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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一种基于改进的 ＤＣＣＤ（ｄｏｕｂｌｅｃｉｒｅｌｅｂａｓｅｄ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ｏｒ，）和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描述符的影像匹配方法。在特征点检测阶段，首先采用改进的ＤＣＣＤ快速检测影像上的关键点，

然后确定关键点的主方向，生成特征点。在特征点描述阶段，采用ＳＩＦＴ描述符描述特征点。在特征点匹配

阶段，分别采用ＢＢＦ（ｂｅｓｔｂｉｎｆｉｒｓｔ）算法和ＲＡＮＳＡＣ（随机采样一致性）算法进行特征点粗匹配和误匹配特征

点剔除。实验结果表明，与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和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影像匹配方法相比，该方法在匹配速度和准确

率方面得到了提高。

关键词：影像匹配；特征匹配；改进ＤＣＣＤ；ＳＩＦＴ描述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文献标志码：Ａ

　　随着无人机影像的研究日益增多，影像匹配

在无人机影像接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影像匹

配［１］是寻找影像之间同名目标的过程，目前主要

可分为基于灰度的匹配和基于特征的匹配。由于

无人机遥感平台的不稳定性，相邻影像之间的旋

偏角和比例尺差异往往较大，采用基于灰度的匹

配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一般采用基于

特征的匹配［２］。

基于特征的匹配分为特征提取和特征匹配。

特征提取［３］又分为特征检测和特征描述，特征检

测是确定特征的位置及主方向，特征描述则是为

这些特征建立对各种变化因素保持不变的描述

符。

ＳＩＦＴ
［４，５］（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算

法可用于基于特征的影像匹配。该算法在特征检

测阶段首先采用Ｄｏ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算子

搜索影像尺度空间上的局部三维极值点，确定特征

点的位置和特征尺度，然后通过拟合三维空间的二

次函数进行位置和特征尺度的精确定位，最后去除

低对比度的特征点和不稳定的边缘响应点。在特

征点描述阶段采用ＳＩＦＴ描述符对特征点进行描

述，ＳＩＦＴ描述符不仅具有旋转不变性，同时还对光

照变化具有一定的鲁棒性［６］。

然而，由于生成尺度影像涉及高斯滤波，去除

低对比度特征点和不稳定边缘响应点涉及到尺度

影像的一阶微分和二阶微分操作［５］，使得ＳＩＦＴ

算法在特征点检测阶段耗时较长，无法满足快速

匹配的要求。

Ａｚａｄ等
［７］和陈梦婷等［８］提出了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

角点和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影像匹配方法，该方法以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
［９］提取的角点作为特征点，采用ＳＩＦＴ

描述符描述特征点，并分别采用 ＢＢＦ（ｂｅｓｔｂｉｎ

ｆｉｒｓｔ）算法
［１０］和随机取样一致性（ＲＡＮＳＡＣ）算

法［１１］进行特征点粗匹配和误匹配特征点剔除。

相比ＳＩＦＴ算法，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特

征点的检测速度，同时又保留了ＳＩＦＴ描述符的

旋转和光照不变性，因此取得了良好的匹配效果。

由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涉及影像的一阶微分

和高斯滤波［９］，使得角点的检测耗时较长，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上述方法的匹配速度。同时，

Ｎｏｂｌｅ
［１２］指出，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只有在检测“犔”类型角

点时最优，这一局限也使得上述方法的匹配准确

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Ｓｍｉｔｈ等
［１３］提出了可以快速检测角点且在

角点定位和抗噪声性方面都优于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

ＳＵＳＡＮ（ｓｍａｌｌｅｓｔｕｎｉｖａｌｕ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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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ｃｌｅｕｓ）检测器。ＳＵＳＡＮ
［１１］检测器是基于模板

的角点检测器，它的基本原理为：在以图像某像元

为中心的圆形模板内，如果某区域内每一像元亮

度值与该像元亮度值相同或相似，则将该区域称

为该像元的“ＵＳＡＮ”；计算每一像元的“ＵＳＡＮ”，

由于位于角点上的像元“ＵＳＡＮ”最小，因此寻找

最小的“ＵＳＡＮ”即可确定角点。

基于ＳＵＳＡＮ检测器的原理，Ｌａｎ等
［１３］提出

了在检测速度和漏检率方面都优于ＳＵＳＡＮ检测

器的 ＤＣＣＤ（ｄｏｕｂｌｅｃｉｒｃｌｅｂａｓｅｄ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ｅｃ

ｔｏｒ）。ＤＣＣＤ检测出的角点不仅具有强抗噪声

性，而且对光照变化和旋转变化具有不变性［１４］。

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改进的ＤＣＣＤ和

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影像匹配方法。在特征点检测阶

段，首先采用改进的ＤＣＣＤ快速提取影像上的关

键点，要求这些关键点对图像噪声、光照变化、旋

转变化具有不变性；然后确定关键点的主方向，生

成特征点。在特征点描述阶段，采用ＳＩＦＴ描述符

对特征点进行描述。在特征点匹配阶段，分别采用

ＢＢＦ算法和ＲＡＮＳＡＣ算法进行特征点粗匹配和误

匹配特征点剔除。实验结果表明，与基于Ｈａｒｒｉｓ角

点和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匹配方法相比，本文的匹配方

法在匹配速度和准确率方面均有提高。

１　特征点检测

由于相邻无人机影像之间的比例尺差异较

大，为了使特征匹配保持对尺度变化的适应性，同

时避免ＳＩＦＴ算法中耗时的尺度空间分析，根据

Ａｚａｄ等
［７］的建议，分别以（Δ狊）

０、（Δ狊）
１、（Δ狊）

２为

尺度，通过双线性插值的方式，为比例尺较大的无

人机影像生成三级尺度影像，用于特征点的检测，

其中，Δ狊的值取０．７５。

１．１　改进的犇犆犆犇检测角点

１．１．１　角点粗检测

为了更快速地检测角点，在利用ＤＣＣＤ进行

角点检测之前，首先利用 ＭＩＣ（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ｔｅｎｓｉ

ｔｙｃｈａｎｇｅ）算子
［１５］进行粗检测，初步确定候选角

点。

ＭＩＣ算子检测候选角点的具体过程为用３×

３的窗口逐像元检测，并将角点响应函数定义为：

犚＝ｍｉｎ狉犃，狉（ ）犅 （１）

式中，

狉犃 ＝ 犐犃－犐（ ）犆
２
＋ 犐犃′－犐（ ）犆

２ （２）

狉犅 ＝ 犐犅－犐（ ）犆
２
＋ 犐犅′－犐（ ）犆

２ （３）

式中，犐犃、犐犃′、犐犆、犐犅、犐犅′为各像元的灰度值，定义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参数定义

Ｆｉｇ．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如果某像元的犚值大于某一阈值犜１，利用式

（４）～（６）分别计算犆、犅、犃的值

犆＝狉犃 （４）

犅＝ｍｉｎ犅１，犅（ ）２ （５）

犃＝狉犅－狉犃－２犅 （６）

式中，

犅１ ＝ 犐犃－犐（ ）犅′ 犐犅′－犐（ ）犆 ＋ 犐犃′－犐（ ）犅 犐犅－犐（ ）犆

（７）

犅２ ＝ 犐犃－犐（ ）犅 犐犅－犐（ ）犆 ＋ 犐犃＇－犐（ ）犅′ 犐犅′－犐（ ）犆

（８）

　　如果犅＜０，且犃＋犅＞０，则将角点响应函数

定义为：

犚＝犆－
犅２

犃
（９）

　　如果像元的犚值大于某一阈值犜２，则以该像

元为中心，在其３×３的邻域内进行非最大值抑

制，即判断该像元的犚 值在其邻域内是否为最

大。如果是，则视该像元为候选角点。

１．１．２　ＤＣＣＤ检测角点

ＤＣＣＤ
［１４］采用双圆环作为模板，与大多数基

于模板的角点检测器采用圆形、正方形或者菱形

作为模板相比，可以避免信息冗余，提高角点的检

测速度；同时，ＤＣＣＤ检测出的角点不仅具有强抗

噪声性，而且还对光照变化和旋转变化保持不变，

因此本文采用ＤＣＣＤ检测角点。

ＤＣＣＤ检测角点的具体过程为：以待检测像

元犗为中心，狉０＝３、狉１＝５建立双圆环模板，如

图２所示。图２中，犆０为内圆环，犆１为外圆环。

利用式（１０）分别计算犆０的灰度方差犞犪狉０和

犆１的灰度方差犞犪狉１：

犞犪狉犻＝ （∑
狀

狆＝１

犐狆－ ∑
狀

狇＝１

犐狇／［ ］｛ ｝狀
２
）／狀 （１０）

式中，狀为圆环上的像元数量，犻＝０时，狀＝８，犻＝１

时，狀＝２０；犐狆 和犐狇 分别为圆环上像元狆、狇的灰度

值。

４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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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双圆环模板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Ｒｉｎｇ

将像元犗与犆０上的每一个像元进行灰度比

较，若满足

犐－犐犗 ≤ 犞犪狉槡 犻，犻＝０，１ （１１）

则认为该像元与像元犗相似。通过这样的比较，

统计犆０和犆１上与像元犗相似像元的数量，分别

记作犖０和犖１，并将角点响应函数定义为：

犚＝犖０＋犖１ （１２）

　　如果犖０≤４且犖１≤９，则以像元犗为中心，

在其９×９的邻域内进行非最小值抑制，即判断该

像元犗的犚 值在其邻域内是否为最小，如果是，

则视像元犗 为角点，并提取该角点为稳定关键

点。

１．２　确定关键点主方向

为了确定关键点的主方向［５］，首先计算影像

犐（狓，狔）的梯度值犿（狓，狔）和梯度方向θ（狓，狔）：

犿（狓，狔）＝ ［（犐（狓＋１，狔）－犐（狓－１，狔））
２
＋

（犐（狓，狔＋１）－犐（狓，狔－１））
２］１／２ （１３）

θ（狓，狔）＝ｔａｎ
－１（（犐（狓，狔＋１）－犐（狓，狔－１））／

（犐（狓＋１，狔）－犐（狓－１，狔））） （１４）

　　然后，由关键点８×８邻域的梯度方向生成梯

度方向直方图。该直方图将３６０°以１０°为间隔分

成３６个区间，将邻域高斯加权后的梯度值在方向

区间上进行累加，得到梯度直方图。

最后，寻找关键点邻域的梯度方向直方图的

极值用于确定关键点主方向，同时，大于８０％极

大值的局部极值也用于确定关键点主方向，也就

是说，在同一位置和同一尺度上的关键点可以有

不同的主方向；由于极值处在方向区间，为了精确

确定关键点的主方向，通过二次抛物线方程拟合

上述极值附近的三个直方图，确定极值方向，从而

确定关键点主方向。

２　特征点描述与匹配

２．１　特征点描述

ＳＩＦＴ描述符的构造过程如下
［５］。

１）为了使ＳＩＦＴ描述符具有旋转不变性，将

特征点１６!１６邻域的坐标横轴旋转至特征点主

方向，同时也使该邻域的坐标和梯度方向旋转同

样的角度；

２）对该邻域的梯度值进行高斯加权处理，

其中高斯加权核的大小是该邻域宽度大小的一

半；

３）将该邻域分成４×４子区域，在４×４区域

内，将３６０°平均分成８个方向，根据区域的梯度方

向，将区域高斯加权后的梯度值分配到这８个方

向上，最后生成种子点；

４）由４×４个种子点生成最佳ＳＩＦＴ描述符，

即最佳ＳＩＦＴ描述符应具有４×４×８＝１２８维特

征向量。

为了消除光照变化对特征向量的影响，需要

对特征向量作标准化处理。针对线性的光照变

化，将特征向量标准化为单位长度；针对非线性光

照变化，先设置阈值，使单位特征向量的值不超过

０．２，然后再将特征向量标准化为单位长度。

２．２　特征点匹配

构造特征描述符以后，使用ＢＢＦ算法
［１０］进

行特征点粗匹配。ＢＢＦ能够以很高的概率找到

待匹配点的最近邻点和次近邻点。如果待匹配点

和最近邻点的距离与待匹配点和次近邻点的距离

之比小于某一阈值，则认为该最近邻点为待匹配

点的候选匹配点。其中，两点之间的距离指的是

欧氏距离，若设特征点狆、狇的特征向量分别为

犇犲狊狆、犇犲狊狇，则特征点狆、狇之间的欧氏距离犱为：

犱＝ ∑
１２７

犻＝０

（犇犲狊狆［犻］－犇犲狊狇［犻］）槡
２ （１５）

式中，犇犲狊狆［犻］、犇犲狊狇［犻］分别表示特征点狆、狇的第

犻维特征向量。

对于粗匹配点对中的误匹配点对，采用

ＲＡＮＳＡＣ算法
［１１］予以剔除：随机选取一定数量

的匹配点对，建立仿射变换模型，再随机选取其

他匹配点对，由上述仿射变换模型计算其待匹

配点的理论匹配点，若实际匹配点与理论匹配

点之间的位置误差小于５个像素，则认为该匹

配点对为内点对；重复上述运算，直至满足设定

的迭代次数，最终获得拥有最大内点对集的精

匹配点对。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４组相邻无人机遥感影像作为实验数

据，影像大小为２８４０像素×２２８０像素，空间分

５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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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为０．２ｍ。

在特征点检测阶段，先采用改进的ＤＣＣＤ提

取关键点，其中犜１值取８０，犜２值取４５０；再确定关

键点主方向，生成特征点。图３是第１组相邻影

像的特征点检测结果。

图３　特征点检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在特征点匹配阶段，先采用ＢＢＦ算法粗匹配

特征点，再采用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剔除误匹配特征

点。其中，ＢＢＦ算法中最近邻和次近邻距离比的

阈值取０．８（Ｌｏｗｅ
［５］指出当取值０．８时，可以剔除

９０％的误匹配而仅仅丢失不到５％的正确匹配）。

图４是第１组相邻影像的特征点匹配结果。

图４　特征点匹配结果

Ｆｉｇ．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

对于匹配结果的精度评价，采用的方法是：用

最小二乘法拟合匹配点之间的仿射变换关系，设

匹配点对为犘１和犘２，将点犘１坐标代入上述仿射

变换关系，计算犘１匹配点理论上对应的位置点

犘′１，若点犘′１位置与点犘２位置的偏差大于某一容

差像素，则认为犘２是犘１的伪匹配点。本文中，容

差像素设为１个像素。

对于犜１的值，若设置过小，待匹配点数会增

加，匹配耗时也会相对增加；若设置过大，匹配结

果的准确率会受到影响。图５是伪匹配率随犜１

值变化的曲线，由图５可以看出，当犜１的值取８０

时，可以获得最低的伪匹配率。

同样，对于犜２，若设置过小，待匹配点数会增

加，匹配耗时也会相对增加；若设置过大，匹配结

果的准确率则会受到影响。图６是伪匹配率随

犜２值变化的曲线，由图６可以看出，当犜２取值

４５０时，可以获得最低的伪匹配率。

图５　伪匹配率随犜１值变化的曲线

Ｆｉｇ．５　ＦａｌｓｅＭａｔｃｈ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犜１ Ｖａｌｕｅ

图６　伪匹配率随犜２值变化的曲线

Ｆｉｇ．６　ＦａｌｓｅＭａｔｃｈ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犜２ Ｖａｌｕｅ

　　表１为本文匹配方法与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和

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快速匹配方法在匹配速度方面的

比较。从表１中可以看出，相比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

和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匹配方法，本文匹配方法的匹

配速度提高了４．６６～４．７８ｓ。

表１　本文方法与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和ＳＩＦＴ描述符

的匹配方法的匹配速度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ａｒｒｉｓＣｏｒｎｅｒａｎｄＳＩＦ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ａｎ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本文匹配方法
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和ＳＩＦＴ

描述符的匹配方法

特征点

检测

耗时／ｓ

特征点

匹配

耗时／ｓ

总

耗时／ｓ

特征点

检测

耗时／ｓ

特征点

匹配耗

时／ｓ

总

耗时

／ｓ

８．２７ ８．５７ １６．８４ １１．５３ １０．０３ ２１．５６

９．４１ ８．９４ １８．３５ １２．７５ １０．３６ ２３．１１

８．８９ ８．７７ １７．６６ １２．１４ １０．１８ ２２．３２

１０．１２ ９．３５ １９．４７ １３．５８ １０．６７ ２４．２５

　　表２为本文匹配方法与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和

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匹配方法在匹配准确率方面的比

较。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在匹配准确率方面，本文

匹配方法比基于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和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匹

配方法提高了３．１８％～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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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本文方法与基于犎犪狉狉犻狊角点和犛犐犉犜描述符

的匹配方法的匹配成功率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ａｒｒｉｓＣｏｒｎｅｒａｎｄＳＩＦ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ａｎ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本文匹配方法
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和

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匹配方法

伪匹

配数

匹配

总数

伪匹配

率／％

伪匹

配数

匹配

总数

伪匹配

率／％

１２ ２２１４ ０．５４ ８１ ２１６３ ３．７４

２１ ２６４２ ０．７９ １０７ ２５７４ ４．１６

１７ ２４１７ ０．７ ９３ ２３９５ ３．８８

２６ ２８５３ ０．９１ １２４ ２８１６ ４．４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的ＤＣＣＤ和ＳＩＦＴ

描述符的影像匹配方法。实验结果表明，相对于

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和ＳＩＦＴ描述符的匹配方法，本

文方法不仅匹配速度提高了４．６６～４．７８ｓ，匹配

准确率也提高了３．１８％～３．４９％。但是，无论是

本文方法，还是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和ＳＩＦＴ描述符

的匹配方法，特征点提取过程中都没有考虑仿射

不变性，如何使提取的特征点克服仿射变化的影

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同时，对于无人机

影像拼接来说，由于三维建筑因拍摄角度不同存

在投影差，因此将位于三维建筑上的特征点作为

同名像点进行拼接容易造成“错位”，如何剔除三

维建筑物上的特征点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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