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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多波束声呐图像和侧扫声呐图像在位置和分辨率上的互补性及实践中对高质量海床地貌图像

的需求，提出了基于两套声呐图像信息融合获取高质量海床地貌图像的思想和方法，研究了ＳＵＲＦ匹配算

法，提出了ＩＳＵＲＦ改进算法；基于独立和联合评价参数，对４种图像融合算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给出了适合声

呐图像融合的最优算法及完整的两套图像融合过程，并用试验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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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Ｐ２２３．７

　　多波束系统（ｍｕｌｔｉｂｅａｍ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ｓ

ｔｅｍ，ＭＢＳ）在获取水深信息的同时，也可获取海

床地貌图像信息，其图像位置精度较高，但分辨率

较低；侧扫声呐（ｓｉｄｅｓｃａｎｓｏｎａｒ，ＳＳＳ）主要采用

拖曳方式获取高分辨率海床地貌图像，但位置精

度较差［１３］。对二者的图像信息实施融合，可丰富

和提高单一源图像的信息量和精细度，还可改善

图像的位置精度，提高对海床地物反映的准确度。

国内外学者在遥感影像匹配和融合方面开展了大

量的研究，而在声呐图像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

多为同源声呐图像处理［１，４］。文献［５］基于等深

线匹配实现了 ＭＢＳ和ＳＳＳ信息的融合，但需采

用具有测深功能的新型ＳＳＳ，不适用于一般用户。

为此，本文给出了一套用于实现二者图像信息融

合的新思想和方法。

１　犛犝犚犉匹配算法的改进

ＳＳＳ采用拖曳作业，其图像因船速和姿态变化

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尺度、旋转等畸变，而ＳＵＲＦ

（ｓｐｅｅｄｅｄｕｐｒｏｂｕｓ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图像匹配算法最大的

优点是在图像旋转、尺度变换、仿射变换和视角变

换等条件下具有良好的不变性［６７］。该算法由特征

点检测、特征点对描述及匹配、空间变换关系确定

三部分组成。ＳＵＲＦ基于最近邻算法实现特征点

对的判断［７］，获得的匹配点对冗余度大，且存在大

量误匹配点对；在实现空间变换参数的确定时，该

算法采用ＲＡＮＳＡＣ（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算

法随机选取４个匹配点对作为计算图像空间变换

矩阵迭代的初始值，其计算结果缺乏稳定性［６７］。

据此，本文提出了一种ＩＳＵＲＦ改进算法。该算法

通过先粗匹配，后精匹配，最终实现图像匹配。

１．１　粗匹配

ＫＤ树是寻找最近邻问题的最好的数据结构

之一，但当实例空间的维数增加时，这些树的效率

变得很低，标准 ＫＤ 树数据的维数一般不超过

２０
［９］，而ＳＵＲＦ算法中特征点描述子的维数为

６４，因此需对ＫＤ树进行改进，实现其向高维的扩

展。首先建立优先级队列，将 ＫＤ树节点记录在

队列中，距离查询点越近，其优先级越高。此外，

在查询时，设立时间阈值，当队列中的所有节点都

经过检查或超过阈值时，则以找到的最近邻点为

最终结果，提高了特征点对搜索和匹配的效率。

此外，采用欧氏距离作为特征点匹配的相似

度准则，设置狉阈值，在匹配点对的集合中可快速

地剔除错误的匹配点对，形成新的匹配点对集，为

后续精匹配准备条件。

狉＝犱（狆，狇′）／犱（狆，狇″） （１）

式中，狆和狇为参考图像和待匹配图像的特征点；

狆的最近邻和次最近邻特征点为狇′和狇″；犱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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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距离。

１．２　精匹配

精匹配采用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影响其匹配效

果的３个参数分别为判定内外点的距离阈值犱、

采样次数犖 以及一致性集合大小阈值狔０。犱需

要通过试验获得，其取值范围为０．００１～０．０１。

ＲＡＮＳＡＣ随机采样会遍历所有可能的匹配点对，

计算量较大。为降低遍历耗时，定义狆犻为数据是真

实模型内点的概率，狀为确定真实模型所需的最少

匹配点对数，则一次模型估计中使用的所有狀个匹

配点对均为内点的概率为狆
狀
犻。若要确保犖次采样

中至少存在一次模型估计中的所有匹配点对为内

点的概率为狆，则犖需满足如下关系：

犖 ＝ｌｇ（１－狆）／ｌｇ（１－狆
狀
犻） （２）

其中，狀＝４，且满足９５％概率下的犖 为：

犖 ＝ｌｇ０．０５／ｌｇ（１－狆
４
犻） （３）

　　完成模型参数求解后，由于在狆概率下确定

真实模型所需的最少匹配点对狀为所有内点数狋，

如果出现狋＞狀，则错误模型内点的概率为狔。

狔
狋－狀
＜狔０ （４）

狆取９５％时，一致性集合大小阈值狔０取０．０５。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需遍历所有可能的匹配点对，

每次随机选取４个匹配点对为迭代初始值进行匹

配计算，所得的图像空间变换矩阵缺乏稳定性。

为此，本文对其中采用的中值滤波器进行了改进，

即用角度阈值、长度方差替代均值，判断匹配点对

的正确性。这种替换增强了滤波的稳定性和抗差

性。本文设置角度阈值、长度向量阈值分别为１°

和０．５。

基于上述改进，基于ＩＳＵＲＦ的区段图像匹配

过程如下：① 计算特征点最近邻和次近邻距离，

设置阈值进行取舍，并形成一个匹配点集；② 在

匹配点集中随机采样４个匹配点对，采用改进的

角度和距离滤波器进行检验，若符合，则进入下一

步计算；否则，返回②；③ 根据②计算图像变化模

型参数；④ 检验所有的匹配点对是否满足图像变

换模型的一致性精度要求；⑤ 重复②～④犖 次，

查找出满足每次迭代计算获得的图像变换模型的

最大匹配点对集合，并据此计算出最终的图像变

化模型参数；⑥ 采用融合算法获得以多波束为参

考图像坐标系下的新图像。

２　最优声呐图像融合算法及其评价

２．１　最优融合算法

本文采用像素级图像融合方法实现 ＭＢＳ和

ＳＳＳ图像融合。一可消除图像匹配产生的拼接痕

迹，二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图像信息。在４种融

合算法中，加权平均融合最简单、最直接，但会使

图像边缘模糊，当灰度差异较大时，融合图像会出

现明显的拼接痕迹。主成分分析法将多波段图像

信息在一幅图像中进行综合反映，各波段信息均

可最大限度地呈现。拉普拉斯金字塔法将原图像

分解为多个尺度的子图像，其融合图像能够突出

原图像中的重要特征和细节。小波变换法也是多

尺度、多分辨率的分解原图像，但具有方向性和良

好的时域、频域局部性，可保留图像中的高频信

息，其融合效果更符合人的视觉特征。

２．２　图像融合效果评价

声呐图像融合效果可借助灰度均值、标准差、

平均梯度、信息熵及综合评价指标互信息、信噪

比、联合熵和相关系数来进行评价。均值和标准

差反映图像的平均亮度和相对其均值的离散度；

平均梯度衡量图像的改进质量、清晰程度和微小

细节反差；信息熵衡量融合前后图像信息量的变

化，其值越大，融合图像包含的信息越丰富；互信

息衡量融合图像从原图像中继承信息的多少；信

噪比、联合熵和相关系数衡量图像的融合效果，其

值越大，融合效果越好。

２．３　图像融合过程

ＭＢＳ和ＳＳＳ图像融合实现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多波束和侧扫声呐图像融合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ｏｆ

ＭＢＳａｎｄＳＳＳ

３　试验及分析

为检验上述思想和算法的正确性，以加利福

尼亚大学海图实验室两组大小均为４ｋｍ×４ｋｍ

水域实测的 ＭＢＳ（４００像素×４００像素）和ＳＳＳ

（４０００像素×４０００像素）图像为研究对象，开展

融合试验，并用一个水域的图像数据图示整个试

验过程。

１）对原图像进行中值滤波和直方图均衡化

处理，消除图像噪声，增强地物特征。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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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ＩＳＵＲＦ检测两幅图像的特征点对，

图２（ａ）和表１给出了两幅图像特征点对检测的

参数。从表１可以看出，ＩＳＵＲＦ在正确匹配率方

面远高于ＳＵＲＦ算法，而匹配耗时相当。

表２给出了ＩＳＵＲＦ和ＳＵＲＦ算法所得参数

的标准差。可以看出，ＩＳＵＲＦ 匹配耗时相对

ＳＵＲＦ略有增加，但所得的空间变换参数的精度

明显高于后者。

表１　犐犛犝犚犉算法与犚犃犖犛犃犆算法匹配数据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ＳＵＲＦ

ａｎｄＲＡＮＳＡＣ

水域 算法
总点

对

正确匹

配点对
匹配率／％

时间

／ｓ

水域Ⅰ
ＩＳＵＲＦ １３６ １１５ ８４．５ ７．２０３

ＲＡＮＳＡＣ １５４ ５９ ３８．３ ７．０７５

水域Ⅱ
ＩＳＵＲＦ ６２ ５１ ８２．２ ５．３７９

ＲＡＮＳＡＣ ７７ ３２ ４１．５ ５．２０８

表２　犐犛犝犚犉与犛犝犚犉匹配精度和耗时比较

Ｔａｂ．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ｆ

ＩＳＵＲＦａｎｄＳＵＲＦ

编号 算法

空间变换参数的统计精度

σ尺度
σ角度

／±（°）

σ狓／

±像素

σ狔／

±像素

匹配耗

时／ｓ

一组
ＩＳＵＲＦ０．０４７ ０．１８７ １．５７３ ０．９２６ ７．７８１

ＳＵＲＦ ０．０５３ ０．２７８ ２．０５７ ２．０８３ ６．０８２

二组
ＩＳＵＲＦ０．０７８ ０．０７７ １．００ ０．９１２ ６．９０８

ＳＵＲＦ ０．０９８ ０．４９３ ２．２４ ２．００ ５．０１２

　　借助ＩＳＵＲＦ计算所得的空间变换参数，以具

有较高位置精度信息的 ＭＢＳ图像为参考，对ＳＳＳ

图像实施变换和重采样，不但实现了ＳＳＳ图像与

ＭＢＳ图像的精确匹配，而且也为 ＳＳＳ图像从

ＭＢＳ图像中获得了精确的位置信息（图２（ｂ））。

为获得适合两套图像融合的最优算法，借助

４种融合算法对匹配后的两套图像进行了融合试

图２　基于ＩＳＵＲＦ的特征点检测及匹配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ＰｏｉｎｔＰａｉｒｓ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ＳＵＲＦ

验，试验效果如图３所示。从图３来看，拉普拉斯

金字塔法和小波变换法获得的融合图像几乎看不

出匹配产生的拼接痕迹，融合效果较好。

图３　多波束和侧扫声呐图像融合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ＭＢＳａｎｄＳＳＳ

对原始图像和不同融合方法所得的融合图

像，计算其独立评价指标和综合评价指标，统计结

果如表３所示。可以看出，拉普拉斯金字塔法和

小波变换法融合所得图像的统计参数均优于加权

融合法和主成分法。融合所得图像的均值和标准

差均优于 ＭＢＳ图像，与ＳＳＳ图像接近，说明融合

图像明显改善了 ＭＢＳ图像，提高了 ＭＢＳ图像对

海床地物反映的能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高

分辨率ＳＳＳ图像信息；４种方法融合后图像的平

均梯度和信息熵均高于原始图像，表明融合图像

提高了原单一图像的质量。从表３可见，融合后图

像从原始图像中继承了较多的有效信息，信噪比、

联合信息熵和相关系数均较大，达到了融合效果。

表３　不同方法声呐图像融合评价指标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Ｆ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像
独立评价指标 综合评价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平均梯度 信息熵 互信息 信噪比 联合熵 相关系数

ＳＳＳ图像 ２１７ ２０ ６．４６ ５．９０
／ ／ ／ ／

ＭＢＳ图像 １７４ ４１ ６．２８ ６．５１

加权融合法 １８５ ３３ ４．９６ ６．６０ １．８９ １８．８３ ３．１４ ０．５５

拉普拉斯金字塔法 １９２ ３８ ９．０６ ６．８１ ２．７７ ２０．０６ ３．８６ ０．７７

主成分融合法 １８２ ３４ ６．５８ ６．７１ １．９６ １８．０４ ２．９４ ０．５９

小波变换法 １９３ ３２ ６．７１ ６．７３ ２．０５ １９．１７ ３．５５ ０．６７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多波束和侧扫声呐图像融合

获取具有高精度位置信息和高质量图像信息海床

地貌图像的思想是可行的，给出的ＩＳＵＲＦ多波束

图像和侧扫声呐图像改进匹配算法以及适合二者

声呐图像融合的拉普拉斯金字塔法和小波变换法

９８２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３月

理论上是正确的。试验也验证了上述思想、实施

过程和方法的正确性。

侧扫声呐系统采用拖曳作业模式，在实现多

波束声呐图像与侧扫声呐图像融合中，建议根据

船体操纵、海况等水文和气象要素，结合ＩＳＵＲＦ

算法所得的匹配点对空间变换模型参数的一致

性，对侧扫声呐条带图像实施分段匹配和融合，并

根据区段融合所得的图像最终实现大区域多波束

和侧扫声呐图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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