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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R-DSmT 的景象匹配辅助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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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适配指标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 CR-DSmT 多指标融合的景象匹配辅助导航适配性分析方
法。首先提出多个改进适配性评价指标，然后将基准图的适配性分析看作多个适配指标融合的推理过程，在
同时包含冲突和不确定的 DSmT 框架下加以分析。实验分析结果证明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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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ility analysis on scene matching aided navigation
based on CR-DS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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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al with existing problems of matching suitability, this paper presents a scene matching
suitability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CR-DSmT, which fuses multiple metrics to provide the robust
selection of suitable matching areas.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presents some improved suitability
evaluation metrics, and then poses the suitability analysis on the reference image as a reasoning process
with these multiple metrics, which puts the conflict and uncertainty into the DSmT framework.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e validity of this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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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景象匹配是指将两幅在不同时间或不同环境条件下拍摄的图像进行目标、特征点、地形等方面的匹

配，以确定两者在位置或属性上的关联，是一种重要的视觉导航方法。景象匹配过程通常包括图像特征
提取、相似性度量、匹配搜索策略、虚假匹配剔除等过程。近十年来，国内外对景象匹配原理与方法开
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已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1~3]。但由于使用环境条件恶劣，景象匹配辅助导航定
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为了获得高性能的定位结果，景象匹配辅助导航系统在提高匹配算法性能的同时，还需选择合适的
适配区域，这样才能使高性能的匹配算法“有的放矢”。但是，目前关于景象匹配区域选择的适配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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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成熟的解决方案。景象匹配适配性分析是景象匹配导航系统中一项用于预先评估、分析匹配性能的
专业技术，该技术可根据景象匹配导航系统对匹配性能的要求，在基准图选择时，通过对候选景象覆盖
区域匹配性能的分析、预测和评价，确定该区域是否可作为景象匹配区。景象匹配适配区域选择是景象
匹配导航系统应用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景象匹配算法得以工程应用的关键，因此对景象匹配区域
进行适配性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1

适配性分析研究现状
景象匹配区域适配性分析研究是伴随景象匹配在组合导航中应用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JOHNSON[4]

基于一系列基本假设（基准图和附加噪声均为平稳各态历经的高斯过程），最先给出了正确匹配概率定义
和近似理论估计方法，奠定了景象匹配算法性能研究的理论基础。在 JOHNSON 的假设下，RATKOVIC
等[5]所建立的信噪比与正确截获概率间的关系成为关于景象区域适配性较早的理论研究。但随着研究深
入，国外有关文献[4~5]逐步转向研究图像配准与目标跟踪背景下基于特定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的特征提取和特征选择问题，而关于组合导航背景下图像 ROI 选择的文献始终非常有限。相反地，
国内许多高校与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如国防科技大学的沈林成小组[6~8]、华中科技大学图像所[9~11]、第二炮
兵工程学院[12~13]、上海交通大学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研究所[14~15]等对景象匹配区域适配性分析展开了深
入的研究[16~18]，并指出正确匹配概率与匹配精度是评价景象匹配性能的重要指标。刘扬等[19]和王刚等 [20~21]
则进一步分析了正确匹配概率与信噪比、独立像元数的关系，指出可用信噪比、独立像元数和匹配次数
来计算正确匹配概率及匹配精度。根据所依据的原理不同，目前匹配区域适配性分析方法可分为直接基
于图像信号相关计算的方法与基于综合特征评价的方法两类。
直接基于图像信号相关计算方法将匹配问题看作某个信号序列在另一个由该信号序列变形而来的信
号序列中的定位问题。在对变形信号（实时图）参数作适当假设（如 JOHNSON 假设）之后，利用两信
号的相关度衡量区域的适配性能。王晓静等[22]假设图像的相关函数为白噪声，提出一种根据最小相关长
度选择最佳匹配区的方法；针对 JOHNSON 假设理论中景象信号和附加噪声为零均值齐次高斯随机场不
符合实际情况等，张国忠等[23]与张涛[24]建立景象的离散分数布朗随机场模型，并提出了基于分形特征的
景象适配性分析方法。此类方法优点是当参数确定后能对景象区域适配性结果给出深入的理论评价，但
假设的参数模型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所需参数难以获取[6]。
基于综合特征评价的适配性分析方法是通过对图像像素点及区域特征进行综合评价以确定区域的适
配性能。谢亚滨等[25]从基准图频域内重复模式的度量以及重复模式占参考图百分比来定量分析基准图的
可匹配度，但忽略了多个图像特征在影响匹配性能时相互之间的联系，因此选取的景象匹配区并不可靠；
江标初等[26]从匹配区的信息量、稳定性和唯一性角度，提出了一种多层次分级选择方法用于计算最佳的
景象匹配区。然而，上述方法均只考虑了单一因素造成的影响。杜菁等[10]建立了 SNR 的三维模型，用
于计算图像的重复模式、信噪比与匹配概率间的关系模型，但该方法没有考虑边缘特征，而且不同景象
匹配算法对不同特征的基准图具有各自特定的适应性，若单纯对预选基准图自身特征参数进行统计分析，
并不能保证使用的匹配算法达到较高的匹配概率。李俊等[15]首先采用匹配相关面主峰曲率、可跟踪度及
特征密度 3 种局部稳健性度量指标，然后借助简化 Mumford-Shah 模型算法将基准图像划分为适配区和
非适配区；基于视觉内容的自相似性，PANG 等[27]建立匹配概率的预测模型，然而该方法计算量巨大。
文献[28]～[29]首先对边缘密度、图像熵等多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适配性指标进行适配性度量，然后通过
加权组合的方法求得最终适配性值，但权值往往难以准确获取。鉴于影响景象适配性能的特征参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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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并且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与制约，使其与匹配性能的关系难以显性描述，ZHANG 等[30]建立了一
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专家系统，但该系统的主要决策规则难以把握，实际应用困难；一些学者[9,14,31~32]采用
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等统计实验方法将图像中任意区域的匹配概率估计问题转化为待估区域内像素的
分类问题，从定量角度衡量导航基准地图中各个区域的匹配性能，为图像适配性分析引入新的思路，但
需要借助大量的仿真统计实验。为使综合特征量能准确而简洁地反映景象匹配区域的适配性能，卜彦龙
等 [7,33]在特征空间中依靠遗传进化算法获得各基本适配特征在给定效能评价函数下的最优合成方式，将
所得最优合成特征作为综合适配特征，用于对给定 SAR 景象区域的适配性能进行准确预测。这些基于综
合特征评价的适配性分析方法通过从图像信息的不同角度反映图像适配性能，虽然直观，但没有揭示各
类图像特征对景象匹配性能的作用机理，而且在确保图像特征信息完备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冗余
信息，增加了计算复杂度。
综上所述，影响适配区选择的因素包括景象的适配特征、基准图与实时图之间的成像差异以及匹配
性能要求等。由于上述各个因素之间有的相互制约，有的相互依存，导致景象匹配区的计算结果出现冲
突，甚至相互矛盾。为此，研究首先从适配指标选取准则出发分析现有适配指标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
可改进的指标，并给出采用不同指标构建基本置信指派（basic belief assingment，BBA）的方法，提出一
种基于 CR-DSmT 多指标融合的适配性分析方法。

2

改进的适配性分析指标

2.1

适配性指标选取准则
在景象匹配中，由于地物本身发生变化导致基准图像与实测图像之间存在差异，难以通过匹配算法

加以矫正，因此在适配区选取过程中，要选择地物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域，从而保证所拍摄实测图与基准
图差异相对较小。同时，地物特征的丰富程度对匹配能否成功以及匹配精度影响很大。比如，平坦沙漠
或海洋提供的信息量与特征明显的道路或者桥梁差别很大。不失一般性，实测图与基准图的信噪比 SNR
越大，则景象中包含的信息量越大。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基准图适配性分析是在景象匹配前脱机进行
的，实测图不能提前获得，一般通过计算基准图像与高斯噪声的方差比近似获得。此外，重复模式也是
重要的适配性评价指标之一，表示基准图中某些区域在灰度或其他特征上的相似程度，相似性越高越易
导致正确与错误匹配位置混淆，造成匹配误差甚至错误匹配的情况。因此，对基准图像区域重复模式的
度量非常重要。重复模式一般分析方法是在待选基准图中各个位置按照实测图大小截取一定的模板，然
后在该区域周围的邻域内滑动并按照一定的匹配算法计算得到邻域相关阵，统计大于设定阈值的数目比
例，值越大，则此区域内的重复模式越多，反之区域内重复模式越少，特征显著，适合作匹配区。
基于上述指标选取准则，常见的适配性分析指标有图像方差（image grayscale variance）、相关长度
（correlation length）、独立像元数（independent pixel）、纹理能量比（pattern energy ratio）、自匹配系
数（self-matching coefficient）、相关峰特征（correlation peak feature）、边缘密度（edge density）等。
其中，相关长度、相关峰特征和边缘密度等指标能相对比较确切、真实地描述景象（预选基准图）的
适配性能。
相关长度是反映图像灰度粗糙程度的参数，可作为度量邻域重复模式的指标。定义为自相关系数

ρi =1/e=0.368 时的位移增量 i 的大小，记为 L. 且认为图像中相隔距离大于 L 的 2 个像素均相互独立。相
关长度有方向性，对于二维景象图，一般求取水平和垂直 2 个方向的相关长度 Lx，Ly. 相关长度值越大，
说明邻域重复越严重，适配性越差。独立像元数 Np 是利用相关长度计算的指标，定义为 Np=(W/Lx)(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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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和 H 分别为图像的宽、高。常见的相关长度指标均基于灰度自相关系数直接提取，较少考虑到实际应
用中实测图容易受到干扰导致适配性发生变化的情形。在实际环境中，实测图与基准图有可能存在时间、
季节、气候等条件的不同，同时光照、噪声及抖动等因素均可能导致较大的灰度差异，当实测图与基准
图差异相对较大时，选用相关长度分析得到的适配区进行匹配，有时会出现错误。
相关峰特征一般采用主次峰比 MPSR 和最高峰尖锐度 MPCE 这 2 个指标，分别定义为

M PSR =

Vmax
，
Vsub

（1）

Vmax − E {V }

M PCE =

E{V } − ( E {V } )
2

2

，

（ 2）

其中，V 为相关面；Vmax 为相关面上的最高峰幅值；Vsub 为相关面上的次高峰幅值；MPSR 反映匹配算法
对相似景物的辨别能力（ MPSR>1），值越接近 1，表明算法分辨能力越低，导致失配的概率越大； MPCE
则测量相关峰值的尖锐程度。单帧匹配得到的相关峰特征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譬如有些相关峰在相关
面上呈现出明显的长条状分布，此时特征量可能并不很大，但相关峰度量值却可能较大，实际上此类相
关峰主峰也很容易带来匹配结果的漂移。
与灰度信息相比，边缘是相对稳定不变的特征，边缘密度则是体现图像边缘信息量的度量，边缘密
度大表明图像特征多，相应的匹配基准点多。边缘密度采用ρedge 表示，待选基准图中位置(u, v)处边缘密
度的计算公式为

ρedge (u , v) =

N edge
N total

，

（ 3）

其中，Nedge 为区域中边缘像素的个数；Ntotal 为区域像素总个数。需要注意的是，边缘密度并不固定，与
边缘提取效果密切相关，当图像受噪声干扰较为严重时，边缘密度指标会下降；同时，某些特征丰富，
但重复率较高的区域也会提取出较多的边缘，使边缘密度指标难以处理重复模式问题。
2.2

改进的适配性分析指标
针对相关长度、相关峰特征和边缘密度指标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对其进行适当的改进，

并提出相位相关长度、有效轮廓密度和多尺度边缘密度等 3 个改进指标。
2.2.1

相位相关长度

针对传统的相关长度计算过程中较少考虑实测图容易受到干扰，导致与基准图差异较大时区域适配
性发生变化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相位相关长度指标。首先对基准图进行相位一致性变换，获得对
噪声、光照均不敏感的相位一致性特征图，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计算相关长度。

MORRONE 等 [34]在研究马赫带现象时提出并通过实验证明了人类视觉感知的图像特征出现在傅里
叶谐波分量叠合最大相位处，特征类型由相位的值决定，论证了相位一致性与人类视觉系统对图像特征
的认知相符合。与灰度相比，相位一致性特征能够更好地描述图像的特征，具有局部光照和对比度不变
性的特点，同时对噪声干扰也不敏感。给定一维信号 f ( x) ，其傅里叶级数展开可表示为
f ( x) = ∑ An ( x) cos(ϕn ( x)) ，

（ 4）

n

其中，An(x)为傅里叶变换第 n 个余弦分量的振幅；ϕn(x)为在 x 处傅里叶变换成分的局部相位。则定义 f(x)
相位一致性变换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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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ϕ ( x )∈[ 0,2π )
∑ n An ( x)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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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中， ϕ ( x) 为相位的加权平均。可以看出，若所有傅里叶分量均有一致的相位，则比值为 1；反之，比
值为 0. 相位一致性变换值是一个无量纲的量，反映图像的相位特征信息。MORRONE 等[34]指出相位一致
性可以通过局部能量计算，具体公式为

PC( x) = E ( x)

∑ n An ( x) ，

（ 6）

其中，E(x)为 x 点处的局部能量，可表示为
E ( x) =

( f ( x) )2 + ( H ( x) )2

，

（ 7）

其中，H(x)为 f(x)的 Hilbert 变换。KOVESI[35]进一步借助 Gabor 滤波器修正了局部能量计算公式，并考虑
了频带展宽和噪声补偿，将相位一致性变换扩展到二维空间，图像 I(x, y)的相位一致性变换函数表示为
PC( x, y ) =

∑ o ∑ n Wo ( x, y) ⎢⎣ Ano ( x, y)ΔΦno ( x, y) − To ⎥⎦ ，
∑ o ∑ n Ano ( x, y) + ε

（ 8）

其中，Ano(x, y)为图像 I 在给定滤波器尺度 n 和方向 o 的振幅；Wo(x,y)为滤波器频带加权因子；To 为估计
噪声阈值；符号 ⎣ ⎦ 表示当值为正时取本身，否则取 0；ε 为小常量以避免分母为零； ΔΦno ( x, y ) 为相位
偏离函数[36]。
首先，按照公式（8）对待分析的基准图区域进行相位一致性变换得到相位一致性特征图，然后在特
征图基础上采用上述相关长度计算方法计算得到相位相关长度。
2.2.2

有效轮廓密度

为解决边缘密度指标中重复率较高的琐碎边缘带来的错误估计问题，提出了一种有效轮廓密度指标。
首先提取图像边缘，然后借助边界跟踪方法获取轮廓特征，进而生成轮廓链码，计算链码曲率极值与曲
率角点，在曲率角点处截断，根据长度判断是否为有效轮廓特征，最后，在有效轮廓特征图上采用边缘
密度计算方法计算有效轮廓密度。有效轮廓密度更好地反映了景物主要特征，而且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噪
声及重复率高的琐碎边缘干扰，流程如图 1 所示，其中阈值取 15 个像素点。

图1
Fig. 1

有效轮廓密度指标提取流程

Flowchart of effective contour density extraction

首先采用 canny 算子提取边缘，如果直接采用边缘图像进行边界跟踪提取轮廓，轮廓图会受到琐碎
边缘的影响，而且得到的轮廓链码复杂不单一，不方便使用。因此，对边缘图像进行 2 次去除交叉点和
分支点的操作，得到较为单一平滑的轮廓曲线，交叉点和分支点如图 2 所示。

第8 卷 第14 期
2015 年 7 月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a

b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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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叉点和分支点示意图

Schematic charts of crossing and bifurcation point
a—交叉点图；b—分支点图；c—模板图

a-Junction point map; b-Bifurcation point map; c-Template map

设一个点的周围 3×3 范围内，邻域像素按顺序表示为 P1→P8，那么交叉点可以定义为
8

∑ Pi − Pi +1

= 8，

（ 9）

=6，

（10）

i =1

其中，P9=P1. 分支点可以定义为
8

∑ Pi − Pi +1
i =1

其中，P9=P1.
边界跟踪提取轮廓后，采用 8 向 Freeman 链码进行编码。Freeman 链码特征具有计算简洁和旋转不
变的特点，对得到的链码{a1，a2，…，an}按照式（11）优化。

,
⎧b1 = a1，
⎨
,
⎩bi = qi ，

（11）

其中，qi 为使 qi-ai 被 8 整除的最小正整数 ( i = 2,3, ..., n ) ，优化后得到的改进 Freeman 链码更加平滑，并
且当图像旋转时，链码形状基本保持不变，然后采用高斯滤波进一步加以平滑。对得到的链码计算得到
曲率，对于链码{a1，a2，…，an}，第 i 点的曲率计算公式为

{

}

ki = max ai − j − ai + j , ai − j − ai + j −1 ，
1< j <3σ

（12）

其中，σ 为提取边缘时的方差参数。在一条链码中，曲率大于某个阈值的点即为曲率角点。将边界跟踪
得到的轮廓图在曲率角点处断开，选择长度大于一定阈值的线段，从而得到图像的有效轮廓特征图（如
图 3 所示）。由图 3 可以看出，有效轮廓相对于边缘特征，能有效反映图像中的主要景物特征，抑制了重
复琐碎边缘，从而较为有效地解决了重复模式问题。对有效轮廓特征图，采用公式（3）边缘密度计算方
法就可得到有效轮廓密度指标。
2.2.3

多尺度融合边缘密度

在基准图适配指标选取过程中，指标选取最好与所选用的景象匹配算法相一致，这样适配性分析结
果才会更有效。为此，采用不同尺度的 canny 算子对同一幅图像进行边缘检测，然后采用数据融合技术
对检测的边缘进行融合，并对融合的结果进行了细化提取边缘 [37]。最后，按照式（3）计算即可得到多
尺度融合边缘密度指标。

Vol.8

No.14

July 2015

凌志刚等：基于 CR-DSmT 的景象匹配辅助导航适配性分析方法研究

a

b

d

e

图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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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图像边缘和有效轮廓

Edges and effective contours for the input image

a—可见光图像；b—可见光图像边缘；c—可见光图像有效轮廓；d—SAR 图像；e—SAR 图像边缘；
f—SAR 图像有效轮廓
a-Visible light image; b-Edge map of visible light image; c-Contour map of visible light image; d-SAR image; e-Edge map of
SAR image; f-Contour map of SAR image

3

基于 CR-DSmT 的多指标融合适配性分析算法
在适配性分析中，由于单一指标均难以同时兼顾信息量、稳定性以及重复模式等标准，并且不同指

标间往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所以有必要融合多个指标的适配性分析结果以更好地做出决策。在常见
的加权融合中，各个指标的权重难以自适应的给定，而且对于指标相互间的冲突和不确定也不能很好地
处理。因此，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 CR-DSmT 的多指标融合算法，将基准图的适配性分析看作多个适配
指标的融合推理过程，在同时包含冲突和不确定的 DSmT 框架下加以讨论。构建辨识框架 Θ={R,W}，其
中，R 为该区域适配，W 为该区域不适配。首先，对基准图采用多个指标进行适配性分析，然后对各指
标的分析结果分别构造基本置信指派，采用 CR-DSmT 组合规则对多个指标结果进行融合，最终根据判
决规则做出该区域是否为适配区的判决，并输出适配指派 m(R)为适配因子。
在指标选取方面，为能够更好地涵盖信息量、稳定性及重复模式 3 个标准，选用本研究提出的相位
相关长度、有效轮廓密度以及多尺度融合边缘密度 3 个改进指标。由于证据推理在多证据融合过程中要
求各个证据之间相互独立，而有效轮廓密度与多尺度融合边缘密度均为基于图像边缘的操作，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所以这里将二者结合构成一个指标，即先采取多尺度融合边缘测度方法提取边缘，然后进一
步提取有效轮廓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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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指标基本置信指派构造
相位相关长度 L 的置信指派构建与景象匹配系统定位精度要求相关，即当精度要求误差ε<ε0 时，认

为定位结果正确，则当基准图某区域相关长度小于ε0 时，认为该区域为适配区，反之为非适配区。同时
还应满足相位相关长度 L 越大，适配置信指派 mL(R)越小，非适配置信指派 mL(W)越大，反之亦然。特别
地，当 L=ε0 时，mL(R)=Tsuit，其中 Tsuit 为适配阈值；当 L=0 时，mL(R)=1.
相位相关长度 L 的置信指派构建约束规则可表示为

,
⎧Tsuit ≤ mL ( R) ≤ 1,， 0 < L < ε 0 ，
⎨
, L ≥ ε0.
⎩0 ≤ mL ( R) ≤ Tsuit ，

（13）

,
⎧Tsuit ≤ mL (W ) ≤ 1,， L ≥ ε 0 ，
⎨
, 0 < L < ε0.
⎩0 ≤ mL (W ) ≤ Tsuit，

（14）

指数函数的特性比较容易满足相位相关长度的约束条件，因此可以对指数函数参数适当设定，按照
式（15）～式（17）构建相位相关长度 L 的基本置信指派，其中，mL(Θ)表示不确定置信指派，

⎛ ln Tsuit ⎞
⋅ L⎟ ，
mL ( R) = exp ⎜
⎝ ε0
⎠

（15）

⎛ ln Tsuit ⎞
⋅ L⎟ ，
mL (W ) = 1 − exp ⎜
⎝ ε0
⎠

（16）

mL (Θ) = Tsuit ⋅ [1 − mL ( R) ] ⋅ [1 − mL (W ) ] ，

（17）

将所得到的置信指派值归一化以满足定义要求。
3.2

有效轮廓密度基本置信指标构造
有效轮廓密度指标ρedge 置信指派构造约束条件与相关长度有所不同。当ρedge>Tρ时（Tρ为有效轮廓密

度阈值），表示区域适配，并且 ρedge 值越大，适配置信指派 mL(R)越接近于 1；当 ρedge<Tρ时，表示区域
非适配，并且ρedge 值越小，适配置信指派 mL(R)越接近于 0；特别地，当ρedge=Tρ时，mρ(R)=Tsuit. 这里取
Tρ = ρedge ，表示所有子区域有效轮廓密度指标的均值。

反正切函数的特性比较符合有效轮廓密度的构造条件要求，置信指派构造公式如式（18）～式（20）
所示。

mρ ( R) =

(

)

Tsuit
T
⋅ arctan ρedge − ρedge + suit ，
π
2

mρ (W ) = −
mρ (Θ) =

(

)

（18）

Tsuit
T
⋅ arctan ρedge − ρedge + suit ，
π
2

（19）

Tsuit
⋅ ⎡1 − mρ ( R) ⎤⎦ ⋅ ⎡⎣1 − mρ (W ) ⎤⎦ .
2 ⎣

（20）

同样，将所得到的置信指派值归一化以满足定义要求。
3.3

判决规则
按照上述方法分别构造指标基本置信指派后，采用文献[38]中的 CR-DSmT 组合规则进行融合，融合

后根据下述规则对该区域是否适配进行判决。设定适配阈值 Tsuit（0<Tsuit<1），根据组合导航系统对景象
匹配可靠性要求进行设定。以景象匹配辅助惯性导航系统为例，当惯性导航系统累积误差较小、精度相
对较高时，可以适当提高对景象匹配可靠性要求，增大 Tsuit 取值，只保留最可靠的区域进行景象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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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惯性导航系统精度开始降低时，需要较多的景象匹配结果对惯导误差进行修正，则可以适当减小 Tsuit
取值。设定 Tsuit 后，符合下述规则即认为该区域为适配区，反之则为非适配区：

1） m( R) > Tsuit ；
∩ W ) 差值均大于某一阈值 T1，表示对不同命题支持程度有足够大
2） m( R) 与 m(W ) ， m(Θ) ， m( R∩
的差异；

∩ W ) < T2 ，表示不确定和冲突不能太大。
3 ） m(Θ ) + m ( R ∩
3.4

算法步骤
按照上面描述，算法流程如图 4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对待分析的基准图区域进行相位一致性变换，计算相位相关长度，然后按照式（15）～式（17）
构造相位相关长度基本置信指派；

2）对待分析的基准图区域，融合多尺度边缘测度后提取边缘，进而提取有效轮廓特征，计算有效轮
廓密度；计算所有区域有效轮廓密度后，得到密度均值 ρedge ；然后按照式（18）～式（20）分别构造该
区域的有效轮廓密度基本置信指派；

3）采用 CR-DSmT 组合规则融合 2 个指标的置信指派；
4）根据判决规则对该区域是否为适配区作出判决；
5）重复上述操作，遍历整幅数字基准图， ρedge 只需一次计算即可。

图4
Fig. 4

4

研究提出的算法流程图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method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研究提出方法的有效性，首先验证改进的相位相关长度指标对噪声鲁棒性的改善效果，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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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基于 CR-DSmT 的多指标融合适配性分析算法的有效性。实验中采用的基准图为某机场的光学遥感
图像，图像分辨率为 8 m/像素，选择子区域为 41 像素 × 41 像素，ε0=3，Tsuit=0.5.
4.1

相位相关长度指标鲁棒性验证
为验证相位相关长度对噪声的鲁棒性，对指标提取过程的自相关子区域分别增加不同强度的噪声，

然后评价增加噪声后，相关长度指标发生变化的情况，并与常见的相关长度指标进行比较。图 5 给出了
施加不同强度的光学基准图及对应的相位一致性特征图。由图 5 可以看出，由于相位一致性特征反映的
是图像相位特征信息，对噪声和局部光照不敏感，所以当噪声强度增加时，相位一致性特征图反映的图
像特征类似，图像差异不大。

a

e

b

c

d

f

g

h

图5
Fig. 5

光学基准图和相位一致性变换图

Optical reference images and phase congruency maps

a—光学基准图；b—噪声方差为 1×10−2 的光学基准图；c—噪声方差为 2×10−2 的光学基准图；d—噪声方差为 3×10−2
的光学基准图；e—a 图对应的相位一致性特征图；f—b 图对应的相位一致性特征图；g—c 图对应的相位一致性特征图；
h—d 图对应的相位一致性特征图
a-Standard reference image; b-Reference image with noise variance 1×10−2; c-Reference image with noise variance 2×10−2;
d-Reference image with noise variance 3×10−2; e-Phase congruency map of image a; f-Phase congruency map of image b;
g-Phase congruency map of image c; h-Phase congruency map of image d

为进一步验证指标的鲁棒性，分别在没有施加噪声时提取光学基准图的相关长度和相位相关长度指
标，并认为长度不大于 2 的区域为适配区；然后对自相关子区域分别施加不同强度的高斯噪声，重新提
取相关长度和相位相关长度指标并与没有施加噪声时的适配区结果进行相似性度量，得到平均绝对差，
即
d=

1
N

∑

Lσ ( xi , yi ) − L0 ( xi , yi ) ，

（21）

L0 ( xi , yi )≤2

其中，N 为适配子区域总个数； L0 ( xi , yi ) 为没有噪声时以 ( xi , yi ) 为中心的子区域提取的相关长度或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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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长度指标； Lσ ( xi , yi ) 为噪声方差为 σ 时以 ( xi , yi ) 为中心的子区域提取的相关长度或相位相关长度指
标。显然，平均绝对差越小，说明适配分析结果对噪声干扰越稳定。
不同噪声强度下的平均绝对差值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当噪声方差从 1×10−2 增大到 3×10−2 时，
相关长度指标的平均绝对差值迅速增大，而相位相关长度指标的平均绝对差值则相对较小，说明由于噪
声干扰，导致相关长度指标分析得到的适配区域适配
性发生了变化；而采用相位相关长度变化相对要小，
当相关长度指标噪声方差大于 4×10−2 以及相位相关
长度指标噪声大于 5×10−2 时，各自的指标平均绝对
差值变化趋缓，这并不是说明此时区域适配性趋于稳
定，而是由于噪声过大，导致即使在适配区内，匹配
精度严重下降，适配性分析结果已经基本失效。
4.2

多指标融合适配性分析算法实验

表1
Tab. 1

不同噪声强度干扰时的指标平均绝对差

Average absolute difference under different noise

噪声方差

相关长度

相位相关长度

1×10

−2

0.803 5

0.347 7

2×10

−2

1.322 9

0.458 6

3×10−2

1.585 9

0.592 1

4×10

−2

1.697 7

0.724 8

5×10

−2

1.711 4

1.348 2

6×10

−2

1.715 6

1.442 1

图 6 为部分实验结果，图 6a 和图 6b 分别为边缘
密度指标和有效轮廓密度指标构建的基本置信指派图，图中越亮的区域表示适配性越好，可以看出：
由于基准图整体边缘特征比较丰富，边缘密度指标对特征明显的轮廓和琐碎边缘难以区分，导致适配
区和非适配区差别不明显，而有效轮廓密度指标则较为清晰地指示出机场主要干道作为适配区，排除
了重复率高的琐碎边缘干扰；图 6c 为相位相关长度指标构建的基本置信指派图，图中也较明显地指示
了适配区域；图 6d 采用 CR-DSmT 融合后的基本置信指派图像， 2 个指标共同判定适配性好的区域更
为显著。

a

b

图6
Fig. 6

c

d

适配性分析实验结果

Experiment results of our suitability analysis method

a—边缘密度指派；b—有效轮廓密度指派；c—相位相关长度指派；d—融合指标指派
a-Assignment map of the edge density; b-Assignment map of the effective contour density; c-Assignment map of the phase
congruency; d-Assignment map of the fused feature

截取适配区域子图并施加不同强度的高斯噪声，在多种指标获得的适配区、非适配区上进行匹配实
验，以行列误差均小于 2 个像素作为正确匹配，正确匹配概率如表 2 所示。可见，采用边缘密度指标分
析得到的适配区由于难以区分重复率高的琐碎边缘，导致整体正确匹配概率偏低；采用相关长度指标，
当噪声强度较低时正确匹配概率尚可，随着噪声加大，匹配概率明显下降；研究算法融合了相位相关长
度和有效轮廓密度 2 个指标，更为准确地划分了适配区，相比采用其他 2 种指标的方法，获得了更高的
正确匹配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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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匹配概率随噪声强度变化结果

Probability of the correct matching for different noise intensity
1×10−2

2×10−2

4×10−2

噪声强度
及适配性

适配区

非适配区

适配区

非适配区

适配区

非适配区

相关长度

0.925

0.601

0.883

0.527

0.665

0.379

边缘密度

0.752

0.576

0.706

0.508

0.611

0.405

研究算法

0.985

0.586

0.954

0.517

0.890

0.385

结论
针对常见适配性分析指标存在的不足，首先改进并提出了相位相关长度、有效轮廓密度和多尺度融

合边缘密度 3 个指标，然后提出了基于 CR-DSmT 的多指标融合适配性分析算法，算法中给出了各指标
基本置信指派构造方法和判决准则。通过实验分别对相位相关长度的鲁棒性以及多指标融合适配性分析
算法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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