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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犎犪狉狉犻狊算子进行广义点
摄影测量特征提取及其矢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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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非局部极值抑制的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实现了特征点和边缘线的联合提取。采用基于主方

向的边缘跟踪，实现了边缘的矢量化存储。实验证明，改进后的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在特征点和边缘线联合提取时较

原始算法效果更好。本算法采用一定的数学模型对边缘线进行拟合，从而进一步对边缘特征进行描述，有利

于数据管理和后期的特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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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摄影测量主要基于特征点，即角点、交

叉点和孤立点，然而进入数字摄影测量时代后，线

段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图像单元［１］。在人工与自

然界的物体上存在各种形式的线段，如直线、圆

弧，乃至任意曲线［１］。在数学上，所有直线和曲线

都是由点构成的。与可视点一样，共线方程也可

用到线特征中，而且摄影测量中的所有特征都可

以归结为“点”，以适合共线方程，这就是所谓的广

义点摄影测量［２］。广义点摄影测量的最终目的就

是将可视点、无穷远点、直线、圆、圆弧、任意曲线

归纳为一个统一的数学模型，进行统一平差［２］。

特征点提取算法主要针对图像的角点，因为

角点具有良好的旋转不变性，能反映出图像重要

的局部特征。文献［３６］对此进行了研究。边缘

提取算法主要关注边缘的形态，由于抑制噪声的

需要，多采用滤波算法（如Ｃａｎｎｙ算子），然而滤

波会导致边缘的模糊与角点的偏移，所以边缘提

取算子大多难以在角点处进行准确定位。综上所

述，角点提取算法缺少边缘信息，而边缘提取算法

中角点的定位又不够准确。目前在角点和边缘联

合提取方面所作研究较少，Ｈａｒｒｉｓ算子
［４］虽然实

现了特征点和边缘的联合提取，但由于边缘提取

结果不甚理想，没有被广泛地应用。本文提出了

一种改进后的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用于联合提取图像的

特征点和边缘线，然后对提取出的边缘进行跟踪

矢量化，以便于后续基于广义点的特征匹配。

１　基于非局部极值抑制的点线联合

提取算法

１．１　非局部极值抑制理论

非局部抑制理论是由Ｃａｎｎｙ
［６］提出的，它是

通过抑制梯度方向上的非屋脊峰值的梯度幅值来

得到细化边缘。非极大值抑制算法如下：将梯度

的方向角θ（犻，犼）的变化范围减少到梯度方向扇区

划分的４个扇区之一
［８］，４个扇区的编号为０到

３。对于像素点（犻，犼），设其梯度方向所在的扇区

由以下方式给出。

首先，用一个３×３的邻域作用于幅值阵列

犕（犻，犼）的所有点，根据特征点的梯度方向，将其

划分到４个扇区之一。然后，在该扇区内比较中

心像素点（犻，犼）的梯度幅值与其所在扇区内的两

个相邻像素点的梯度幅值。若中心像素点的梯度

幅值犕（犻，犼）小于或者等于两个相邻点的梯度幅

值，则中心像素点（犻，犼）标记为非边缘点，将犕（犻，

犼）置为零；否则中心像素点（犻，犼）标记为候选边缘

点，犕（犻，犼）的值保持不变
［８］。通过非局部极大值

抑制，提取的边缘被细化为单像素，同时保留了边

缘的方向信息，即梯度方向。非局部极大值抑制

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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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犻，犼）＝

Ｓｅｃｔｏｒ（θ（犻，犼）），ξ（犻，犼）＝０，１，２，３ （１）

犖（犻，犼）＝ＮＭＳ（犕（犻，犼），ξ（犻，犼）） （２）

其中，ξ（犻，犼）为像素点（犻，犼）所在的扇区；θ（犻，犼）为

（犻，犼）的梯度；犕（犻，犼）为（犻，犼）的幅值；犖（犻，犼）为非

局部极大值后的图像。

１．２　基于主方向的边缘跟踪及其矢量化

角点和边缘联合提取后，特征点仍然以点的

形式进行存储，边缘点之间的连接关系尚未确定。

边缘跟踪就是对提取的边缘点进行连接，即找出

哪些点位于同一条边缘上。而边缘矢量化则是对

边缘进行函数拟合，即判断边缘属于直线还是曲

线。矢量化的目的是对边缘线特征进一步描述，

这样可以方便对数据的访问，同时有利于进行特

征匹配。

光栅扫描跟踪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边缘跟

踪方法。进行光栅跟踪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跟踪

停止的条件。若八邻域内存在特征点，就进行扫

描，但对于闭合曲线，则会出现无限循环的现象。

同时，若边缘跟踪得过长，也会给后期的数学拟合

带来困难。因此，本文采用基于主方向的边缘跟

踪方法。

主方向是在关键点邻域内取若干采样点，所

有采样点的梯度方向形成一个梯度方向直方图。

梯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ｄ狓＝犵（犻，犼）－犵（犻－１，犼）

ｄ狔＝犵（犻，犼）－犵（犻，犼－１）

犵＝ ｄ狓２＋ｄ狔槡
２ （３）

其中，犵（犻，犼）为点（犻，犼）的灰度值；ｄ狓、ｄ狔为（犻，犼）

在狓、狔方向的一阶导数；犵为该点的梯度。

梯度方向直方图的横轴为梯度方向，其范围

为０～３６０°，其中每１０°一个柱，共有３６个柱。纵

轴为采样点对梯度贡献的累计值，其计算方法是

以采样点梯度的模乘以一个权系数，而权系数由

高斯加权圆窗口来计算。

边缘矢量化是用一定数学模型对边缘进行拟

合。首先应对边缘进行分类（直线边缘和曲线边

缘），采用主方向作为判断标准，若起始点与终止

点主方向之差小于阈值，代表该线段方向没有明

显改变，按照直线进行拟合；然后求出各点到拟合

后的直线或曲线的距离标准差，若该值小于阈值，

则拟合成功，否则拟合失败。

２　实　验

　　本文采用日本新宿航空影像进行实验，影像

大小为５８０像素×４３５像素，如图１（ａ）所示。基

于原始 Ｈａｒｒｉｓ算法边缘提取的不足，本文考虑保

留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在提取角点方面的优点，同时融入

Ｃａｎｎｙ算子中的非局部极值抑制理论，提高边缘

提取的可靠性。改进后的算法将边缘方向分为４

个扇区，相对于原始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中单纯从狓和狔

方向判断边缘，改进后的算法在边缘判断和边缘

细化方面更加准确。

改进后的算法分为以下４步：① 计算图像的

一阶导数。按照文献［４］中窗口内中心像元的灰

度改变量公式，分别求出图像在狓方向和狔方向

的梯度（即一阶导数）。② 对图像进行高斯滤波，

生成犕 矩阵，根据 犕 矩阵构造响应函数犚。③

当犚＞０时，按照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提取准则，取犚 的

局部极大值点作为候选点，若大于所给阈值犜１，

则标记该点为角点。④ 当犚＜０时，按照非局部

极大值抑制原理，首先计算该点的梯度方向，以判

断边缘所属的扇区，然后判断扇区内是否存在局

部极小值。若该点为局部极小值，则列为候选点；

若候选点小于阈值犜２，则标记为边缘点。

本文分别用原始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和改进后算法

对图１（ａ）中的原始影像进行特征提取，提取结果

分别如图１（ｂ）、１（ｃ）所示。

图１　改进前后算法角点边缘联合提取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如图１（ｂ）所示，由于原始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只在狓

和狔两个方向进行边缘判定，不能很好地表达实

际边缘的走向，道路边缘和建筑物边缘等提取边

缘多处出现不连续现象，且边缘点附近的干扰点

较多，不利于边缘的跟踪和矢量化。而改进后的

Ｈａｒｒｉｓ提取算法采用非局部极值理论，对边缘方

向的划分更为细致，同时能抑制多边缘效应。从

图１（ｃ）可以看出，提取出的道路和建筑物边缘的

连续性和清晰度都明显提高，能清楚地反映主要

地物的轮廓信息。

由于阈值的选择直接影响候选点是否为角点

或边缘点，本文对于角点阈值犜１ 和边缘阈值犜２

进行了比较实验，从而获得阈值与特征提取间的

对应关系。针对角点阈值犜１ 的选取实验如图２

所示。当犜１ 取较小值（０．０００１）时，提取的角点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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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大量的边缘等信息，在边缘处出现了多次响

应现象，这样不利于角点信息的有效表达。当犜１

取较大值（０．１）时，角点信息更加准确，且分布较为

合理。由于算法中包含边缘提取，在进行角点提取

时，应尽量避免包含边缘信息。故本文阈值犜１

取值０．１，此时算法对于角点的提取效果好，角点

数量适中，且不会对边缘提取造成干扰。

图２　角点提取阈值对比实验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ｒｎ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对于边缘阈值犜２ 的选择实验如图３所示。

可以看出，当阈值较大（０．０１）时，提取的边缘轮廓

清晰，所含的伪边缘较少，但弱边缘信息有一定缺

失，且 边 缘 线 存 在 断 裂 现 象。当 阈 值 较 小

（０．０００１）时，提取的边缘含有大量伪边缘，但其

中弱边缘信息丰富，且相对于大阈值而言，边缘更

加连续。因此，本文采用高低阈值联合提取的方

法，即以大阈值边缘提取结果为基础，在每个特征

点八邻域内搜寻是否存在小阈值提取特征点，若

存在，则将该点加入特征点中，这样可以对大阈值

下的边缘断裂现象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连接。采用

高低阈值联合边缘提取的结果如图３（ｃ）所示。

可见，采用高低阈值联合的边缘追踪策略后，边缘

信息比大阈值下提取的更加连续，同时避免了小

阈值提取时存在较多噪声的现象。

图３　边缘提取阈值对比实验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ｄｇ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在进行角点和边缘联合提取后，本文对提取

结果进行了边缘跟踪和矢量化，目的是对边缘进

行描述，为后续特征匹配奠定基础。边缘跟踪和

矢量化的流程如下：① 以行为单位搜索特征点像

素，按照光栅扫描跟踪方法，搜索该点下一行八邻

域内的所有像素，若存在特征点，则将其加入拟合

数组；若不存在，则该点为孤立点，标记为－１。

② 循环上述过程，直到邻域内搜索不到特征点。

若追踪线段小于１０个像元，则认为是短线，仍按

照孤立点进行处理；若大于等于１０个像元，则计

算起始点与终止点间主方向差的绝对值 犎。

③ 若犎 小于阈值δ，则按照直线方程进行拟合；

若犎 大于等于阈值δ，则按照曲线方程进行拟合。

④ 计算各点到所拟合直线（曲线）的距离标准差

σ，若σ小于阈值γ，则拟合成功，添加该条线段信

息；否则拟合失败。

本文采用基于梯度的边缘跟踪方法和基于主

方向的边缘跟踪方法进行了对比实验，实验结果

如图４所示。

图４　边缘跟踪对比实验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ｄｇｅＴｒａｃ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由图４可知，基于梯度的边缘跟踪能获得更

多的边缘信息，但其中含有较多的短线和伪边缘，

在道路线跟踪中容易出现双边缘现象，而基于主

方向的边缘跟踪结果更加准确。这是因为：

① 基于主方向的跟踪不容易出现道路双边缘现

象；② 基于主方向的边缘跟踪较少出现短线和伪

边缘。在计算特征点主方向时，综合考虑了边缘

点邻域内的灰度分布，所以在判断边缘走向时比

梯度更加准确。

边缘跟踪后进行边缘矢量化，边缘矢量化结

果如表１、表２所示。表１为直线参数列表，可从

中获得直线参数及线段的起始点和终止点，通过

起始点可在特征点列表中查询出下一点，这样依

次可查询出该直线上所有的特征点。表２为曲线

参数列表，包含曲线参数及曲线的起始点和终止

点，查询方法与直线参数列表相同。

表１　直线参数列表（狔＝犽狓＋犫）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直线

编号
直线斜率犽 直线截距犫 起始点点号 终止点点号

５ －２．２８４ ４４１．４３９ ５９２ ６０７

６ －４．４０７ ８６２．２５９ ６１０ ６２６

７ －４．５１１ １３１９．６１３ ６４７ ７０２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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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曲线参数列表（狔＝犪狓
２＋犫狓＋犮）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ｕｒ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曲线

编号
系数犪 系数犫 系数犮

起始点

点号

终止点

点号

０ ０．０３６ －３．２１６ 　　８１．４１６ ５０８ ５２４

１ －０．００７ １．１５３ －２７．４７７ １００２ １０１４

２ －０．０５７ ２９．４２６ －３７４２．８３ １５７５ １５８６

３ －０．００１ ０．３２１ １４．４１ ２２６８ ２３１２

　　边缘矢量化有两大作用：① 通过直线和曲线

边缘拟合，对边缘提取和边缘跟踪结果进行粗差

剔除，若跟踪后的边缘不能通过直线或曲线拟合，

说明边缘提取或边缘跟踪中存在错误点，应予以

剔除；② 用直线和曲线对边缘进行矢量化是对提

取边缘的进一步描述和表达，有利于图像的解译

和后续的特征匹配。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广

义点摄影测量的点线联合提取方法，实现了图像

中角点和边缘信息的同时提取。今后可进一步对

已提取的边缘进行分类研究，这样可以提高特征

匹配的成功率，同时更好地对图像进行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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