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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零交叉点理论的改进
犛犐犉犜特征提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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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零交叉点特征提取的改进ＳＩＦＴ算子用于遥感影像的自动匹配。将图像几何特征引

入到尺度空间探测中，获得了重复性更高、更稳定的特征。采用近景数码大旋角数码立体像对和低空航摄立

体像对进行了算法测试。实验表明，改进后的ＳＩＦＴ算子应用于遥感影像自动匹配，在特征提取重复率、匹配

正确点数、匹配正确率上均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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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点是最为常用的图像特征，又称为兴趣

点，是指图像中具有明显特性且能把图像中的物

体标识出的点［１］，可分为广义特征点和狭义特征

点两类［２］。在进行特征提取时，一般选取狭义特

征点，如角点、Ｔ型交汇点、直线交叉点、高曲率点

以及特定区域的中心、重心等［１］。

ＳＩＦＴ算子
［３］是一种基于广义特征点的对图

像尺度、旋转保持不变性的局部特征描述匹配算

法。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ｙｋ和Ｓｃｈｍｉｄ
［４］通过实验证明，针

对不同情况如光照变化、几何变形、解析度、旋转

等，ＳＩＦＴ 算子具有最优性能。许多学者也对

ＳＩＦＴ算子进行了改进和优化，提出了 ＰＣＡ

ＳＩＦＴ
［５］、ＳＵＦＴ

［６］、ＡｆｆｉｎｅＳＩＦＴ
［７］等。由于ＳＩＦＴ

算子良好的旋转不变性和稳健的特征匹配结果，

它被广泛应用于目标识别、机器人导航制图、全景

拼接、三维场景建模等领域中。

目前，国内针对ＳＩＦＴ算子的改进研究主要

集中在特征匹配策略优化方面［８１０］，而针对ＳＩＦＴ

的特征提取算法的分析研究和改进的文献较少。

本文针对ＳＩＦＴ算子特征提取结果在边缘处定位

不够准确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零交叉点理论

的ＳＩＦＴ特征提取改进算法，在原始ＳＩＦＴ算法广

义特征点中引入几何属性信息，提高了特征匹配

的稳定性。

１　犛犐犉犜特征提取算法及特征分析

ＳＩＦＴ特征提取算子主要包括尺度空间极值

探测［１］、特征点精确定位、确定关键点主方向和关

键点描述四方面的内容［１１］。在ＤｏＧ高斯差分影

像中，由于高斯差分相当于对影像进行二次差分

后取绝对值结果，故在垂直于边缘方向上的灰度

分布会出现多个高峰值和低谷值。ＳＩＦＴ算法极

值探测同时提取局部极大值和局部极小值，使得

所有峰值点和谷值点都可能作为候选点，故会造

成极值点沿垂直于边缘方向的多次响应现象。

为了对局部极值点进行优化，Ｌｏｗｅ采用

Ｂｒｏｗｎ提出的三元二次曲面和 Ｈｅｓｓｉａｎ方程对局

部采样点进行拟合，从而剔除低反差和不稳定的

极值点。本文采用零交叉点理论，在特征提取时

考虑提取图像具有几何属性的特征点，使特征点

能更好地分布于角点边缘等纹理较强的区域，加

强匹配的稳定性。

２　基于零交叉点理论的改进特征提

取算法

２．１　零交叉点理论

在 Ｍａｒｒ的视觉计算理论框架中，抽取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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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上的边缘、角点等基本特征是这个系统框架

中的第一步［１２］。边缘点即灰度剧烈变化点，位于

一阶导数极大值处和二阶导数过零点处。Ｍａｒｒ

的特征提取主要基于二阶导数过零点理论展开，

一般采用一种各向同性的二阶差分算子，即拉普

拉斯（Ｌａｐｌａｃｅ）算子。由于拉普拉斯算子对噪声

敏感，在提取图像边缘时，采用高斯滤波与拉普拉

斯算子相结合的方法，即为 ＬｏＧ（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ｏｆ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算子
［１３］。首先在尺度空间内对图像进

行平滑，然后用拉普拉斯算子进行零交叉点检测。

由于摄影机系统空间位置的变化会引起同一

目标的图像尺度发生变化，因此，每一幅二维图像

都是在一个特定尺度下描述目标的部分特征。为

了找到其他尺度下的特征，有必要对图像建立尺

度空间。

Ｌｉｎｄｅｂｅｒｇ
［１１］已经证明，ＤｏＧ算子与ＬｏＧ算

子存在一定的近似关系，二者只相差一个常数，即

ＤｏＧ（狓，狔，σ）≈ （犽－１）σ
２ＬｏＧ（狓，狔，σ） （１）

因此，基于ＬｏＧ算子的零交叉点探测方法对于

ＤｏＧ算子同样适用。Ｗｉｔｋｉｎ
［１４］首次给出了尺度

空间滤波的概念，并将零交叉点探测推广至尺度

空间。在实验中，Ｗｉｔｋｉｎ将某一信号用不同的二

阶微分滤波器进行滤波，并标出零交叉点的位置，

计算方法如下：

犣（犳（狓），σ）＝｛（狓，σ）：犵（狓，σ）＝０，σ＞０｝（２）

式中，犳（狓）为原始影像信号；犵（狓，σ）为滤波后的

信号。边缘点在不同尺度下的过零点位置基本保

持不变，随着σ（尺度因子）的增大，过零点会沿狓

轴正方向发生小的偏移，这是由于边缘的相互影

响以及噪声的干扰造成的。总体而言，在零交叉

指纹图上，边缘的过零点具有比较稳定的分布。

２．２　基于零交叉点理论改进的犛犐犉犜特征提取算

法

通过以上对零交叉指纹图的分析，本文对

Ｌｏｗｅ提出的局部极值探测进行了改进。

１）建立零交叉点探测金字塔数组。将相邻

高斯差分影像相邻影像对应的像元相减，如式（２）

所示，保留相减时产生的负数，从而生成一组零交

叉点高斯差分金字塔数组。若将这个数组归化至

［０，２５５］的灰度分布空间中，则存在两种归化策

略。一种是将像元之差取绝对值后进行归化，另

一种则为直接归化。由上一节分析可知，采用直

接归化的高斯差分生成策略，在边缘处仅出现一

次明暗变化，不会造成边缘点多次响应的问题。

２）对零交叉点探测金字塔数组进行零交叉

点探测。首先以像元为中心建立３像素×３像素

搜索窗口，对相邻三层零交叉点探测金字塔数组

进行零交叉点探测。探测方法如式（３）所示：

犵（犻－１，犼）×犵（犻＋１，犼）＜０

犵（犻，犼－１）×犵（犻，犼＋１）＜０

犵（犻－１，犼－１）×犵（犻＋１，犼＋１）＜０

犵（犻－１，犼＋１）×犵（犻＋１，犼－１）＜

烅

烄

烆 ０

（３）

其中，犵（犻，犼）为中心像元灰度值，分别沿着四个方

向探测是否存在过零点。统计相邻３个尺度零交

叉点的总数狀，若狀大于零交叉点阈值犜，则标记

为兴趣点。

由于零交叉点阈值犜 决定该候选点是否为

特征点，故阈值选择对于特征匹配结果至关重要。

本文阈值选择主要由特征提取重复率、特征点提

取数目和特征匹配正确率这三个因素决定。通过

连续改变零交叉点阈值的大小，从而统计出在不

同阈值下特征点的重复率、特征点数和特征匹配

正确率，统计结果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随着

阈值的升高，特征点数目急剧减少，特征重复率随

阈值的变化曲线较为平缓，在阈值取７时有小峰

值出现；匹配正确率随阈值的升高而平缓上升。

综合三条曲线可得，当阈值取较小值时，特征点数

较多，故匹配成功点个数也相应较多。然而此时

特征提取重复率和匹配正确率相对不高，说明此

时特征提取算法的稳定性不够。当阈值取较大值

时，虽特征提取重复率和匹配正确率较高，但相应

的特征点数太少，很难全面反映原始影像的所有

特征。综合以上分析，本文选择零交叉点阈值

为７。

图１　零交叉点阈值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ｏｒＺｅｒｏ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３　实　验

为测试以上改进算法与原始算法的性能，本

文采用不同传感器的低空遥感影像作为测试图

像。第一组影像为普通数码相机近景影像立体像

对，左影像大小为１５３像素×１８０像素，右影像大

小为１７２像素×１８１像素。本组立体像对距离拍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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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物体相对较近，可测试算法处理因视点变换引

起的仿射畸变。采用零交叉点改进算法与ＳＩＦＴ

极值探测方法特征提取的对比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零交叉点与ＳＩＦＴ极值探测特征提取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ｅｒｏ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ＦＴ

由图２可知，原始ＳＩＦＴ特征提取算法匹配

出的同名点个数较少，特征点分布均匀。改进后，

零交叉点算法匹配的同名点数更多，且特征点分

布更集中于角点和边缘。由于图像角点和边缘包

含图像的重要图形信息，改进后的算法更有利于

恢复物体的轮廓形状。本文采用欧氏距离匹配准

则对立体像对影像进行特征匹配，匹配结果如图

３和表１所示。

图３　零交叉点与ＳＩＦＴ特征匹配同名点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ｅｒｏ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ＦＴ

由图３和表１可知，采用零交叉点改进算法

针对相同立体像对可产生更多数量的特征点，约

为ＳＩＦＴ特征点个数的１．５倍。在采用相同匹配

算法进行特征匹配后，零交叉点算法匹配出的同

名点个数约为ＳＩＦＴ特征匹配同名点个数的２～３

倍，且匹配正确率有明显提升，特征提取重复率也

有提升。特征提取速度上，两种算法大致相当，由

于零交叉点算法提取特征点个数更多，故提取时

间略长。以上实验结果说明，由于零交叉点算法

考虑了边缘分布的几何属性，故提取特征较基于

广义特征的ＳＩＦＴ提取算法的重复性更强，因而

特征匹配时稳定性也更强。

第二组实验影像为日本新宿地区航空影像立

体像对缩略图，左影像大小为３７０像素×５６７像

素，右影像大小为３７０像素×５６７像素。本组立

体像对拍摄地区高楼较多，故立体像对存在因地

形起伏造成的形变、遮挡等现象。

首先采用ＳＩＦＴ算法和零交叉点算法分别进

行特征提取，而后采用基于欧氏距离最小匹配的

方法进行特征匹配，结果如图４所示，局部放大对

比图如图５所示。

图４　零交叉点与ＳＩＦＴ极值探测特征提取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ｅｒｏ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ＦＴ

图５　零交叉点与ＳＩＦＴ特征匹配局部放大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ｔｃｈＲｅｓｕｌ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ｅｒｏ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ＦＴ

由图４可知，基于零交叉点特征匹配的同名

点数明显多于ＳＩＦＴ特征匹配点数，且特征分布

更加贴近于楼房、道路等纹理较强的重要地物，这

有利于恢复地物的三维信息。图５的局部图中截

取了部分楼房匹配结果。可见，零交叉点算法比

ＳＩＦＴ算法特征匹配在高楼区域的特征更丰富，能

更好地表达地物的几何属性特征。其特征匹配结

果统计如表１所示。可见，改进后，基于零交叉点

特征提取算法在提取特征点数、匹配正确点数、匹

配正确率、特征提取重复率方面均有提升，特征提

取时间略长。基于零交叉点算法提取特征点个数

约为ＳＩＦＴ特征提取个数的两倍，说明改进后算

法对于纹理特征明显的城区（高楼、道路等）能产

生更丰富的特征点。由于本组立体像对中有较多

的高层楼房，故视点的改变所引起的图像变形较

明显，给特征匹配带来一定困难。改进后算法的

匹配正确点数约为ＳＩＦＴ算法的３倍，特征提取

重复率高于ＳＩＦＴ算法，且匹配正确率也有明显

提升。因为基于零交叉点提取特征多分布于几何

特征明显的区域，如房屋边缘和道路边缘等，故零

交叉点算法提取特征不仅特征点数目更多，且提

取特征的重复性更好。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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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零交叉点与犛犐犉犜特征匹配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ｅｒｏ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ＦＴ

第一组影像 第二组影像

ＳＩＦＴ 零交叉点 ＳＩＦＴ 零交叉点

左影像特征点数 ５０９ ７８９ ６３１８ １２８３２

右影像特征点数 ５７８ ９１７ ６９４２ １３４９９

匹配出点数 ８０ １５０ ６７０ １７１２

匹配正确点数 ６４ １４８ ５７５ １６０５

匹配正确率／％ ８０．００ ９８．６７ ８５．８２ ９３．７５

特征提取重复率／％ １２．５７ １８．７６ ９．１０ １２．５１

特征提取时间／ｓ １．２８５ １．３８２ １０．５７８ １７．９７２

４　结　语

本文在原始ＳＩＦＴ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采用

基于零交叉点理论的特征提取改进算法。实验表

明，改进后算法在特征提取重复率、匹配正确点数、

特征匹配正确率和特征提取速度上均有较大幅度

提升。由于遥感影像数据量大，本文算法仅针对遥

感影像局部图或缩略图进行匹配，今后将在大像幅

低空遥感影像中对算法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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