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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入傅立叶梅林仿射两级
变换的影像区域匹配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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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影像区域匹配方法几何形变敏感的应用局限性，将特征匹配、相位匹配的基本思想引入区域匹配

过程，基于傅立叶梅林仿射两级变换建立了归一化互相关灰度相似性计算下的自适应模板匹配框架，并详

细阐述了该框架下的全局运动估计、模板“粗”纠正与搜索预测、局部仿射变换下的“精”模板动态生成等关键

过程与算法。实验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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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影像匹配是数字摄影测量以及计算机视

觉领域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利用计算机在影像重

叠区域内自动寻找同名像点的过程。现有的匹配

方法可概略分为两类［１，２］：区域匹配和特征匹配。

相对于特征匹配，区域匹配的优点在于实施简单，

且便于硬件加速算法的实施，如相关计算，但对影

像局部窗口内的几何形变较敏感。针对这一局限

性，众多学者发展了多种新的区域匹配方法［３９］。

研究表明，在缺乏先验几何变换知识的条件下，如

何克服影像局部复杂几何形变的影响，以获得稳

健、高效的匹配结果，仍是目前区域匹配算法面临

的挑战和值得研究的方向。

近年来，无人低空摄影［１０］得到了迅速发展与

应用。由于低空摄影影像空间分辨率高，且旋转、

比例尺度变化显著，这给广泛运用于传统航天、航

空影像处理过程的相关类区域匹配方法带来了挑

战。针对相关类立体影像区域匹配方法几何形变

敏感的应用局限性，本文基于傅立叶梅林仿射

两级变换建立了归一化互相关灰度相似性计算下

的自适应模板匹配框架。

１　犖犆犆计算下自适应模板匹配框架

区域匹配又称为相关类、模板匹配算法［２］，其

本质上可看作一个模板匹配过程，即对立体影像

（犐犔，犐犚），以某一影像犐犔中具有固定形状、大小的

不同“兴趣区域”作为模板（匹配窗口），在另一影

像犐犚中搜索出“一致”的影像区域（待匹配窗口）。

区域匹配多借助于不同形式的互相关计算，如广

泛采用的归一化互相关［１］（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ｒｏｓｓ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ＣＣ），对匹配窗口的影像相似性进行量

测，其必须解决两个主要问题：① 几何形变。基

于ＮＣＣ的匹配相似性有效计算建立在相关窗口

内影像无几何形变的基础上，或仅有微小的旋转、

尺度变化。② 模板的搜索。基于ＮＣＣ的匹配相

似性计算是相关窗口在统计意义上的一种灰度分

布“相似”比较，影像自相似性的客观存在会产生

多个峰值（误匹配），这就要求限制模板的搜索范

围，以消除匹配的歧义性，同时也可大大减轻计算

负担。本文通过构建一种简单的、全局粗略预测

与局部精确估计相结合的两级像素坐标变换过程

来解决上述问题，其依据如下：① 就垂直航空摄

影而言，相机运动主要发生在二维平面内，因而可

利用二维相似变换对影像的全局运动进行粗略估

计，即将立体影像的像素坐标变换简单归结为平

移、旋转以及缩放。显然，对于实际透视成像，这

种粗略估计并不能实现立体影像像素坐标的准确

变换，但它能初步消除影像中一些大的几何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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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预测出“兴趣区域”在犐犚中的概略位置，从而为

下一步运用局部几何仿射不变性生成精确模板奠

定基础。② 就影像局部邻域而言，如果该邻域足

够小，仿射变换能描述其像素映射关系［６］，这就意

味着全局意义上的复杂像素坐标变换可转变为针

对不同“兴趣区域”的局部范围的简单仿射变换，

其前提是能准确预测出“兴趣区域”在犐犚中的位

置或较小的搜索范围，这一预测过程可由上述粗

略估计的二维相似变换参数来完成。事实上，结

合影像金字塔层次结构，“兴趣区域”在犐犚中的搜

索可限制在以预测位置为中心的较小搜索范围，

从而大大减少计算代价。

基于上述思想，本文建立了如图１所示的

ＮＣＣ计算下的自适应模板匹配框架。

图１　ＮＣＣ计算下的自适应模板匹配框架

Ｆｉｇ．１　Ｄｅｐｉｃｔｏｆ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ＣＣ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２　全局运动估计与模板“粗”纠正

令犉１（狌，狏）、犉２（狌，狏）分别表示图像犳１（狓，

狔）、犳２（狓，狔）的傅立叶正变换，若犳２（狓，狔）是

犳１（狓，狔）依次经旋转、等比例缩放、平移而得到

的，（狓０，狔０）、θ０、犪为相应的平移矢量、旋转角度及

尺度因子，即有：

犳２（狓，狔）＝犳１（犪（狓ｃｏｓθ０＋狔ｓｉｎθ０）－狓０，

犪（－狓ｓｉｎθ０＋狔ｃｏｓθ０）－狔０） （１）

则根据二维傅立叶变换的特性［１１］，并以极坐标狌

＝狉ｃｏｓθ、狏＝狉ｓｉｎθ代替直角坐标对极轴分量取对

数运算，可得：

犉２（狉，θ）＝
１

犪２
ｅ
－２πｊ（狉ｃｏｓθ狓０＋狉ｓｉｎθ狔０

）
犉１（狉／犪，θ＋θ０）

（２）

式中，极坐标转换、取对数运算均在傅立叶频域中

进行，合称傅立叶梅林变换
［１２］，它揭示了二维相

似变换下两幅影像在其频域中的严格解析关系，

并能通过频谱信息对变换参数进行有效估计。本

文估计过程总体上可分为４个步骤：① 傅立叶

梅林变换，即对立体图像依次进行傅立叶正变换、

极坐标转换以及极径分量取对数三种运算，获得

相应的频谱信息。② 频谱重采样。由于傅立叶

梅林变换后的频谱信息以极坐标形式存在，频域

窗口沿径向大小不一致，本步骤将通过频谱重采

样生成适合于互相关运算的“矩形”频谱窗口，以

满足后续参数估计的需要。③ 互相关计算。基

于频谱重采样窗口，以 ＮＣＣ作为频谱相似性依

据，沿极径、极角方向移动搜索，找到相关系数最

大时的平移量，从而解算出旋转角度、尺度因子。

④ 互能量谱计算。基于旋转、尺度补偿的频谱信

息，计算两幅图像的互能量谱，由于该能量谱对应

于图像空域中位于位置 狓０，狔（ ）０ 的冲击函数

δ狓－狓０，狔－狔（ ）０
［１１］，因而可通过逆傅立叶变换计

算出 狓０，狔（ ）０ 作为平移矢量。

傅立叶梅林变换实施的一个关键是频谱重

采样［１２］，即确定合适的极径、极角采样参数，以

尽可能减少采样频谱信息的失真，并兼顾计算效

率。本文以采样后频谱相关窗口中保留相对多的

高频信息为原则，采用图２所示的非均匀采样及

行拓展，以实现极坐标频谱采样信息的均衡与计

算的高效性。

如图２（ａ）所示，对以极点（频谱中心）为圆

心、半径为犚ｍａｘ的频域内的频谱进行重采样等价

于将对应于不同频率成分的圆周２π犚犻（犚犻为不同

长度的极径，０＜犻＜犚ｍａｘ）“拉直”，展开成以极径

方向为纵轴、极角方向为水平轴的矩形频谱窗口。

令狀狉表示沿极径方向的采样数，狀θ犻表示极径长度

为犚犻时圆周的采样数，则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狀狉 ＝２
ｃｅｉｌ（ｌｏｇ２犚ｍａｘ

）
，狀θ犻 ＝２

ｃｅｉｌ［ｌｏｇ２
（２π犚犻

）］ （３）

式中，ｃｅｉｌ（犃）表示取大于或等于犃 的最接近犃

的整数；犚犻＝犻×犚ｍａｘ／狀狉。

如图２（ｂ）所示，依据式（３）可生成一系列沿

极角方向长度不同但相互成２的倍数的采样数

据，但仍难以进行相关计算。这里对数据进行行

拓展，即以最大圆周（即半径为犚ｍａｘ的圆周）采样

点数为基准，根据最大长度与当前行长度的倍数

关系犓，将当前行像素逐个复制犓 个，以完成差

值过程。由上述处理过程可知，不同频率成分（圆

周）的采样基于极径长度进行动态调整，且频率越

高（圆周越长），采样数越多。由于傅立叶频谱中

的低频成分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域，代表图像特征

信息（如纹理、变化区域）的高频成分则远离中心

区域，显然，均匀差值将导致低频成分区域过采样

或高频成分区域欠采样，频谱相关窗口中会因过

多“引入”低频信息或者缺乏高频信息而导致相关

峰值不明显，降低相关精度。相反，本文频谱重采

样过程中的高频成分在采样后的频谱相关窗口中

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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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较好的保留，从而有利于良好相关峰值的

获取以及相关可靠性的提高。此外，以２的倍数

关系为基础的行拓展不仅差值简单，还能将金字

塔层次结构方便地引入到相关计算、搜索过程中，

也有利于相关计算效率的提高。

图２　傅立叶梅林变换下的频谱重采样

Ｆｉｇ．２　Ｄｅｐｉｃｔｏｆ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ｏｆ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以傅立叶梅林变换估计得到的模型参数为

基础，参考影像中任一以（狓犾，狔犾）为中心的“兴趣

区域”犳１（狓犾，狔犾）（原始模板），可由式（１）初步消除

几何形变生成“粗”模板犳′１（狓犾，狔犾），并按下式预

测出其中心在待配准影像中的概略位置（狓′狉，狔′狉）：

狓′狉＝犪（狓犾ｃｏｓθ０＋狔犾ｓｉｎθ０）－狓０

狔′狉＝犪（－狓犾ｓｉｎθ０＋狔犾ｃｏｓθ０）－狔０

３　邻域形变估计与模板“精”纠正

令（狓狉，狔狉）表示（狓犾，狔犾）在犐犚中理想的匹配

点，犳２（狓狉，狔狉）表示以（狓狉，狔狉）为中心的局部影像

窗口的灰度分布函数，犲（狓犾，狔犾）为灰度误差，则

犳２（狓狉，狔狉）与犳１（狓犾，狔犾）两影像邻域可由仿射变换

描述如下：

犳１（狓犾，狔犾）＋犲（狓犾，狔犾）＝犳２（犪１＋犪２狓狉＋

犪３狔狉，犫１＋犫２狓狉＋犫３狔狉） （４）

式中，犪１、犪２、犪３、犫１、犫２、犫３ 为仿射变换模型参数。

考虑到预测位置（狓′狉，狔′狉）与理想的（狓狉，狔狉）并

不重合，则（狓狉，狔狉）位于以（狓′狉，狔′狉）为中心的某搜

索窗口内：（狓狉，狔狉）＝（狓′狉，狔′狉）＋（犻，犼），以犳′１（狓犾，

狔犾）代替犳１（狓犾，狔犾）可得：

犳′１（狓犾，狔犾）＋犲（狓犾，狔犾）＝

犳２（犪′１＋犪２狓′狉＋犪３狔′狉，犫′１＋犫２狓′狉＋犫３狔′狉） （５）

式中，犪′１＝犪１＋犻犪２＋犼犪３；犫′１＝犫１＋犻犫２＋犼犫３。

式（５）描述了犳２（狓狉，狔狉）从中心（狓狉，狔狉）平移到

预测位置（狓′狉，狔′狉）后的仿射变换模型，对比式（４）可

知，两者模型参数相差一个平移矢量（犻犪２＋犼犪３，犻犫２

＋犼犫３）。特别地，由于犳′１（狓犾，狔犾）已初步消除了相对

于犳２（狓狉，狔狉）的大的几何形变，则模型参数犪２、犪３、

犫２、犫３ 的值较小（犪２ ＋ 犪３ ≈１，犫２ ＋ 犫３ ≈

１），这使得该平移矢量仍位于小的邻域内，因而能

满足仿射不变性关于影像小邻域的假设前提，并能

通过以下步骤估计出该仿射变换模型。

１）利用初步消除几何形变的“兴趣区域”

犳′１（狓犾，狔犾）以及它在犐犚中的预测影像窗口进行仿

射变换模型估计，计算参数矢量：犞＝（犪′１，犪２，犪３，

犫′１，犫２，犫３）。

２）确定以预测位置（狓′狉，狔′狉）为中心的搜索窗

口，则对于该窗口中任一像素（犻，犼）（以（狓′狉，狔′狉）为

坐标原点），可得到将犳２（狓狉，狔狉）从（狓′狉，狔′狉）平移到

（犻，犼）后的仿射变换模型参数矢量犞犻，犼＝（犪′１＋犻犪２

＋犼犪３，犪２，犪３，犫′１＋犻犫２＋犼犫３，犫２，犫３），利用犞犻，犼对

犳′１（狓犾，狔犾）进行仿射变换，生成二次纠正后的“精”

模板犳
＇＇
１（狓犾，狔犾），并利用该模板与以（犻，犼）为中心

的待匹配窗口按式（６）计算归一化互相关系数：

ρ＝∑∑ 犳
＇＇
１－犳

＇＇（ ）１ 犳２－犳（ ）２ ／

∑∑ 犳
＇＇
１－犳

＇＇（ ）１
２
∑∑ 犳２－犳（ ）２槡

２

（６）

　　３）比较所有归一化互相关系数，最大值对应

的犞犻，犼即为犳２（狓狉，狔狉）与犳１（狓犾，狔犾）两影像邻域仿

射变换模型的可靠估计，同时以最大值对应的像

素（犻，犼）作为（狓犾，狔犾）匹配成功的同名点。

４　实验与结论

本文在ＶＣ＋＋６．０环境下实现了上述算法，

并以无人飞艇从不同视角、高度拍摄的高分辨率

影像［１０］进行匹配验证。该飞艇飞行高度为２００～

３００ｍ，受风速的影响，飞行姿态不平稳（艇上导

航系统记录参数显示俯仰角、翻滚角的变化范围

为－２０°～＋２０°），航拍影像的旋转、比例尺度变

化显著，因而传统的区域匹配方法难以获得有效

的匹配结果。

依据自适应模板匹配框架，首先对影像进行

如图３所示的傅立叶梅林变换，其中图３（ａ）为无

人飞艇在同一高度下拍摄的相邻影像，图３（ｂ）为

影像对应的傅立叶谱，图３（ｃ）为经对数极坐标运

算及极坐标频谱重采样后得到的“矩形”频谱。由

图３可知，虽然风速对飞艇俯仰角、翻滚角以及航

向角度的影响使得相邻重叠影像存在明显的旋转

以及不同程度的透视变形，但其傅立叶梅林变换

后的频谱特征却沿水平（极角）、垂直（极径）方向

表现出全局意义上的相似性，因而可通过频谱互

相关来确定最佳偏移量，进而计算出空域中的旋

转角度、缩放因子；进一步利用旋转、缩放补偿后

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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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谱信息计算互能量谱，经逆傅立叶变换后在

空域中可得到冲击响应函数，其峰值位置即为平

移参数。图３（ｄ）给出了利用傅立叶梅林变换估

计参数将图３（ａ）中左图像映射到右图像的整体

及局部示意。

图３　影像傅立叶梅林变换示意

Ｆｉｇ．３　Ｄｅｐｉｃ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为使ＮＣＣ具有良好的峰值，匹配模板应包

含丰富的影像信息，并在局部范围表现出显著性，

本文将左影像按网格（大于“兴趣区域”的窗口范

围，如８０像素×８０像素）划分后，在影像单元格

内利用 Ｍｏｒａｖｅｃ算子提取最佳特征点，并以该特

征点为中心的局部影像窗口作为原始模板，

这等价于选择具有最大最小灰度方差的“兴趣区

域”［９］。由于利用傅立叶梅林变换估计参数进行

图像映射能消除两图像间的大的相对几何形变，

同名像素的位置也比较接近（见图３（ｄ）），因而以

特征点及其预测点影像邻域为基础，可逐步构建

适合ＮＣＣ计算的模板，并在小搜索范围内进行

ＮＣＣ计算。为提高效率，本文先利用“粗”模板进

行ＮＣＣ计算，只有当相关系数较小时（＜０．５，地

形起伏显著，导致局部非线性几何形变大，进而影

响互相关结果），才生成“精”模板，否则，可认为此

处的局部几何形变已能由傅立叶梅林变换所估

计的二维相似变换模型进行较好的表达，因而可

直接利用“粗”模板在搜索窗口内进行 ＮＣＣ计

算，以获得最佳匹配。图４（ａ）给出了图３（ａ）中影

像实施区域匹配后的结果，共生成同名点３１对。

为进一步验证算法的性能，本文还对不同高度下

无人飞艇拍摄的影像进行了不同网格划分大小的

相同匹配处理，匹配结果如图４（ｂ）、４（ｃ）所示，分

别生成同名点３４对、１０４对，其中图４（ｂ）的网格

大小划分与图４（ａ）相同，为８０像素×８０像素，提

取特征点１３７个；图４（ｃ）的网格大小减半，为４０

像素×４０像素，提取特征点３８５个。经人工比

对，两组影像的匹配正确率均达到９７％以上，获

得了良好的匹配结果，未能匹配成功的点多位于

重叠区域外或预测误差大于给定的搜索窗口大

小，也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图４　傅立叶梅林仿射两级变换下的区域匹配结果

Ｆｉｇ．４　 Ｄｅｐｉｃ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ｕｒｉｅｒＭｅｌｌｉｎ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Ａｆｆ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本文实验结果表明：① 采用全局粗略预测与

局部精确估计相结合的两级像素坐标变换可以构

建一种简单但具有局部自适应性的像素坐标变换

模型，它为有效克服复杂几何形变对立体影像匹

配结果的影响奠定了基础；② 以傅立叶梅林仿

射两级变换为基础构建的适合于ＮＣＣ计算的自

适应模板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区域匹配相关计算中

的几何形变敏感的问题。此外，基于傅立叶梅林

变换的匹配预测在缩小搜索范围的同时，还有利

于减少误匹配，从而总体上有利于匹配效率及可

靠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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