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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幅面遥感影像的配准需求，提出了一种带有几何约束的大幅面遥感影像快速自动配准方法。

该方法首先结合遥感影像空间地理信息构建影像粗配准模型；然后在粗配准模型的约束下，通过对大幅面遥

感影像进行规则格网划分，结合改进的ＳＩＦＴ算法和并行策略实现影像精配准。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

提高影像的配准效率，且配准精度较高，适用于大幅面遥感影像之间的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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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配准作为遥感影像处理的一个基本问

题，是实现多源遥感影像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前提

和基础［１］。随着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光谱分

辨率和时间分辨率的不断提高，遥感影像的数据

量也随之急剧上升。尽管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

但是目前的计算机处理能力依然难以满足遥感数

据处理的高效性、实时性需求。大幅面遥感影像

配准常采用人机交互的配准方法，不仅配准耗时，

而且配准精度低，无法满足大数据量实时应用的

需求。

近年来，大幅面遥感影像高精度快速自动配

准方法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重点。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算法在遥感影像匹

配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２７］，一些学者将其应用

于大幅面遥感影像配准中。如文献［８］采用ＳＩＦＴ

特征，结合影像分块策略以及局部区域最小二乘

迭代剔除误匹配点，实现大幅面多源遥感影像配

准；文献［９］在采用边缘结构特征实现影像粗配准

的基础上，采用ＳＩＦＴ特征分块实现大幅面环境

卫星数据配准。为了加快大幅面遥感影像的配准

效率，文献［１０］结合格网分块和多级ＳＩＦＴ匹配

思想对大幅面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由粗至精地进行

配准；文献［１１］采用金字塔分块策略和改进ＳＩＦＴ

算法，分别通过对原始影像进行粗配准和对分块

影像进行并行匹配实现影像精配准。上述方法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配准效率，但均是在大幅

面影像上通过分块获取一定数量的特征点，由于

特征点数目有限，因此无法对大幅面遥感影像构

建三角网进行小面元微分纠正。另一方面，ＳＩＦＴ

算法的复杂度较高，应用于遥感影像中存在特征

点分布不均匀、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从大幅面

遥感影像快速配准的需求出发，提出了一种带几

何约束的大幅面遥感影像快速自动配准方法。

１　地理信息约束下遥感影像粗配准

模型构建

　　遥感影像空间地理信息通常以地理坐标或

ＲＰＣ模型给出，其中地理坐标信息往往随影像以

ＧｅｏＴＩＦＦ格式存储。本文利用遥感影像空间参

考中的地理坐标信息建立影像间的几何关系，自

动构建粗配准模型。

在ＧｅｏＴＩＦＦ格式影像中，影像行列坐标和地

面坐标之间的映射关系可由下式表示：

犡［ ］
犢
＝
犪 犫 犱

犲 犳
［ ］

犺
［］犐
犑

（１）

网络出版时间：2013-12-20 18:31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html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１月

式中，（犡，犢）为地面坐标；（犐，犑）为影像行列坐

标；犪、犫、犱、犲、犳、犺为变换模型参数。

基于地理坐标的影像粗配准模型构建过程如

下：首先利用参考影像４个边界点行列坐标（犐犻，

犑犻）根据式（１）求解对应的地面坐标（犡犻，犢犻）；然后

根据地面坐标（犡犻，犢犻）和待配准影像坐标到地面

坐标的关系反求出待配准影像上对应的同名点行

列坐标（犐′犻，犑′犻）；最后通过最小二乘解算（犐犻，犑犻）和

（犐′犻，犑′犻）间的一阶仿射变换模型参数，作为遥感影

像粗配准模型。

２　改进的犛犐犉犜算法

ＳＩＦＴ算法主要分为两个步骤：ＳＩＦＴ特征提

取和ＳＩＦＴ特征匹配
［３］。针对传统ＳＩＦＴ算法应

用于遥感影像中存在的特征点分布不均匀、效率

低下等问题，本文从特征点提取和特征点匹配两

个阶段对ＳＩＦＴ算法进行了改进。

２．１　犛犐犉犜特征提取

ＳＩＦＴ特征提取算法由以下步骤组成：尺度空

间构建、空间极值点检测、关键点精确定位、关键

点主方向指定和特征描述子生成。该阶段的主要

目的是获取数目足够且分布均匀的特征点，同时

避免特征点过多引起的低效率问题，对这个阶段

进行改进是提高算法效率的关键［１２］。本文从控

制特征点数目和特征点分布情况出发，对空间极

值点检测、关键点精确定位和特征描述子生成环

节进行改进，尺度空间构建和关键点主方向指定

与传统ＳＩＦＴ算法相同。

特征点数量主要与遥感影像大小有关。假定

影像宽度为 犠，影像高度为 犎，则特征点数量

犖Ａｌｌ为：

犖Ａｌｌ＝
犠 ×犎
犠犌×犠犌

（２）

　　通过改变犠犌 的大小控制特征点提取的数

量。笔者通过大量实验，考虑犠犌 对特征点重复

率和特征提取算法运行时间的影响，文中选取

犠犌＝１６。

控制特征点的分布主要通过设定比例系数和

格网分块来确定尺度空间内每一尺度的特征点数

量。具体方法如下：

１）尺度空间构建，确定尺度空间内每一阶

（ｏｃｔａｖｅ）每一层差分金字塔检测的特征点数目

犖狅狊。高斯金字塔图像由原始图像通过不同尺度

σ的高斯核函数连续滤波和下采样形成，影像信

息量随着尺度的增加而减少。假定高斯金字塔有

犗阶，每阶由犛层金字塔影像组成，则：

犖狅狊 ＝犖Ａｌｌ·
犳狅狊

∑
犗

狅＝１
∑
犛

狊＝１

犳狅狊

（３）

式中，犳狅狊＝１／σ狅狊，σ狅狊表示第狅阶第狊层金字塔对应

的尺度。

２）为了使得特征点分布均匀，对每一层高斯

金字塔进行格网分块，并计算各格网影像熵，确定

每个格网内提取的特征点数目犖＿Ｇｒｉｄ犻，

犖＿Ｇｒｉｄ犻 ＝犖狅狊·
犈犻

∑犈犻
（４）

其中，犈犻表示第狅阶第狊层金字塔中第犻个格网

区域的影像熵。

３）在ＤＯＧ尺度空间内进行空间极值点检

测，并去除边缘响应强烈的关键点。在ＳＩＦＴ算

法中，对比度阈值控制着影像的特征点数目，它的

改变会导致特征点数目的显著变化［４］。为了避免

该影响，首先对每一层高斯金字塔每一格网内所

有的候选关键点计算其所在位置的局部区域熵；

然后将每一格网内的候选关键点依据熵值从大到

小进行排列，并选择前犖＿Ｇｒｉｄ犻 个候选点作为该

格网的最终关键点；最后通过曲面拟合方式精确

确定关键点的亚像素位置以及所在尺度，同时确

定该关键点的主方向。

４）特征描述子生成环节算法的复杂度较高，

该环节耗费的时间在特征提取阶段所占的比例较

高［６，１１］。本文以每一关键点空间坐标为中心，在

其尺度对应的高斯金字塔影像层上，通过进行主

方向旋转归０后取１１×１１大小的影像区域内的

灰度信息作为该点的特征描述子。

２．２　犛犐犉犜特征匹配

ＳＩＦＴ算法检测到的每个关键点包含３个信

息：位置、所处尺度和方向。定义参考影像上关键

点与待配准影像关键点的尺度之比为相对尺度，

两者的主方向绝对差值为相对主方向。在实际应

用中，相对尺度和相对主方向近似对应于参考影

像和待配准影像之间的尺度比例和方向角度。

传统ＳＩＦＴ特征匹配仅以特征描述子间的欧

氏距离作为相似性度量，没有顾及特征点对的空

间位置、相对尺度和相对主方向的关系。本文在

粗配准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空间关系、相对尺度和

相对主方向约束，以归一化互相关系数作为相似

性测度。

犆（犐，犑）＝ ∑（犐－狌犐）（犑－狌犑）

∑ （犐－狌犐）
２

∑ （犑－狌犑）槡
２

（５）

式中，犐、犑分别表示待匹配关键点的特征描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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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犐 和狌犑 分别为其对应的均值；犆（犐，犑）为归一化

互相关系数。

ＳＩＦＴ特征匹配具体过程如下：

１）以粗配准仿射变换模型参数计算参考影

像和待配准影像的初始尺度σ０ 和初始方向θ０。

２）对于参考影像的每一个关键点，首先在参

考影像坐标系下以粗配准模型参数计算待配准影

像提取的关键点集到该点所处位置的空间距离；

然后对于空间距离小于阈值犜犾的关键点，计算两

者的相对尺度和相对主方向，并与初始尺度σ０ 和

初始方向θ０ 进行比较；最后对尺度和方向差值均

小于阈值犜狉的点对，计算归一化互相关系数，并

将其最大值对应的关键点对保存为候选匹配点

对。

３）误匹配点剔除。当参考影像和待配准影

像存在显著差异时，获取的候选匹配点对中往往

存在大量的误匹配点。本文误匹配点剔除过程如

下：首先计算所有候选匹配点对归一化互相关系

数的均值，然后剔除归一化互相关系数小于该均

值的候选点对，最后采用随机采样一致性算法剔

除候选匹配点对中的误匹配点，获取准确的同名

点对。

３　大幅面遥感影像自动快速配准

采用基于地理信息获取的粗配准模型参数直

接进行大幅面遥感影像配准中计算量大、配准精

度不可靠的问题。为了提高影像配准效率和配准

精度，同时降低粗配准模型因地形起伏带来的影

响，本文首先对大幅面遥感影像进行粗格网分块，

利用改进的ＳＩＦＴ算法分块实现粗配准模型优

化；然后在粗格网分块的基础上进行二级格网划

分，结合优化的粗配准模型和改进的ＳＩＦＴ算法

并行化实现大幅面遥感影像匹配；最后对获取的

同名点对采用小面元微分纠正，获取配准影像。

３．１　顾及地形起伏的影像粗配准模型优化

对于大幅面遥感影像，其覆盖的地域范围较

广，采用统一的粗配准模型约束往往无法获取满

意的匹配效果；当存在地形起伏区域较大时，需要

选取较大的阈值犜犾和犜狉，这不仅增加了计算量，

而且匹配结果也不可靠。为了降低地形起伏的影

响，提高算法效率，本文对获取的粗配准模型进一

步优化。

首先在粗配准模型约束下对大幅面遥感影像

进行粗格网分块，对每一格网块影像构建金字塔，

其中顶层金字塔的宽度和高度控制为１０２４像素

大小；然后根据粗配准模型参数计算每一格网块

顶层金字塔影像粗配准模型，并在此模型下采用

改进的ＳＩＦＴ算法获取同名点对；最后根据获取

的同名点对计算顶层金字塔影像配准模型，并由

此计算得到底层金字塔影像粗配准模型，同时以

两者尺度之比设定后续匹配阈值犜犾。

３．２　影像匹配并行化

为了提高大幅面遥感影像匹配的效率，本文

通过 ＭＰＩＣＨ实现单机多核环境下的并行遥感影

像匹配。首先在主进程内对粗格网进行二级格网

划分，格网分块大小设定为５１２像素；然后结合并

行策略和改进的ＳＩＦＴ算法对每一从进程的子格

网在其对应的粗格网配准模型约束下实现影像匹

配，其中阈值犜犾由粗配准模型优化过程给定，阈

值犜狉取０．１。本文的并行匹配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遥感影像匹配并行化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特征点过滤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同名点的数

量，假定５１２×５１２大小的格网能提取５０个同名

点，以此类推，对于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大小的遥感影

像，同名点数量将达到２００００个。由于遥感影像

的纹理信息丰富，实际应用中，同名点数目将远远

超过这个值，过量的同名点对导致在小面元微分

纠正中的三角网过于密集，不利于后续纠正处理，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在不显著影响配准精度的前

提下，可以考虑对同名点进行过滤。

本文结合匹配效果及空间分布对获取的同名

点对进行过滤。具体过程为：以参考影像格网块

的四角点和中心点作为基准点，通过式（６）进行计

算，依次将与上述５个基准点获得最大值的同名

点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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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犆×ｅｘｐ（－
犾犻
犔
） （６）

式中，犆为同名点归一化互相关系数；犾犻为同名点

与基准点之间的距离（犻＝１，２，３，４，５）；犔为格网

块对角线长度的一半。

４　实验与分析

本文实验包括粗配准模型约束下的改进

ＳＩＦＴ算法实验和大幅面遥感影像配准实验。实

验运行环境为：工作站为 ＨＰＺ６２０，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ｌ

ＸｅｏｎＥ５２６２０２．０ＧＨｚ，内存为１６ＧＢ。

４．１　粗配准模型约束下的改进ＳＩＦＴ算法实验

本文选取３组遥感影像在粗配准模型约束下

对改进ＳＩＦＴ算法进行匹配实验，实验中取犜犾＝

１０，犜狉＝０．１。其中第一组数据为多时相 ＨＪ１Ａ

影像，尺寸大小分别为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和５１４

像素×５１２像素；第二组数据为多时相资源三号

遥感影像，尺寸大小分别为１０９１像素×１０７１像

素和１０６９像素×９５９像素；第三组影像为资源三

号和ＡＬＯＳ影像对，尺寸大小分别为１５０９像素

×１３８５像素和１２５７像素×１２７５像素。从匹配

时间和匹配正确率（正确匹配对数与初始匹配对

数比值）两方面来定量描述匹配性能，结果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影像特征匹配结果

Ｔａｂ．１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

实验

组
匹配方法

初始匹

配点数

正确匹

配点数

匹配正

确率

匹配时

间／ｓ

１
传统ＳＩＦＴ ８０ ３５ ０．４３８ １．５９１

改进ＳＩＦＴ ９４ ７７ ０．８１９ １．０１４

２
传统ＳＩＦＴ １９７ ８１ ０．４１１ ６．７５５

改进ＳＩＦＴ ２９８ ２２６ ０．７５８ ３．５４１

３
传统ＳＩＦＴ １８０ ０ ０．０ １７．３

改进ＳＩＦＴ １２９ １０ ０．０７８ ９．１３９

　　从表１可以看出，改进的ＳＩＦＴ算法较传统

ＳＩＦＴ算法在匹配时间和匹配正确率上均有显著

提高。

４．２　大幅面遥感影像配准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快速配准方法在大幅面遥感影

像配准中的适用性，选用多组大幅面遥感影像进

行了实验。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数据为资源三

号全色影像和ＡＬＯＳ全色影像的配准，其大小分

别为１９９６９像素×２１６９７像素和１９６８２像素×

１８４２６像素，成像时间分别为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０８年，

以资源三号影像作为参考影像，如图２所示。

实验中，采用本文方法得到１９００对同名点，

通过构建三角网进行小面元微分纠正得到配准结

果。图３为参考影像构建的三角网，图４为配准

结果红绿叠加显示图，其中红波段为参考影像，绿

波段为待配准影像经配准后的结果影像。

图２　实验影像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图３　参考影像三角网

Ｆｉｇ．３　ＴＩＮｏｆ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图４　配准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从图４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得到的配准结果

与参考影像重合较好，未出现错位现象。为了定

量分析本文方法的配准精度，从参考影像和配准

结果中选取１０对同名点作为检查点（见表２），采

用式（７）计算得到ＲＭＳＥ为０．７２６像素。

表２　配准精度评价／像素

Ｔａｂ．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ｐｉｘｅｌ

点号
参考影像 配准结果

犡坐标 犢 坐标 犡坐标 犢 坐标
误差

１ ７５０４．０ ４０９８．７５ ７５０４．８６ ４０９８．４３ ０．９１８

２ １６３０．１３ ３３７９．８８ １６３０．５ ３３８０．３８ ０．６２２

３ １６５６２．１３ ４７９９．５ １６５６３．０ ４８００．１３ １．０７４

４ ４７８４．２５１０３２５．１３ ４７８３．６３１０３２５．３８ ０．６６９

５ １４１５２．５ １０３７３．３８１４１５２．１３１０３７３．２５ ０．３９２

６ １７９４９．５ １１１５２．８８１７９４９．８８１１１５２．１３ ０．８４１

７ ３２８２．７５１７１０９．３８ ３２８２．２５１７１１０．２５ １．００３

８ １２６２７．８８１４４２５．１３１２６２７．３８１４４２５．５ ０．６２２

９ １６５１０．３８１８５１０．３８１６５１０．７５１８５１０．５ ０．３８９

１０ １０４３９．２５１８１５７．７５１０４３９．３８１８１５７．８８ ０．１８４

ＲＭＳＥ ０．７２６

ＲＭＳＥ＝ ∑
狀

犻＝１

（犈狓犻
２
＋犈狔犻

２）／
槡 狀 （７）

式中，狀为同名点数目；犈狓犻和犈狔犻分别为参考影像

和配准结果上第犻个同名点在犡 方向和犢 方向

的残余误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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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定量分析本文配准方法的并行效率，通

过在不同线程下进行影像配准实验，从运行时间

和并行加速比两方面进行说明，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并行实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线程数目 １ ２ ４ ６ ８ １０

时间／ｓ １２０４．９５６２９．６１３６８．４３ ２７２．４ ２４８．７ ２０９．１９

并行加速比 １ １．９１ ３．２７ ４．４２ ４．８４ ５．７６

　　通过表３可知，本文方法能实现大幅面遥感

影像亚像素级影像配准，并且通过并行化后，配准

效率显著提高。

５　结　语

针对大幅面遥感影像的配准需求，本文提出

了一种带几何约束的大幅面遥感影像自动快速配

准方法。该方法首先结合遥感影像空间地理信息

构建影像粗配准模型；然后从控制特征点数目和

特征点分布情况对ＳＩＦＴ算法进行改进；最后在

粗配准模型约束下，通过改进ＳＩＦＴ算法和并行

策略实现影像精配准。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改进

的ＳＩＦＴ算法在匹配时间及匹配正确率上均优于

传统ＳＩＦＴ算法；在粗配准模型约束下，结合并行

策略，将其应用于大幅面遥感影像配准，不仅能显

著提高影像配准效率，而且能获取较高的配准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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