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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维重建可用于数字高程模型制作、机器人导航、增强现实和自动驾驶等。视差图是三维重建中一种

重要的表达方式，而立体密集匹配是使用最广泛的获取视差图的技术。近年来，随着硬件、数据集、算法的发

展，基于深度学习的立体匹配方法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这些方法通常在近景立体像对

中进行测试，很少被用于遥感影像中。回顾了双目立体匹配的深度学习方法，选出了代表性的 5种经典深度

学习模型——GC‐Net(geometry and context network)模型、PSM‐Net（pyramid stereo matching network）模型、

GWC‐Net（group‐wise correlation stereo network）模型、GA‐Net（guided aggregation network）模型、HSM‐Net
（hierarchical deep stereo matching network）模型，将其应用于一套开源街景数据集（KITTI2015）和两套航空遥

感影像数据集（München、WHU）；分析了各种网络的实现方法，探讨了深度学习在遥感影像立体匹配中的性

能，并与传统方法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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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体像对估计视差是摄影测量和计算机

视觉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1］，其关键任务是寻找

同名特征点的像素对应关系，通常称为立体匹配

或立体密集匹配。考虑一对在水平方向上不同

视点拍摄的左右影像对，计算左图中每个像素点

在右图中的位置，并得到每个点的视差值 d。因

此，左影像中某个像素点（x，y）在右影像中的位

置为（x－d，y），该点的深度值（即物方点到相机

中心的距离）可以通过公式 z=fB/d获得，其中 f
为相机的焦距，B 为相机中心的距离（即基线

长）［2］。对于一对双目视觉图像，需要经过极线校

正后才可用于双目立体匹配。而校正被定义为

每张图像平面的旋转变换使它们的共轭极线共

线，并且平行于图像的某一个轴［3］。高效、准确的

立体匹配算法除了可应用于数字地表模型（digi‐
tal surface model，DSM）和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的制作外，对于许多需要

快速和可靠响应的现实应用也至关重要，如机器

人导航、增强现实和自动驾驶等。目前，主流的

立体匹配方法基本都可以划分为 4个步骤［4］，即

匹配代价的计算、匹配代价的聚合、通过优化能

量函数确定视差、视差值的精化。其中传统的匹

配代价聚合是通过对窗口内的匹配代价进行求

和或求平均来执行［5］。现在的深度学习方法表

明，匹配代价计算、代价聚合和视差计算步骤可

以整合到一个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中 ，直 接 从 立 体 图 像 来 估 算

视差［6］。

最近的国内外研究表明，立体匹配可以借助

深度学习方法完成。其中，利用卷积神经元网络

学习立体影像中的几何和上下文信息是研究重

点。在几何学领域中，卷积神经网络已经被广泛

地应用于密集匹配、同步定位与建图、三维重

建［7］。 例 如 ，GC-Net（geometry and context net‐
work）［8］提出一种端到端的监督学习方式，通过构

建代价体表示左右影像的对应关系，利用 3D卷

积从代价体中学习到视差图。在 GC-Net的基础

上，PSM-Net（pyramid stereo matching network）［9］

引入了空间金字塔池化（spatial pyramid pooling，
SPP）模块和膨胀卷积，将像素级特征扩展到具有

不同尺度的区域级特征，结合全局和局部特征线

索，形成可靠的视差估计代价体，利用全局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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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信息进行立体匹配。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特

征中的全局和局部信息，GWC-Net（group-wise
correlation stereo network）［10］在构建匹配代价体

时提出组相关的策略，即对多通道的特征图沿着

通道分组，用向量内积的方式计算左右特征组间

的相似度关系，最大可能保留了更多的代价信

息。为了处理高分辨率影像，HSM-Net（hierar‐
chical deep stereo matching network）［11］采用编码 -

解码器的结构，先由立体像对编码得到多尺度特

征，再利用由粗到精的金字塔结构对多尺度代价

体解码得到高分辨率视差图。

虽然上述 3D卷积方法可以很好地学习视差

方向上的上下文信息，但所需要的内存与时间消

耗却十分巨大，在硬件条件的限制下，处理大视

差搜索范围的影像需要引入额外的数据处理操

作。因此，GA-Net（guided aggregation network）［12］

提出了两种新的层结构——半全局聚合层（semi-
global aggregation layer，SGA）与局部引导聚合

层（local guided aggregation，LGA），来代替广泛

采用的 3D卷积层，以减少内存消耗和计算复杂

度 。 SGA 层 是 传 统 半 全 局 匹 配（semi-global
matching，SGM）算法［13］的可微分近似，而 LGA
层则源于传统的代价滤波策略，被用于改善细微

结构。为了解决视差不连续处的边缘变粗的问

题，文献［14］提出基于稀疏点的高效、灵活的代

价聚合方式，形式和可形变卷积类似。文献［15］
提出了一种稀疏成本体积网络，在构建 3D代价

体时去掉了批处理维度，使得代价体可以用 2D
卷积层处理，显著提升了速度。文献［16］将深度

学习的密集匹配方法应用于航空遥感影像，取得

了优于传统方法的效果。文献［17］提出了一种

循环编码-解码器的结构，可用于多视角立体像对

的密集匹配中，提高了匹配的精度。文献［18］提

出了一种由粗到精的立体匹配算法，可以获得更

精细化的视差。

由此可见，深度学习已经在立体像对的密集

匹配中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相比于传统的立体

匹配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

点。然而，这些主流的深度学习密集匹配方法仅

在近景数据集中进行了广泛验证，而在航空遥感

影像中应用极少。在遥感影像密集匹配中，这些

方法是否优于传统方法仍需要大量验证。本文

评估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深度学习方法，并在三

种不同类型的密集匹配数据集中测试了深度学

习方法的性能表现。

1 深度学习密集匹配方法

本文选取了 5种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深度学习

方 法 ，分 别 是 GC-Net［8］、PSM-Net［9］、GWC-

Net［10］、HSM-Net［11］、GA-Net［12］，用于评估不同模

型的性能。其中，GC-Net的创新性在于其利用

3D卷积实现了端到端的密集匹配算法；PSM-Net
改进了 GC-Net中的特征提取和代价匹配模块，

引入 SPP层和堆叠漏斗网络，充分利用图片中的

几何和上下文信息；GWC-Net在形成代价体时既

包含组相关代价体，又包含聚合代价体，充分利

用特征中的信息；GA-Net提出用 2D卷积层替代

广泛使用的 3D卷积层，使用引导聚合的方式减

少网络计算复杂度；HSM-Net提出编码 -解码器

结构，由粗到精地解码图片，使其分辨率逐渐

提高。

1.1 GC-Net

GC-Net［8］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密集匹配算法

之一，后续的许多算法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改

进。其创新性地提出了代价体的形式，并利用 3D
卷积的概念获得更多的几何和上下文信息，从核

线影像中直接回归出视差图。将预测结果与真

实视差图进行比对，再将误差反向传播进行迭代

直至网络收敛。

GC-Net采用端到端的学习方式，直接从核

线立体像对中学习得到视差图，可以大大减少工

程设计的复杂性。整个 GC-Net模型由 4个步骤

组成：（1）利用共享权重的 2D卷积层提取影像的

高维特征，得到一系列下采样两倍后的特征图；

（2）将左特征图和对应通道的右特征图在视差方

向上逐像素错位串联得到代价体，对于每个立体

像对，形成大小为 H×W×（Dmax+ 1）×C的 4维
张量，其中H、W为影像的高、宽，Dmax为最大视差

值，C为特征通道数；（3）为了更好地利用上下文

全局信息，利用多尺度的 3D卷积和 3D反卷积对

代价体进行规则化操作，并应用一个单独的 3D
反卷积将代价体上采样回原始影像大小；（4）对

代价体应用 soft argmax操作，将匹配代价转换为

归一化后的概率体，将概率值作为权重，沿视差

方向求加权平均，得到视差图。GC-Net网络结

构示意图如图 1所示。

1.2 PSM-Net

PSM-Net［9］的主要创新点是引入 SPP模块和

堆叠漏斗网络，相比于 GC-Net方法，它能够更加

充分地利用上下文信息。其中，SPP模块通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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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同尺度和不同位置的环境信息构建代价体

来充分利用全局环境信息，后续采用结合中间监

督的堆叠漏斗 3D卷积网络调整匹配代价体。在

卷积神经网络中，首先原始图像经过整个网络，

在每层之后生成特征图，然后利用特征图中相近

的特征进行池化操作，这样能够保留一些全局的

空间特征［19］。PSM-Net网络结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在 2D特征提取阶段，为了扩大网络的感受

野，获得更大范围的上下文信息，第 1个卷积层往

往 使 用 较 大 的 卷 积 核（7×7 或 11×11），而 在

PSM-Net网络中仅使用 3×3的小卷积核，通过 3
个卷积层级联的方式构建一个具有相同感受野

的更深层次的网络，显著降低了计算量。通过特

征提取，输出特征图的大小为输入图像大小的

1/4×1/4。随后在输出特征图上应用 SPP模块

进一步收集上下文信息，使用自适应平均池化将

特征压缩到 4个尺度上，并紧跟一个 1×1的卷积

层来减少特征通道数，之后采用双线性插值的方

法将 4个尺度的特征图上采样，以恢复到输入特

征的大小。

PSM-Net采用与 GC-Net相同的操作来构建

四维匹配代价体。为了能够充分学习全局上下

文信息，采用堆叠漏斗结构的 3D卷积网络规则

化代价体。该结构主要由 3个相同的漏斗模块构

成，其本质是一个 3D的多尺度编码-解码结构，每

一个模块都会利用上采样函数以及与 GC-Net相
同的回归方法得到视差图，整个规则化网络共获

得 3个视差结果，可以计算 3个损失值作为中间

层监督，总的训练损失为 3个损失的加权求和值。

在测试阶段，将最后一个模块的输出结果作为最

终的视差图。PSM-Net在 GC-Net框架的基础

上，充分考虑了全局环境信息与局部细节的结

合，在弱纹理和无纹理等病态区域具有很高的鲁

棒性。

图 1 GC‐Net网络结构示意图 [8]

Fig.1 Diagram of GC‐Net Network Structure[8]

图 2 PSM‐Net网络结构示意图 [9]

Fig.2 Diagram of PSM‐Net Network Structur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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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WC-Net

GWC-Net［10］是在 PSM-Net的基础上进一步

优化。目前，主要有两种主流的代价体构建方

式，一种是 DispNetC［4］中采用的左右特征取内积

的方式，另一种是 GC-Net提出的左右特征逐像

素错位串联的方式［8］。但是，前者通过点积记录

特征相似性，丢失了大部分信息，而后者需要更

多的参数量学习相似性度量函数。GWC-Net创
新性地提出了组相关的策略，用于代价体的构

建，以解决上述缺点。

组相关策略将特征分成多组并逐组计算相

关图。在构建代价体时，先将左右特征沿着通道

维度分成 N个组，在所有视差水平上，将第 i个左

特征组与对应的第 i个右特征组取内积计算相关

性，获得多个分组相关图。将所有相关图堆叠成

一个［N，D/4，H/4，W/4］大小的四维组相关代

价体，其中，D为最大视差值，H和W分别为输入

影像的高和宽。为进一步提高模型性能，同时构

建级联代价体［10］，将两种形式的代价体进行组

合。GWC-Net中构建的代价体包含内积和串联

两种形式的代价表示，能够充分利用图像中的信

息。GWC-Net网络结构示意图如图 3所示。

GWC-Net结构参考了 PSM-Net网络，除了

采用组相关的方式构建代价体外，还对原有的 3D
聚合网络进行了细节优化。首先在漏斗模块最

后一个上采样层前，添加一个由卷积层构成的辅

助输出模块；然后移除不同漏斗模块结构之间的

残差连接，减少计算复杂度和模型预测所需时

间 ；最 后 在 两 个 漏 斗 模 块 的 连 接 处 添 加 一 个

1×1×1大小的卷积层，在不增加计算成本的情

况下提高模型性能。该模型提出的组相关策略

利用了传统相关匹配代价的计算方式，为 3D聚

合网络提供了丰富的相似性度量特征，相比于串

联代价体，显著降低了参数需求。

1.4 GA-Net

为了准确地估计视差，无论是在传统方法还

是深度学习网络模型中，对匹配代价进行聚合都

是至关重要的。由于 3D卷积层具有立方的复杂

性，因此在实际应用时具有极大的显存占用和计

算资源消耗。GA-Net［12］提出了两种由 2D卷积

层组成的代价聚合层，可用来代替广泛使用的 3D
卷 积 层 ，分 别 用 于 捕 获 局 部 和 全 局 的 代 价 依

赖性。

第一种是 SGA，它是 SGM方法［13］的可微分

近似，可以在不同的方向上聚合匹配代价，有利

于在遮挡区域或无纹理区域处实现精确的视差

估计。传统的 SGM方法从 16个不同的方向聚合

匹配代价，但无法直接应用于端到端的立体匹配

网络中。因为 SGM方法有自定义参数，用来控

制视差图的不平滑和不连续，但是参数都是手动

设计的而且不易调整［20］。Zhang等［12］设计了一种

新的支持反向传播的半全局代价聚合步骤，表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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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p,d )= w 0 ( p,r )⋅C ( p,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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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p- r,d )+

w 2 ( p,r )⋅CA
r ( p- r,d- 1 )+

w 3 ( p,r )⋅CA
r ( p- r,d+ 1 )+

w 4 ( p,r )⋅ max
i
C A
r ( p- r,i )

s.t. ∑
i

w i ( p,r )= 1, i= 0,1,2,3,4

（1）

其中，CA
r ( p，d )表示像素位置为 p的候选视差 d，

沿单位向量 r方向聚合的代价体；C ( p，d )表示像

素位置为 p的候选视差 d的代价体；wi（i=0，1，2，
3，4）表示由引导网络产生的权重矩阵值。通常

一个密集匹配算法采用绝对误差之和来计算每

个位置 p上所有视差 d的匹配成本 C［21］。

另一方面，上下采样被广泛用于立体匹配模

型中，但会使目标的边缘模糊。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Zhang等［12］提出了 LGA。它可以优化薄结构

区域和物体边缘，恢复上下采样造成的细节损

图 3 GWC‐Net网络结构示意图 [10]

Fig.3 Diagram of GWC‐Net Network Structur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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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和传统的代价滤波不同，LGA在每个像素位

置 p上有 3个K×K的滤波，分别对应视差 d、d－1、
d+1，在每个像素位置 p的局部区域中，LGA采

用 K×K×3的权重矩阵进行聚合，它可以表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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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 p,d )= ∑ q∈NP
ω 0 ( )p,q ⋅C ( q,d ) +

∑ q∈NP
ω 1 ( )p,q ⋅C ( q,d- 1 )+

∑ q∈NP
ω 2 ( )p,q ⋅C ( q,d+ 1 )

s.t. ∑
q∈NP

ω 0 ( )p,q + ω 1 ( )p,q + ω 2 ( )p,q = 1

（2）

其中，CA ( p，d )表示像素位置为 p的候选视差 d

的聚合代价体；C ( q，d )表示像素位置为 q的候选

视差 d的代价体；ω 0、ω 1、ω 2为 3个过滤器的权重

矩阵值。

GA-Net网络结构示意图如图 4所示。先用

共享权重的堆叠漏斗网络提取左右影像的特征，

然后利用文献［8］中的方法构建 4D代价体，最后

将代价体输入到聚合模块中进行规则化和视差

回归。图 4中绿色的引导子网络负责为 SGA和

LGA生成代价聚合权重，其中 SGA层从 4个方

向进行聚合匹配代价，LGA用在视差回归之前，

以达到优化 4D匹配代价体的目的。实验中采用

Smooth L1损失函数，相对于 L2损失函数来说，L1
损失函数在不连续视差处具有鲁棒性，并且对奇

异值和噪声具有低敏感性。

GA-Net仅采用两个 GA层和两个 3D卷积层

的代价聚合模块就超过具有 19个 3D卷积层的

GC-Net［8］，且一个GA层的计算复杂度仅为 3D卷

积层的 1/100，这就使得 GA-Net模型能实现高精

度的实时预测。

1.5 HSM-Net

由于显卡内存的限制，很多先进的方法难以

处理高分辨率图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Yang
等［11］提出了HSM-Net，用于从由粗到精的特征结

构中搜索视差的对应关系。传统的立体匹配算

法中引入了由粗到精的金字塔匹配策略，在较粗

分辨率的影像上估计视差，再将其用作精细尺度

视差估计的初值或约束。虽然这种方法的效率

很高，但难以恢复粗分辨率下消失的细小结构。

相反，HSM-Net设计了一个高分辨率的金字塔解

码器结构，可以由粗到精地解码影像特征，使其

分辨率逐渐提高。HSM-Net模型的网络结构示

意图如图 5所示。

HSM-Net的关键设计原则是由粗到精，逐步

细化视差图，其主要由 3个模块组成，即立体像对

特征提取模块、金字塔代价体解码器模块、视差

回归和误差统计模块。特征提取模块中的特征

编码器由 4个不同尺度的残差模块组成，负责由

粗到精地提取影像中不同细节级别的特征，并在

每个尺度的特征图上运用 SPP层［9］进一步融合影

像的全局信息。获得左右图像的特征之后，通过

沿视差方向逐像素错位对齐获得 4D代价体，与

主流的串联左右影像特征形成代价体不同，HSM
采用同一视差水平下特征图相减的方式构建代

价体，这样可以减少通道，降低 3D模型的运算负

担。模型中构建了 4个尺度的代价体，组成金字

塔结构，其影像分辨率和视差分辨率逐级增加。

随后利用一个特征体解码器模块对不同尺度的

代价体顺次进行规则化。

在解码器中，先用 6个 conv3D模块处理代价

体，每个模块中包括 2个 3D卷积层和 1个残差连

图 4 GA‐Net网络结构示意图 [7]

Fig.4 Diagram of GA‐Net Network Structur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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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结构，再用 3D结构的金字塔池化层（SPP结构

的扩展）学习代价体中的全局信息。经解码器输

出的低分辨率代价体通过上采样与下一尺度的

代价体融合并继续进行规则化。利用 HSM模型

中的金字塔代价体解码器结构可以得到不同尺

度的规则化 3D代价体，之后对每个尺度的规则

化代价体应用相应的视差回归模块即可生成 4个
尺度的视差图，将 4个尺度的损失值加权求和作

为总的损失值，以指导网络的训练。因为 HSM
模型结构简单，所以训练时需要的参数较少，速

度很快，可以满足自动驾驶中对程序实时性的

需求。

2 数据集

为了全面评估深度学习算法在不同数据集

下的性能表现，本文实验采用 3套不同类型的数

据集：KITTI是开源的街景数据集，München是
采集自航摄平台的航空遥感影像数据集，WHU
是合成的虚拟航空影像数据集。

2.1 KITTI2015数据集

KITTI街景数据集由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

学院和丰田美国技术研究院联合创办，是目前国

际上最大的自动驾驶场景下的算法评估数据

集［22］。该数据集的采集平台配有 2个灰度摄像

机、2个彩色摄像机、1个 64线激光雷达、4个光学

镜头以及 1个 GPS导航系统。KITTI2015数据

集包含 200张训练图像和 200张测试图像，左右

影 像 已 被 纠 正 为 核 线 立 体 像 对 ，平 均 大 小 为

1 242×375 像 素 。KITTI数据集提供的真值是

激光雷达扫描得到的稀疏点云转换而来的视差

值，本文将其中具有真值的训练数据的 80%作为

训练集，剩余 20%作为测试集以统计精度。

2.2 München数据集

München数据集采集自航摄飞机拍摄的航

摄影像，为德国慕尼黑区域的部分场景，包含 3条
航带，共 15张 14 114×15 522像素的航空影像，

具有 80%的航向重叠度和 80%的旁向重叠度。

作为参考的地面真实深度值以半密集的 DSM形

式提供，该 DSM是由 7个商业软件经匹配和重建

生成的，取其平均或最优值作为最终深度值。由

于单幅影像尺寸较大，在数据预处理时，选择其

中一部分真值覆盖度较完整和地物类型较丰富

的区域，将其裁剪为 575×271的图像块，共 261
对，取其中 80%作为训练集，20%作为测试集。

2.3 WHU数据集

WHU数据集是一个虚拟的大型航空遥感数

据集［17］。该虚拟航空数据集是从高精度三维数

字表面模型虚拟投影成像而得，数据集覆盖了贵

州省湄潭市 6.7×2.2 km2的区域。影像的模拟飞

行高度约为 550 m，对应地面分辨率约为 0.1 m。

在 11个航向重叠度 90%、旁向重叠度 80%的条

带中共捕获 1 776幅图像，大小为 5 376×5 376像
素，对应的 1 776幅深度图为真实值。其中，立体

匹配数据集包括 261组核线立体像对用于训练，

93组用于测试。数据集提供了裁剪为子块后的子

集，每组像对裁剪为 80对 768×384大小的子图。

图 5 HSM‐Net网络结构示意图 [11]

Fig.5 Diagram of HSM‐Net Network Structur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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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全面评估深度学习模型在航空遥感影

像中的性能和泛化能力，本文设计了两类实验。

第 1类是利用 3套数据集 KITTI2015、München、
WHU测试上述 5种深度学习方法的性能，并与经

典的 SGM方法作对比。第 2类是测试深度学习

模型的泛化能力，将 3套数据集在 PSM-Net网络

上的预训练模型不加调整直接应用到目标数据

上，对比分析模型的退化程度。

3.1 深度学习方法和传统 SGM方法的比较

误差统计中采用 3像素误差占比作为评价模

型精度的指标，即预测值与真实视差值相差超过

3个像素就被认为是误差，统计误差点占所有有

效像素的百分比。5种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和测

试都在 GTX1080Ti显卡上完成，显存为 11 GB。
受 网 络 结 构 的 影 响 ，输 入 GC-Net、PSM-Net、
GWC-Net、HSM-Net的图像块尺寸需为 32的倍

数，输入 GA-Net的图像块尺寸需为 48的倍数。

以上几种模型都基于 Pytorch深度学习框架实

现。所有模型都使用 Adam优化器进行优化（其

中 ，参 数 β1 = 0.9，β2 = 0.999）。 在 训 练 KIT‐
TI2015数据集时将裁剪尺寸设为 512×256，最大

视差搜索范围 D设置为 128，学习率设为 0.001。
受限于显卡的显存，批处理的大小设置为 1。深

度学习模型和传统 SGM方法在 3套数据集上的 3
像素误差占比见表 1。

由表 1可见：（1）5种深度学习模型在 3套数

据集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除WHU数据集外，

其他两套数据集的精度均远高于传统 SGM方

法。由于WHU是在条件良好的虚拟场景中模拟

生成的，而其余两套数据集为真实影像，SGM方

法在数据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很好的

结果，但相比较而言，深度学习方法对复杂条件

下的数据具有更好的稳健性。（2）由于模型对数

据的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在标准计算机视觉数据

集 KITTI2015上取得最好效果的深度学习模型

如 PSM-Net，在航空遥感影像中不一定取得最好

的效果。

为了比较各种深度学习模型训练中的参数

和运行时间，以 KITTI2015数据集为例，将其裁

剪为 256×512（其中 GA-Net为 240×528）的大

小，输入到深度学习模型中，统计参数量和运行

时间，结果如表 2所示。其中，参数量以MB为单

位，是整个网络训练过程中所有的模型参数数

量；运行时间以 s为单位，统计测试中每产生 1幅
视差图所需要的时间。由表 2可见，各类深度学

习模型的参数量和运行时间都在同一数量级上。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各模型之间的差别，将

KITTI2015和 München数据集中一对立体像对

的视差结果进行可视化，如图 6所示。由图 6可
见，深度学习方法预测的视差图比传统 SGM方

法更加平滑和完整。由传统 SGM方法得到的视

差图存在空洞，需要通过后处理来填充空洞区

域，而深度学习方法不需要后处理，直接端到端

学习得到视差图。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类方法

都存在一定的粗差，导致在色彩拉伸时产生了颜

色不一致（如München图像），而这并不影响精度

的评定。

3.2 迁移学习

迁移学习是将一个数据集上训练的模型直

接应用于另一个数据集上进行预测，这样可以测

试深度学习模型的泛化能力。显然，一个模型的

泛化能力是迈向工程应用最重要的能力。将迁

移学习的策略引入航空遥感影像是基于少量样

本也可微调深度学习模型的假设［23］。表 3 是

PSM-Net的预训练模型在目标数据集上的测试

结果（3像素误差占比）。例如，对于München目
标数据集，若用自身作为源数据集进行训练，其 3
像素误差占比为 3.69%；若采用 KITTI2015作为

源数据集，其 3像素误差占比为 8.84%。

总体而言，基于 PSM-Net的深度学习方法具

表 1 深度学习模型和 SGM方法在 3套数据集上的

3像素误差占比/%
Tab.1 Percentage of Three‐Pixel Errors of Deep Learn‐
ing Models and SGM Method on Three Datasets/%

数据集

KITTI2015
München
WHU

深度学习模型

GC-

Net
4.63
4.13
0.99

PSM-

Net
3.23
3.69
1.05

GWC-

Net
5.03
3.18
0.94

GA-

Net
4.32
2.64
3.53

HSM-

Net
6.55
4.66
4.12

SGM

10.67
9.19
1.37

表 2 深度学习模型的参数量与运行时间

Tab.2 Parameter Numbers and Running Time of Deep
Learning Models

统计项

参数量/MB
运行时间/s

GC-

Net
3.18
0.36

PSM-

Net
5.28
0.29

GWC-

Net
6.91
0.08

HSM-

Net
3.71
0.05

GA-

Net
4.48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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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泛化能力，在 KITTI2015数据集上训练

出来的模型可以直接用在München和WHU数据

集 上 ，并 能 取 得 不 错 的 效 果 。 而 München 和

WHU的预训练模型在航空影像上的迁移效果要

优于 KITTI2015的预训练模型，模型的退化程度

更小，这是由于两套航空影像具有更加相似的影

像特征，模型的泛化性更好，可重用性也更高。

表 现 较 差 的 是 用 WHU 训 练 的 模 型 直 接 预 测

KITTI2015数据集，这可能是由于WHU的特征

无法概括KITTI2015数据集的特征。

结合表 2和表 3可以看出，如果用WHU数据

集训练，在München数据集上直接预测的精度要

高于 SGM 方法；而用 München数据集训练，在

WHU数据集上测试，其精度要低于 SGM方法。

这说明在真实应用中（无待处理数据的训练样

本），深度学习方法已经对传统方法构成挑战，但

泛化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

4 结 语

本文将深度学习的立体匹配方法应用到航

空遥感数据集中，在多个数据集上和传统的 SGM
方法进行比较，并分析了深度学习方法的泛化能

力。实验结果表明，首先，深度学习方法能很好

地应用于航空遥感数据集，并取得较好的精度；

其次，深度学习方法取得的精度优于传统方法，

可以实现端到端匹配，无需后处理；最后，深度学

习方法具有较强的泛化能力，在标准计算机视觉

数据集 KITTI2015上训练的模型可以直接应用

到航空遥感数据集中，但精度有一定程度的下

降，与传统方法相比，优势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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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Dense Stereo Image Matching Method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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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3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production, robot naviga‐
tion, augmented reality and autonomous driving, etc. Disparity map is an important expression of 3D recon‐
struction, and stereo matching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technology to obtain a disparity map. In re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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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ardware, data sets, and algorithms, stereo matching method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However, these works are
mainly validated in close‐range images, and the evaluation on remote sensing aerial images is scarce. This
paper reviews deep learning methods for stereo matching, and selects five representative models, such as
GC‐Net (geometry and context network), PSM‐Net (pyramid stereo matching network), GWC‐Net (group‐
wise correlation stereo network), GA‐Net (guided aggregation network), HSM‐Net (hierarchical deep ste‐
reo matching network), and applies them to a set of open source street ‐ scene datasets (KITTI2015) and
two sets of aerial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sets (München, WHU). The various networks are analyz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deep learning stereo matching methods is discussed and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s that most of the deep learning methods exceed the classic semi‐
global matching and had a powerful generalization ability on cross‐dataset transfer.
Key words：dense matching；deep learning；aerial remote sensing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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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avelers and thus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pidemic. However, these data can only provide
positions of long‐term stays of travelers, but not short‐ term stops and the vehicles they are taking, which
are also common spaces of transmission.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online transportation data such
as route recommendation and train tables to characterize the route taken by interregional travelers when
evalu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cases. We propose an approach to support risk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pidemic spread and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ntrol, aiming to improve our spatial governing capabilities in
face of an epidemic. It involves estimating outflow cases using recent population flows and previous compa‐
rable flows, projecting the probable route they will take using online map route recommendation and flight
calendar/train tables, locating short ‐ term stops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ed routes, and thus formulating
transportation restriction policies to lower further regional transmission. The key and distinct step of this ap‐
proach is to locate potential stops of regional travelers, which is achieved by combining the proportion of
transportation mode choice and minimum time strategy. The effectiveness and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probable routes are verified with active cases data, population flow data and transportation data in January,
2020. Results show that introducing anticipated short ‐ term stop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fitting perfor‐
mance of population flow data to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tive COVID‐19 cases.
Key words：population flow；regional transportation；epidemic control；decis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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