，同时，描述器中取样点的坐标和

梯度方向也旋转同样的角度。

２）对描述器中取样点的梯度值进行高斯加

权，其中，高斯加权核的大小是描述器窗口宽度大

小的一半。

３）在４×４区域内，将３６０°分成８个方向，根

据区域内取样点的梯度方向，将取样点的梯度值

分配到这８个方向上，最后生成种子点。

４）由４×４个种子点构成最佳的ＳＩＦＴ描述

子，即最佳的ＳＩＦＴ描述子应具有４×４×８＝１２８

个特征向量。

为了消除光照变化对特征向量的影响，需要

４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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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征向量作标准化处理。针对线性的光照变

化，将特征向量标准化为单位长度；针对非线性光

照变化，先设置阈值，使单位特征向量的值不超过

０．２，然后再将特征向量标准化为单位长度。

３　特征点匹配

构造特征描述子以后，使用ＢＢＦ算法
［１２］进

行特征点粗匹配。ＢＢＦ能够以很高的概率找到

待匹配点的最近邻点和次近邻点。如果待匹配点

和最近邻点的距离与待匹配点和次近邻点的距离

之比小于某一阈值，则认为该最近邻点为待匹配

点的候选匹配点。其中，两点之间的距离指的是

欧氏距离，它由两点的特征向量计算而得。设特

征点狆和狇的特征向量分别为Ｄｅｓ狆和Ｄｅｓ狇，则

狆、狇之间的欧氏距离犱为：

犱＝ ∑
１２７

犻＝０

（Ｄｅｓ狆［犻］－Ｄｅｓ狇［犻］）槡
２ （８）

　　对特征点进行粗匹配后，使用ＲＡＮＳＡＣ算

法［１２］估计两幅影像之间的单应变换矩阵，并将其

作为几何约束条件，当匹配特征点对之间的距离

大于５个像素时，则该匹配为误匹配，去除该匹配

点对，从而达到精匹配的目的。

４　实验与分析

采用由无人飞艇遥感平台获取的低空遥感影

像作为实验数据，影像大小为２８４０像素×２２８０

像素，空间分辨率为０．２ｍ。

利用上述特征点检测方法检测影像特征点，

其中，Ｈａｒｒｉｓ角点量的阈值取１５００，ＬｏＧ算子的

阈值取１０，特征点检测的结果如图１所示。可以

看出，特征点在边角区域的分布相对集中，而在边

缘和平坦区域则分布相对分散（针对 ＨａｒｒｉｓＬａ

ｐｌａｃｅ检测算法，文献［７］也有相似的结论）。

图１　特征点检测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利用ＢＢＦ算法和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对上述特征

点进行粗匹配和精匹配，在ＢＦＦ算法中最近邻和

次近邻距离比的阈值取０．８。图２是特征点匹配

的结果图。

图２　特征点匹配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匹配精度评价的方法为：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匹配点间的变换关系，然后利用该变换关系获取

匹配点的精确位置，比较匹配点的匹配位置和精

确位置，如果位置偏差大于某一容差像素，则该匹

配点为伪匹配点。本文中，容差像素设为１个像

素。

对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量的阈值，如果设置过小，

待匹配点数会增加，匹配耗时也会相对增加；但是

如果设置过大的话，匹配结果的精度会受影响。

图３是伪匹配率随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量阈值变化的曲

线，由图３可以看出，当该阈值取１５００时，可以

获得最低的伪匹配率。

同样，对于ＬｏＧ算子的阈值，如果设置过小，

待匹配点数会增加，匹配耗时也随着增加；但如果

设置过大的话，匹配结果的精度会受影响。图４

是伪匹配率随ＬｏＧ算子阈值变化的曲线，从图４

中可以看出，当ＬｏＧ算子阈值取１０时，匹配结果

的伪匹配率最低。

图３　伪匹配率随 Ｈａｒｒｉｓ

角点量阈值变化的曲线

Ｆｉｇ．３　ＦａｌｓｅＭａｔｃｈ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Ｈａｒｒ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Ｖａｌｕｅ

　　

图４　伪匹配率随ＬｏＧ

算子阈值变化的曲线

Ｆｉｇ．４　ＦａｌｓｅＭａｔｃｈ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Ｌｏ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Ｖａｌｕｅ

本文简化了ＬｏＧ算子的筛选过程，表１是

ＬｏＧ算子筛选和改进的ＬｏＧ算子筛选在匹配耗

时和匹配精度上的比较。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改

进的ＬｏＧ算子筛选在提高匹配速度的同时，匹配

精度只发生了较小的降低。

本文匹配方法与基于ＳＩＦＴ的匹配方法的匹

配速度比较见表２。从表２中可以看出，相对于

５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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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犔狅犌算子筛选和改进的犔狅犌算子筛选在

匹配耗时和匹配精度上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Ｌｏ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匹配耗时／ｓ 伪匹配率／％

ＬｏＧ算子筛选 ２７．６４ ０．３９

改进的ＬｏＧ算子筛选 ２３．８３ ０．３１

基于ＳＩＦＴ的匹配方法，本文匹配方法在特征点

检测上耗时较多，而在特征点匹配上耗时较少，总

体匹配耗时相当。

在匹配速度相同的情况下，对两者的匹配精

度进行比较，本文匹配方法与基于ＳＩＦＴ的匹配

方法的匹配精度比较如表２所示。可以看出，相

对于基于ＳＩＦＴ的匹配方法，本文匹配方法的匹

配精度提高了４．１９个百分点。

表２　本文匹配方法与基于犛犐犉犜的匹配方法

的匹配速度和匹配精度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ｏｎＳＩＦＴａｎ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特征点检测

耗时

特征点匹配

耗时

匹配

总耗时

伪匹

配率

基于ＳＩＦＴ的

匹配方法
２０．７８ｓ ３．０９ｓ ２３．８７ｓ ４．５０％

本文匹配

方法
２１．２２ｓ ２．６１ｓ ２３．８３ｓ ０．３１％

５　结　语

实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基于ＳＩＦＴ的匹配方

法，在匹配速度相同的情况下，本文匹配方法的匹

配精度提高了４．１９个百分点。但是，无论是本文

匹配方法，还是基于ＳＩＦＴ的匹配方法，提取的特

征点都容易受仿射变化的影响，如何使提取的特

征点具有仿射不变性是接下来需要研究的内容。

同时，由于三维建筑上的特征点并不适合作为同

名像点对影像进行自动几何纠正或自动拼接，因

此，如何剔除三维建筑物上的特征点也是进一步

需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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