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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ＳＡＲ图像配准要求提取出稳定且分布均匀的同名点，但是传统的ＳＩＦＴ算法没有考虑特征点的空间

分布情况，提取的特征呈块状分布。针对ＳＡＲ图像数据的特点，提出了一种自适应控制ＳＩＦＴ特征均匀分布

算法，利用局部纹理特征，并结合最优化筛选策略，在保证特征点稳定性和准确性的同时，自适应控制特征在

不同空间的分布情况，实现ＳＩＦＴ特征点在图像空间和尺度空间的合理分布。最后从提取效率、匹配正确率

和分布质量等方面进行对比试验，验证了算法应用于ＳＡＲ图像配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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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配准是遥感影像信息融合的重要前

提，均匀分布的匹配点能保证图像配准的质

量［１２］。由几何原理分析，对于配准中常用的线性

几何变换模型，要求控制点离散分布，增加控制点

的空间差异性，减少邻近控制点之间的影响，保证

基于控制点的几何精矫正的精度。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是一种广泛使用的

自动提取同名点的算法［３］，由于ＳＡＲ图像数据具

有成像区域大、噪声干扰以及局部畸变严重等特

点，提取的同名点会出现分布不均匀的问题。

为了控制ＳＩＦＴ同名点合理分布，Ｓｏｎｇ等采

用非极大值抑制 ＮＭＳ（ｎｏｎｍａｘｉｍａｌｓｕｐ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算法代替原始ＳＩＦＴ算法中的极值点检测策

略［１］；Ｌｉｎｇｕａ等在高斯尺度空间中运用双模板计

算兴趣点局部纹理，确定兴趣点的对比度阈值［４］；

Ｓｅｄａｇｈａｔ等提出一种 ＵＲＳＩＦＴ算法，首先确定

特征点在尺度空间内的分布，然后通过计算图像

内极值点的数目、对比度均值和熵均值自适应控

制不同区域中ＳＩＦＴ特征点的数目
［２］，是一种较

好的控制ＳＩＦＴ特征均匀分布的算法。但是ＵＲ

ＳＩＦＴ算法是针对成像质量好、噪声干扰小的光学

遥感数据设计的，应用于ＳＡＲ数据处理会提取出

大量不稳定特征点，且提取的同名点分布不均匀。

本文针对ＳＡＲ数据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双自

适应 稳 定 ＳＩＦＴ 算 法 （ｄｏｕｂｌｅａｄａｐｔｅｄｓｔａｂｌｅ

ＳＩＦＴ，ＤＡＳＳＩＦＴ），推导出特征点在尺度空间和

图像空间的分布关系，然后提出了一种双阈值最

优化策略保证特征点的区分性和稳定性。

１　双自适应稳定犛犐犉犜算法

１．１　犛犐犉犜算法基本原理

ＳＩＦＴ算法主要分为３个部分
［３］：① 尺度空

间特征点检测和定位；② 生成特征点描述符；

③ 特征匹配。高斯核是建立尺度空间的唯一线

性核，通过方差不断增大的高斯函数与图像卷积，

可建立图像的尺度空间表达。其表达式为：

犔（狓，狔，σ）＝犐（狓，狔）犌（狓，狔，σ）

犔（狓，狔，犽σ）＝犐（狓，狔）犌（狓，狔，犽σ｛ ）
（１）

式中，犔（狓，狔，σ）为高斯尺度空间，如图１所示；

犐（狓，狔）为原图像；犌（狓，狔，σ）为标准差为σ的高斯

函数；犽为尺度变化量；代表卷积运算。

ＳＩＦＴ算法采用高斯拉普拉斯算子（Ｌａｐｌａｃｅ

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ＬｏＧ）检测图像中的极值点，并用高

斯差分尺度空间（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ＤｏＧ）

近似，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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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ＳＩＦＴ尺度空间

Ｆｉｇ．１　ＳＩＦＴ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ｃｅ

犇（狓，狔，σ）＝犔（狓，狔，犽σ）－犔（狓，狔，σ） （２）

式中，犇（狓，狔，σ）为高斯差分尺度空间。

图像的尺度空间分为若干组，相邻两组之间

的图像尺寸相差２倍。每组分为若干层，高斯函

数标准差逐层递增，不同组的相同层采用相同的

高斯核进行逐级模糊。

对检测到的特征点，统计邻域梯度方向的直

方图，确定主方向；旋转邻域到水平方向，统计分

块梯度方向的直方图，得到１２８维描述子。然后

利用描述子间的欧氏距离建立匹配对，通过

ＲＡＮＳＡＣ（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算法筛选

出正确的匹配点。

１．２　尺度空间分布

由于ＳＡＲ的成像特性，图像上存在大量的乘

性噪声，尤其是高斯尺度空间的第一组数据受噪

声干扰严重，影响正确匹配点的确定。去除高斯

尺度空间的第一组数据，由第二组数据开始建立

大尺度高斯尺度空间，可以去除不稳定细小纹理

对特征提取的影响［５］。下文中尺度空间的分析都

是针对大尺度高斯尺度空间进行的。

尺度空间内合理分布特征点的问题也就是合

理分布尺度空间中不同组（狅）和层（犾）特征数目

（犖狅，犾）的问题。假设所有组、层中提取的特征总

数是犖，则有：

犖 ＝∑
犗犖

狅＝１
∑
犔犖

犾＝１

犖狅，犾，

狅＝１，２，…，犗犖；犾＝１，２，…，犔犖 （３）

其中，犗犖 是尺度空间组数；犔犖 是每组中包含的

层数。

在尺度空间中，每组的第一层是由上一组第

一层图像降采样一倍得到的（图１），所包含的像

素数为上一组同层图像所包含像素点数的１／４，

在同等模糊程度下，图像提取的特征数目与像素

数目成正比，所以不同组之间的待提取特征数目

符合式（４）：

犖狅＋１，犾 ＝犖狅，犾×δ （４）

式中，犖狅，犾表示第狅组犾层提取的特征点数；犖狅＋１，犾

表示第狅＋１组犾层待提取的特征点数；δ是相邻

组内同层图像可提取特征数目的比例系数，δ＝１／

４，针对ＳＡＲ数据高尺度空间乘性噪声干涉较弱

的特点，适当增加高尺度空间内提取的特征点数，

可以减少噪声影响，保证提取特征的稳定性，因此

将比例系数δ调整为１／３。

尺度空间不同层的图像之间是一种逐级模

糊、平滑过渡的关系（如式（１）），所以各层中可提

取的极值点数目成等比数列关系［２］，而下一组的

第一层图像是由上一组第一层图像经过犔犖 次高

斯模糊得到的，所以有关系式：

犖狅＋１，１ ＝犖狅，１×犳
犔犖 （５）

其中，犳表示逐级模糊的图像可提取特征点数之

间的比例系数。

假设第１组１层图像预分配的特征点数是

犖１，１，则由等比数列性质，第狅组犾层图像分配的

特征点数如下：

犖狅，犾 ＝犖１，１×犳
（狅－１）犔犖＋犾－１ （６）

由等比数列求和公式，可知第狅组犾层中的特征

点数目犖狅，犾为：

犖狅，犾 ＝
１－δ

１

（ ）犔犖 ×犖

１－（ ）犖
（犔犖×犗犖）－２×δ

（狅－１）＋
犾－１
犔犖 （７）

其中，犖 是尺度空间中待提取的特征点总数。

１．３　图像空间分布

ＳＡＲ数据噪声干扰、局部畸变严重，提取同

名点的难度较大，因此在控制ＳＩＦＴ特征均匀分

布的同时，要保证特征点的稳定性和区分性。本

文选取图像信息熵作为自适应控制特征点分布的

局部纹理，以保证特征点的区分性，通过双阈值最

优化筛选可以在保证提取特征点稳定性的同时，尽

量多地提取符合要求的特征点。文献［６］通过理论

分析和实验验证，表明特征点匹配的可能性与特征

区域的信息熵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匹配结果受

到特征实际情况的影响，但是正确匹配的概率会随

着特征点附近区域信息量的增加而增加。

在信息论中，信息熵被定义为随机变量的数

学期望，它表现了集合中随机事件出现的平均不

确定性。图像的信息熵犈定义为：

犈＝∑
犽

犿＝０

犎（狆犿）＝－∑
犽

犿＝０

狆犿ｌｏｇ（狆犿） （８）

其中，犽是图像所包含的灰度级；狆犿 表示整幅图

像中灰度为犿 的像素出现的概率。

在确定尺度（狅，犾）的图像空间中，将待提取图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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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数据分割成犖×犕 块区域图像，每块内提取的

特征点数的计算式如下：

狀犻＝犖狅，犾×
犈犻

∑
犻

犈犻
，犻＝１，２，…，犖×犕 （９）

式中，狀犻是图像空间中第犻个图像块中分配的特

征点数；犖狅，犾是由式（７）得到的尺度空间中第狅组

犾层中分配的特征点数；犈犻 是图像空间中第犻个

图像块的图像信息熵。

１．４　双阈值最优化筛选策略

极值点的稳定性取决于极值点处对比度的大

小［７］，为了保证选取的特征点的稳定性更强，对检

测出的极值点使用最优化筛选的方法，按照极值

点处对比度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序，选取其中对比

度最大的狀犻个极值点作为ＳＩＦＴ特征点；为了保

证算｜法的鲁棒性，采用双阈值筛选的方法，设置低

阈值为犜犮ｍｉｎ，只有对比度大于犜犮ｍｉｎ的特征点才作

为待选的ＳＩＦＴ特征点，同时设置高阈值犜犮ｍａｘ，计

算第狀犻＋１个特征点的对比度犇（^狓）｜狀犻＋１，如果

｜犇（^狓）｜狀犻＋１＞犜犮ｍａｘ，则保存第狀犻＋１个特征点，继

续计算，直到｜犇（^狓）｜狀犻＋犾＜犜犮ｍａｘ，这样可以增加犼

个对比度值高于犜犮ｍａｘ的稳定特征点。通过最优

化双阈值筛选处理，可以在尽量多地提取稳定特

征点的同时，去除不稳定点对匹配的影响，增加算

法的稳定性和鲁棒性。

２　犛犃犚数据匹配试验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设计了两组试验，分

别使用ＳＩＦＴ算法
［３］、ＵＲＳＩＦＴ算法

［２］、大尺度

ＵＲＳＩＦＴ算法以及本文提出的ＤＡＳＳＩＦＴ算法，

对机载ＳＡＲ数据、星载ＳＡＲ数据进行同名点提

取试验，从算法效率、匹配正确率、提取正确同名

点数、分布质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Ｑ）４个方

面进行比较分析。

２．１　空间分布质量评价标准

配准图像的鲁棒性和准确度取决于提取同名

点的分布质量［８，９］。文献［８］中对遥感数据尝试

用不同数目的同名点配准图像，发现同名点的数

目不能决定配准精度，图像配准精度与同名点的

分布质量相关。

空间分布质量（ＤＱ）是根据特征点的空间分

布和信息熵［９］计算的，计算公式如下：

ＤＱ＝

∑
狀

犻＝１

（狓犻－珚狓）
２
＋∑

狀

犻＝１

（狔犻－珔狔）
２

槡 狀
／（犕＋犖） （１０）

式中，犕 和 犖 分 别 为 图 像 的 行 数 和 列 数；

狓犻，狔（ ）犻 是第犻个特征点的坐标；狀是特征点的总

数；（珚狓，珔狔）采用式（１１）计算：

珚狓，珔（ ）狔 ＝
∑
狀

犻＝１

狑犻狓犻

∑
狀

犻＝１

狑犻

，
∑
狀

犻＝１

狑犻狔犻

∑
狀

犻＝１

狑

烄

烆

烌

烎犻

（１１）

式中，狑犻 是第犻个特征点的权重，以特征点的局

部信息熵（式（８））作为权重。

２．２　机载犛犃犚匹配试验

本组试验选取的是２０１０年四川绵阳两幅机

载ＳＡＲ图像Ｘ波段斜距数据，尺寸都是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分辨率为０．５ｍ，有明显的亮度差异。图２

分别是 ＳＩＦＴ 算法、ＵＲＳＩＦＴ 算法以及 ＤＡＳ

ＳＩＦＴ算法进行匹配试验提取出的同名点情况。

可以看出，标准ＳＩＦＴ算法提取出的同名点集中

在特征明显的区域；ＵＲＳＩＦＴ算法提取的同名点

对比ＳＩＦＴ算法提取的同名点对分布更均匀，但

是数量有所减少，尤其在噪声干扰较大的区域提

取的同名点不足；本文算法无论从同名点数量还

是分布均匀度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图２　不同算法提取同名点试验

Ｆｉｇ．２　Ｍａｔｃｈ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图３是特征点的尺度空间分布情况。标准

ＳＩＦＴ算法和ＵＲＳＩＦＴ算法的尺度空间包含４组

三层数据，而ＤＡＳＳＩＦＴ算法是在大尺度空间内

进行的，仅包含３组三层数据。ＳＩＦＴ算法包含

所有符合极值点条件的特征点，所提取的特征

较多；ＵＲＳＩＦＴ算法和 ＤＡＳＳＩＦＴ算法的特征

总数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组和层之间的分布情

况不同。

表１从运行时间、特征数目、匹配点对数、空

间分布质量四个方面对比了三种算法。从表１中

可以看出，由于本文算法是在大尺度空间检测特

征点，而且使用计算效率较高的图像信息熵作为

局部纹理度量标准，运算效率高，耗时最短；采用

双阈值最优化筛选策略选取特征点，在保留高区

分性特征点的同时，又去除了对比度低的不稳定

点，不仅特征点匹配的正确率高，而且可以提取更

多的同名点。

１６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２月

图３　不同算法尺度空间内特征分布情况

Ｆｉｇ．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ｃｅ

表１　机载犛犃犚数据提取同名点性能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ＳＡＲＭａｔｃｈｅｓ

方法 ＳＩＦＴ ＵＲＳＩＦＴ ＤＡＳＳＩＦＴ

运行时间／ｓ ６２．７５ ２３．３０ １５．６０

待匹配影像对的

左图特征数／个
１５５２７ ４０６０ ４０１１

待匹配影像对的

右图特征数／个
２４０４１ ４０６２ ４００３

匹配点／特征点 ７１５／８３９ ５４７／５７５ ８２６／８４５

ＤＱ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５

２．３　星载犛犃犚匹配试验

为了着重分析信息熵自适应分布和双阈值最

优化筛选策略的有效性，这里进行了大尺度 ＵＲ

ＳＩＦＴ算法对比试验。试验数据是两幅Ｃｏｓｍｏ卫

星获取的四川成都地区包含山区和城市场景的数

据，图像尺寸分别为４５４０×３１４０和４７９６×

３６５８，获取时间分别是２０１１年７月和２０１１年５

月。相对于山区，城市地区特征明显，容易提取更

多的特征点。

图４是不同算法进行匹配试验提取的同名点

情况。从图４中可以明显看出，标准ＳＩＦＴ算法

和ＵＲＳＩＦＴ算法提取出的同名点主要集中在特

征明显的城市区域，山区场景特征点提取的数量

较少，尤其是如图４（ａ）、４（ｂ）方框所示区域；大尺

度ＵＲＳＩＦＴ算法在特征不明显的山区提取的同

名点数有所增加，相应的特征分布质量有所提升，

如图４（ｃ）中的方框区域；而本文提出的 ＤＡＳ

ＳＩＦＴ算法不仅在特征明显的城市区域能提取出

一定数量、分布均匀的同名点，而且在特征不明显

且存在局部畸变的山区，也能提取出数量和分布

合理的同名点，如图４（ｄ）中的方框区域。表２定

量描述了四种算法同名点的提取情况。

图４　不同算法提取同名点试验

Ｆｉｇ．４　Ｍａｔｃｈ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表２　星载犛犃犚数据提取同名点性能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ＳＡＲＭａｔｃｈｅｓ

方法 ＳＩＦＴ ＵＲＳＩＦＴ
大尺度

ＵＲＳＩＦＴ

ＤＡＳ

ＳＩＦＴ

运行时间／ｓ ６７．９２ ３３．４１ １９．８６ １８．７０

待匹配影像对的左

图特征数／个
１１４５６ ４０８２ ３７３１ ４０３２

待匹配影像对的右

图特征数／个
３３３８２ ４０９２ ３８６９ ４０５３

匹配点／特征点 ３３／１４２ ５５／１００ ８１／１４１ １０９／１４２

ＤＱ ０．１７１ ０．１８９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２

３　结　语

针对ＳＡＲ图像数据匹配过程，提出了一种

自适应控制同名点均匀分布的算法。算法可应

用于机载和星载ＳＡＲ数据，即使是对于场景复

杂的图像数据，也可以提取出一定数量且分布

合理的稳定特征点，而且具有一定的抗噪声干

扰和局部畸变影响的能力。与原始的ＳＩＦＴ算

法相比，本文算法可能会减少一些匹配点对的数

目，但是在计算效率、分布质量等方面得到了有效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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