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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基于多幅极化 SAR图像融合的遥感应用受到了广泛关注. 图像配准是图像融合应用的一

个关键预处理步骤. 典型的 SAR-SIFT 配准算法不能利用极化 SAR 图像的目标极化信息. 本文提出

Wishart-SIFT 配准方法, 即利用 Wishart 梯度代替 SAR-SIFT 中的比值梯度, 并基于此梯度建立改进

的 SIFT 配准算法, 从而充分利用极化 SAR 图像的目标极化信息. 我们在 RADARSAT-2 和 AIRSAR

的数据集上分别实验验证了 Wishart-SIFT 方法在不同视角和不同频段极化 SAR 图像下的配准效果,

结果显示 Wishart-SIFT 方法在配准精度和稳定性方面均优于 SAR-SIFT 方法.

关键词 极化 SAR, 图像配准, SIFT, Wishart 梯度, 多波段

1 引言

极化合成孔径雷达 (polari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PolSAR,极化 SAR)是一种主动微波遥

感设备, 能够全天时、全天候地进行高分辨率对地观测, 获得地面目标的全极化后向电磁散射信息. 近

年来, 随着雷达遥感设备的快速发展, 基于多幅极化 SAR 图像的融合应用受到了广泛关注, 包括多频

段极化 SAR 地物分类 [1∼3]、多时相极化 SAR 农作物分类 [4]、多时相极化 SAR 图像的变化检测 [5, 6]

等. 在这些应用中, 图像的自动配准作为一个重要的预处理步骤, 对后续基于多幅极化 SAR 图像的融

合应用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目前的极化 SAR 图像自动配准算法大体上可以分为 3 类: 基于区域的配准方法、基于特征的配

准方法、基于深度学习的配准方法. 其中, 基于区域的配准方法通常以优化两幅图像的相似度度量函

数为目标,求得图像之间的几何变换关系.此类方法通常以一幅待配准图像为参考图,通过最大化另一

图像与参考图的某一相似度度量准则完成配准. 其中的相似度度量准则可以选择为互信息 [7]、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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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关 [8]、交叉累积残差熵 [9] 等. 这些方法对于多模态图像的配准具有很好的鲁棒性, 因此在多个领

域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0]. 对于极化 SAR 图像的配准, 除以上相似度度量准则外, Ma 等 [11] 提出将

极化 SAR 图像视为四元数, 并按照四元数运算的归一化互相关作为相似性度量准则, 在极化 SAR 数

据上取得了较好的配准效果. 然而, 以上基于区域的配准方法应用于大尺度的极化 SAR 图像时, 其计

算复杂度很高, 不利于工程实现, 且极化 SAR 图像的噪声和图像的形变会导致配准效果的恶化.

基于特征的配准方法通常检测图像中的显著特征,并对显著特征进行描述和匹配以实现图像配准.

此类方法包含 3 个主要步骤: 第 1 步, 提取待配准的两幅图像中的显著特征, 通常为图像中的角点或

交叉点,如 Harris角点 [12]、SUSAN角点 [13]、SIFT (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特征点 [14] 等;第

2 步,对每个显著特征进行特征描述, 并对两幅图像的特征进行匹配, 代表性方法包括 SIFT特征 [14]、

相位一致性特征 [15] 等; 第 3步,利用特征匹配结果估计图像之间的几何变换参数, 典型方法为随机抽

样一致性算法 [16]. 在 SAR 和极化 SAR 图像配准领域, SIFT 类算法由于其对尺度、旋转、光照的不

变性而被广泛应用和研究.在 SAR图像配准方面,针对 SAR图像的乘性斑点噪声问题, SAR-SIFT [17]

引入了比值梯度以替代传统的梯度, 得到了 SAR 图像下更稳定的特征点. Fan 等 [18] 基于图像块的性

质提出了适应乘性噪声的特征描述子. 在极化 SAR 图像配准方面, Chureesampant 等 [19] 提出在总功

率 (SPAN)上使用 SIFT算法比使用单个极化通道更为稳定, 但该方法无法利用地物目标的极化特征.

Ma 等 [20] 结合极化分解理论提出主散射成分特征, 并在此特征上使用 SIFT 算法进行配准, 但该特征

完全放弃了目标的 SPAN 信息. 如何充分利用地物目标的后向散射极化特征提取得到稳定特征点, 进

一步完成图像配准, 是目前基于特征的配准方法的主要问题.

基于深度学习的极化 SAR图像配准方法主要分为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借助深度神经网络良好的

特征表达能力与泛化能力,对 SIFT等算法的特征点提取结果进行特征描述,进一步完成特征匹配 [21].

另一种思路是借助邻域一致性等原则直接完成端到端的一步配准 [22]. 目前限制深度学习方法在极化

SAR 中的配准应用的主要因素是数据量问题. 现有的有标注极化 SAR 数据量不支持直接在多通道极

化 SAR数据上预训练神经网络,大多数极化 SAR图像的深度学习模型需要加载光学图像上的三通道

预训练网络模型, 这虽是一种良好的工程处理, 但却浪费了极化 SAR 的全极化观测能力所带来的优

势.

本文主要关注上述 3 类方法中基于特征的匹配算法. 为充分利用地物目标的全极化散射特征, 本

文提出 Wishart-SIFT 配准方法. 在极化 SAR 统计模型的基础上, 利用 Wishart 梯度取代 SAR-SIFT

中的梯度计算方式, 进而得到针对极化 SAR 图像的一种 SIFT 类配准算法. 相比于现有的 SAR-SIFT

方法和主散射成分特征方法, 该算法可更充分地利用极化相干矩阵中的目标后向散射特性, 因此能够

更好地对特征点进行检测和描述. 特别是对于不同视角、不同频段下的配准问题, Wishart-SIFT 方法

能够比基于 SPAN 的配准方法得到更稳定、更准确的配准结果.

本文后续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 2节首先介绍极化 SAR统计模型, 然后介绍 Wishart梯度.第 3节

介绍基于 Wishart 梯度进行改进的 SIFT 算法, 即 Wishart-SIFT 方法. 第 4 节给出了实验结果, 包括

不同视角下的配准结果和不同频段下的配准结果, 两方面结果均能体现 Wishart-SIFT 方法的优越性.

第 5 节为结论, 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

2 Wishart 梯度

2.1 极化 SAR 统计模型

极化 SAR 能够测量每个分辨单元内地物目标的全极化后向散射特性, 一般以 Sinclair 散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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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S =

 SHH SHV

SVH SVV

 , (1)

其中, S 为一个分辨单元的 Sinclair 散射矩阵, Sij 表示以极化状态 i 接收、极化状态 j 发射时的目标

后向复散射系数, H, V 分别表示垂直极化、水平极化. 单站情况下, 绝大多数地物目标满足散射互易

性, 即 SHV = SVH, 因此目标的 S 矩阵可进一步表示为 Pauli 基下的目标散射矢量 k:

k =
1√
2
[SHH + SVV, SHH − SVV, 2SHV]

T
. (2)

由于斑点噪声的影响, 地物目标的散射矢量 k 为随机变量. 根据文献 [23], 可认为自然地物的散

射矢量 k 满足复高斯 (Gauss) 分布 CN (0,Σ). 基于此, 极化 SAR 图像中一般采用多视处理对前述复

高斯分布的协方差 Σ 进行估计, 得到的估计量称为相干矩阵 T , 于是有相干矩阵 T 的形式及其满足

的复 Wishart 分布形式为

T =
1

N

N∑
i=1

ki · kH
i ,

P (T ;Σ) =
NqN |T |N−qexp[−NTr(Σ−1T )]

K(N, q)|Σ|N
,

(3)

其中 N 为视数, q 为散射矢量的维度, 在单站后向散射情况下 q = 3, K(N, q) 为多元 Gamma 函数,

Tr(·) 表示矩阵的迹.

2.2 基于 Wishart 分布的梯度

基于式 (3), 可见极化 SAR 斑点噪声的形式较为复杂, 并非简单的加性噪声或乘性噪声, 噪声分

布中的指数项存在目标的观测相干矩阵 T 与目标的理想相干矩阵 Σ 之间的加性耦合项, 为乘加复合

噪声. 因此, 基于式 (3), 可提出从分辨单元 1 到 2 的 Wishart 梯度 [24]:

G (T1,T2) = log
Tr(T−1

2 T1)

Tr(T2T
−1
1 )

, (4)

其中 T1, T2 分别为分辨单元 1 和 2 的相干矩阵.

Wishart梯度可视为单极化 SAR下的比值梯度 [17] 在极化 SAR图像下的一种推广形式. 将式 (3)

应用于单极化 SAR 图像时, 相干矩阵 T1,2 退化为分辨单元的强度 I1,2, 于是有

G = log
I−1
2 I1

I2I
−1
1

= 2log
I1
I2

, (5)

即为单极化 SAR 下的比值梯度.

基于上述的 Wishart 梯度, 可直接得到图像中相邻像素的垂直梯度 Gy 和水平梯度 Gx. 进一步,

可得到梯度的模值 Gn 和方向 Gt, 其表达式分别为

Gn =
√
G2

x +G2
y,

Gt = atan2 (Gx, Gy) ,
(6)

其中 atan2(·, ·) 为四象限反正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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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AIRSAR Flevoland 数据下的梯度计算对比结果

Figure 1 (Color online) The gradient computation result on AIRSAR Flevoland data. (a) The Pauli image; (b) the

gradient image generated by the gradient by ratio on SPAN; (c) the gradient image generated by the Wishart gradient;
(d) the colormap of the gradient images

我们利用 AIRSAR 在 Flevoland 地区的 L 波段数据对比了前述 Wishart 梯度的效果和直接在

SPAN图上计算比值梯度的效果.图 1(a)为 Flevoland数据中一块尺寸为 400× 330的区域的 Pauli伪

彩色图, 图 1(b) 和 (c) 分别为比值梯度和 Wishart 梯度的计算结果, 图 1(d) 为梯度图的颜色映射关

系图. 图中的梯度幅度均经过了去野值与归一化操作. 根据图 1(c) 可见, Wishart 梯度在具有明显边

缘的区域能够提取到一致的边缘方向, 且边缘处梯度强度较大, 说明 Wishart 梯度可以良好地表达极

化 SAR 图像中存在的局部变化信息. 进一步, 对比图 1(b) 和 (c) 的红圈处可见, 与比值梯度相比, 从

极化 SAR 统计模型导出的 Wishart 梯度对局部斑点噪声的敏感性更低, 而对边缘的敏感性更高. 这

表明 Wishart 梯度比比值梯度更适用于极化 SAR 图像的梯度表达.

3 Wishart-SIFT 配准算法

为将 Wishart 梯度引入 SIFT 算法, 我们采用文献 [17] 中的框架来实现关键点的检测和特征描述

子的构造.

为实现关键点的检测, 需要在不同尺度因子 α 下进行 SAR-Harris 函数的构造, 为此, 需定义在不

同尺度因子 α 下的 Wishart 梯度计算过程. 以垂直梯度为例, 首先, 以待计算像素 (x0, y0) 为中心, 将

局部图像块分为上、下两部分, 分别进行指数加权平均

TU =

W∑
x=−W

W∑
y=1

T (x0 + x, y0 + y) · exp
(
−|x|+ |y|

α

)
,

TD =
W∑

x=−W

W∑
y=1

T (x0 + x, y0 − y) · exp
(
−|x|+ |y|

α

)
,

(7)

其中 TU , TD 分别为上、下两部分的局部加权相干矩阵, W 为局部图像块的窗长. 此处我们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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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2α⌉. 然后, 利用 TU , TD, 结合式 (4), 即可得到尺度 α 下的垂直方向的梯度 Gy,α. 同理, 也可得

到尺度 α 下的水平梯度 Gx,α.

为构造多尺度下的 SAR-Harris 函数, 我们选取一组尺度因子序列 αm = α0 · cm, 其中 m =

0, 1, . . . ,mmax − 1, 并在每个尺度因子下求解图像的结构张量, 然后可据此得到 Harris 角点响应函

数. 这一过程可表示为

CSH(x, y, α) = G√
2·α ∗

 G2
x,α Gx,α ·Gy,α

Gx,α ·Gy,α G2
y,α

 ,

RSH(x, y, α) = det (CSH (x, y, α))− d · Tr (CSH (x, y, α))
2
,

(8)

其中 G√
2·α 表示高斯核,符号 ∗表示卷积操作,即采用高斯核对结构张量图像进行滤波. RSH 为 Harris

角点响应函数. 通过搜索 RSH 在多尺度空间 α 和图像空间 x, y 下的局部极值点, 则可得到图像中的

角点等候选关键点. 进一步, 通过人工设定的阈值 dSH 对 RSH 值较小的候选关键点进行滤除, 可排除

掉一些边缘和低对比度的候选点, 最终得到每个关键点在尺度空间和图像空间中的位置.

对于特征描述子的建立, 除梯度计算采用 Wishart 梯度代替一般的图像梯度外, 其余步骤均与

SIFT算法一致.具体来说, 在关键点方向的选取方面, 通过统计局部 (6σ 范围内)梯度方向直方图, 得

到关键点的主方向和若干的辅方向. 对于关键点每个方向上的特征描述, 采用基于圆形邻域的特征描

述子来构建.

4 实验结果

4.1 实验环境与实验参数

在实验部分, 我们利用实测极化 SAR 数据, 从不同视角极化 SAR 图像配准、不同频段极化 SAR

图像配准两个角度验证了新算法的优越性. 实验中作为比较的算法为基于 SPAN 图像比值梯度的

SIFT 方法, 即 SAR-SIFT 方法 [17].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公平性, 实验中的两种方法的超参数选择均为

d = 0.04, mmax = 8, α0 = 2, c = 21/3, 均采用阈值参数为 0.8 的 NNDR 方法 [14] 作为关键点匹配策略,

均采用 RANSAC 作为图像变换参数的估计方法. 关键点门限 dSH 为浮动值, 总是通过自动调整 dSH

保持关键点数量为 2000 个. 实验环境为一台 CPU 为 Intel(R) Core(TM) i7-4790H (3.60 GHz), 内存为

24.0 GB, 系统为 Windows 的电脑, 软件平台为 Matlab 2021b.

4.2 不同视角极化 SAR 图像下的配准实验结果

对于不同视角下的极化 SAR 图像配准, 采用 RADARSAT-2 在 Wallerfing 地区的 C 波段全极化

SAR数据进行实验. 实验数据包括 3幅尺寸为 1000× 1000的全极化 SAR数据,其中两幅图像获取于

卫星的升轨阶段, 一幅图像获取于卫星的降轨阶段, 因此 3 幅图像具有两种不同的观测视角. 观测时

间方面, 升轨的两幅图像分别获取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2014 年 7 月 4 日, 降轨图像获取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 该区域的地物类型以农田为主, 同时存在部分人工建筑区域和水域. 图 2 展示了该数据的

Pauli 伪彩色图.

图 3 展示了 Wishart-SIFT 方法和 SAR-SIFT 在 2014 年 6 月 10 日升轨实验图像上的关键点检

测结果.从图中可见, SAR-SIFT方法得到的关键点大量分布于人工建筑附近,这是由于 SAR-SIFT算

法只能利用功率信息, 而总功率 SPAN 在人工建筑附近通常会剧烈变化, 进而形成角点. 而 Wishart-

SIFT方法能够综合利用目标的极化散射特性,因此不仅能在人工建筑区域附近发现角点,同时能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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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2 (网络版彩图) RADARSAT-2 Wallerfing 数据的 Pauli 伪彩色图像

Figure 2 (Color online) Pauli images of RADARSAT-2 over Wallerfing. (a) Ascending orbit image on June 10, 2014;

(b) ascending orbit image on July 4, 2014; (c) descending orbit image on May 28, 2014

(a) (b)

图 3 (网络版彩图) Wishart-SIFT 方法与 SAR-SIFT 方法的关键点检测结果

Figure 3 (Color online) Keypoint detection results of SAR-SIFT and the proposed method. (a) SAR-SIFT on SPAN;
(b) the proposed method

到目标极化特性存在明显变化的农田区域的关键点, 这使得 Wishart-SIFT 方法得到的关键点能够更

广泛地分布于图像的各个区域中, 进而有利于后续的特征点匹配与图像间形变参数的估计 [25].

我们分别进行了相同视角和不同视角下的配准实验,以比较两种方法在视角发生变化下的配准性

能. 首先使用 6 月 10 日和 7 月 4 日升轨图像进行相同视角下的配准实验, 图 4 为关键点匹配结果,

其中红、绿点分别为正确匹配点、错误匹配点. 一般而言, 正确匹配点的数量多, 且广泛分布在图像

中的各个区域, 得到的配准效果会更好 [25]. 从图 4 中可见, 两种方法均得到数量较多的正确匹配点,

但 Wishart-SIFT 方法得到的匹配点对在图像中的分布更为广泛, 其在图像右上方和左侧得到了大量

正确匹配点对, 而 SAR-SIFT 得到的匹配点对均分布于人工建筑附近, 这个结果也与图 3 的关键点检

测对比结果一致. 从图 4 中也可看出, Wishart-SIFT 方法得到的错误匹配点也略多于 SAR-SIFT, 这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 在视角不变的情况下, 人工建筑的特征十分稳定, 且其功率 SPAN 变化剧

烈, 这正是 SAR-SIFT 方法主要关注的信息, 因而其匹配点的正确率高. 另一方面, 两幅观测图像的时

间间隔约为 24 天, 其地物极化特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不如人工建筑的特征稳定, 因此 Wishart-S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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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4 (网络版彩图) 相同视角下的匹配关键点 (红、绿点分别为正确匹配点、错误匹配点)

Figure 4 (Color online) Keypoint matches between images from the same view (red and green spots represent correct

matches and wrong matches, respectively). (a) SAR-SIFT; (b) the proposed method

方法的匹配点正确率不如 SAR-SIFT. 但从图 5 的配准融合图像来看, 在此情形下, Wishart-SIFT 在

匹配点正确率方面的些许劣势并不会导致配准结果的恶化, 二者均能得到很好的配准结果.

在不同视角的配准实验方面,采用 6月 10日升轨图像与 5月 28日降轨图像进行实验. 图 6为其

关键点匹配结果, 可见在此情形下, Wishart-SIFT 方法得到了分布于农田角落的较多正确匹配点, 而

SAR-SIFT 则只能得到很少的正确匹配点. 取得这种结果的原因为, 人工建筑由于其近似为二面角散

射体,其散射特性随视角的变化剧烈,因而 SAR-SIFT利用的 SPAN信息因此失效. 而农田区域不论是

极化散射特性, 还是其空间区块结构, 都在视角变化下表现得更为稳定, 因此 Wishart-SIFT 方法能得

到更好的关键点匹配结果.进一步,我们也直接对比了两种方法的图像配准结果.图 7(a)和 (b)分别为

Wishart-SIFT方法、SAR-SIFT方法的匹配融合图像,通过红圈处的道路对齐程度可见, Wishart-SIFT

方法能够较好地将道路配准, 而 SAR-SIFT 方法则只能将道路的下端配准, 道路的上端出现了明显的

模糊现象,表明道路的上端没有得到较好的配准.为更明显地对比二者的道路对齐程度,我们对比了两

种方法在重点道路区域的马赛克拼接图像, 如图 7(c) 和 (d) 所示. 在马赛克拼接图像中, 相邻的图像

块分别来源于两幅待配准图像, 因此拼接接缝处的纹理对齐程度能够反映图像配准的效果. 图 7(c) 中

道路在接缝处完全对齐, 说明 Wishart-SIFT 方法得到了很好的配准效果. 而图 7(d) 中道路在接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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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 (网络版彩图) 相同视角下的配准融合图像

Figure 5 (Color online) Fusion results between images from the same view. (a) SAR-SIFT; (b) the proposed method

(a)

(b)

图 6 (网络版彩图) 不同视角下的匹配关键点 (红、绿点分别为正确匹配点、错误匹配点)

Figure 6 (Color online) Keypoint matches between images from different views (red and green spots represent correct

matches and wrong matches, respectively). (a) SAR-SIFT; (b) the proposed method

出现断裂, 直观的表明 SAR-SIFT 没能准确地配准两幅图像. SAR-SIFT 方法出现这种只能配准部分

区域的原因是, 其匹配点的数量较少, 且分布不广泛, 因此在估计配准变换参数时产生了较大的误差.

结合以上实验结果, 我们认为在不同视角的极化 SAR 图像配准问题下, 本文提出的 Wishart-SIFT 方

法能够比 SAR-SIFT 方法得到更好的配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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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7 (网络版彩图) 不同视角下匹配对比结果

Figure 7 (Color online) Registered images from different views. (a) The fusion imag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b) the

fusion image of SAR-SIFT; (c) the mosaic imag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d) the mosaic image of SAR-SIFT

4.3 不同频段极化 SAR 图像下的配准实验结果

对于不同频段的极化 SAR 图像配准, 我们选择 NASA/JPL AIRSAR 的 C, L, P 三波段机载全极

化 SAR 图像为实验数据, 该数据为公开数据, 可在网络1)上进行下载.

考虑到地物目标在不同频段下的后向散射特性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我们首先分析 Wishart-SIFT

方法在多频段图像配准下的稳定性. 在光学图像中, SIFT 算法具有光照强度适应性, 是由于其在不同

光照条件下的梯度仍具有一致性. 因此在分析 Wishart-SIFT 方法对多频段极化 SAR 图像的适应性

时, 我们首先验证多频段下 Wishart梯度的一致性. 图 8 为 C, L, P 三个频段下, NASA/JPL AIRSAR

在 La-Mancha 地区获得的极化 SAR 图像的 Pauli 伪彩色图、SPAN 上的比值梯度归一化图、Wishart

梯度的归一化图, 梯度图的颜色映射关系与图 1(d) 相同. 从图 8(a)∼(c) 可见, 地物目标在不同频段下

的全极化后向散射特性有肉眼可见的差异性, 但是两种方法的归一化梯度图 (图 8(d)∼(i)) 在不同频

段下均有较好的一致性. 这为后续验证基于两种梯度的 SIFT 类方法在不同频段图像配准下的稳定性

提供了基础. 此外, Wishart 梯度方法的归一化梯度图中的 “噪点” 少于 SPAN 上的比值梯度方法, 在

L 波段对应的图 8(e) 和 (h) 上, 这一现象尤为明显. 因此, 从定性分析的角度, Wishart-SIFT 方法具

有比 SPAN 上的 SAR-SIFT 方法更好的波段适应性.

进一步, 从图 8 所示的多波段图像中截取两个 500× 500 的方块, 进行 C-L 频段下的不同频段图

1) NASA/JPL AIRSAR 公开数据. https://airsar.jpl.nasa.gov/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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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图 8 (网络版彩图) 多频段极化 SAR 图像伪彩色图与梯度图

Figure 8 (Color online) Pauli images and gradient images of different frequency PolSAR images. (a)∼(c) Pauli images

of C, L, and P band; (d)∼(f) gradient images of C, L, and P band, generated by the gradient by ratio on SPAN; (g)∼
(i) gradient images of C, L, and P band, generated by the Wishart gradient

像配准实验, 截取图像的位置如图 8(a) 和 (b) 的红框所示, 所得配准融合图像与马赛克拼接图像如

图 9 所示. 通过图 9(a) 和 (b) 的融合图像可见, Wishart-SIFT 方法的融合图像更为清晰, 说明其配准

效果更好. 进一步, 对比两方法的局部马赛克拼接图像, 如图 9(c) 和 (d) 所示. 从红圈处可明显看到

SAR-SIFT 方法在拼接接缝处存在偏差, 而本文所提 Wishart-SIFT 方法则能够较好地将接缝处对齐.

为更精细地定量比较两种方法的配准精度, 从所有 AIRSAR 可用图像中挑选了 30 幅质量较好的

C, L, P 三波段全极化 SAR 图像. 进一步, 每幅图像可通过随机裁剪的方式, 随机产生两块待配准区

域, 随机裁剪时保证两块区域至少有 40% 的重叠区域. 对于每幅原始极化 SAR 图像, 我们重复 10 次

上述随机裁剪过程, 因此可得到共 300 组待配准的 C, L, P 三波段极化 SAR 图像对.

利用前述的待配准图像对, 进行 C-L, C-P, L-P 波段的不同频段配准实验. 通过计算配准后像素

的实际位置与该像素真实位置之间的平均欧氏距离误差, 以评价一次配准实验的配准效果. 表 1 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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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9 (网络版彩图) C-L 波段的不同频段匹配对比结果

Figure 9 (Color online) Registered images from different bands. (a) The fusion imag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b) the

fusion image of SAR-SIFT; (c) the mosaic imag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d) the mosaic image of SAR-SIFT

表 1 不同频段配准的平均配准误差对比结果 (单位: 像素)

Table 1 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average registration errors in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s (unit: pixels)

Method C-L band L-P band C-P band

Wishart-SIFT 0.9392 0.6395 1.7217

SAR-SIFT 1.4612 0.9009 2.2399

均误差的对比结果, 图 10 为配准误差的累积分布曲线. 从对比结果可见, 在大多数情况下, 两种配准

方法均能将平均误差控制在 1 像素以内, 且 C-L 波段间、L-P 波段间的配准效果均优于 C-P 波段间

的配准效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C-P 波段的频段相距较远, 后向散射特性变化较大, 因此其配准

效果不如 C-L和 L-P波段. 此外,对比同一波段组合下的两种方法的配准结果,可见Wishart-SIFT方

法均能够得到优于 SAR-SIFT 方法的配准效果.

5 结论

本文提出利用 Wishart 梯度取代 SIFT 中的原始图像梯度, 进而构建了极化 SAR 图像的图像配

准算法. 该算法能够充分利用极化 SAR的优势,即能够利用地物目标的全部极化散射信息.实验表明,

Wishart-SIFT 方法相比于在 SPAN 上利用 SAR-SIFT 的方法, 在不同视角、不同波段下的极化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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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版彩图) 不同频段下的配准实验对比结果

Figure 10 (Color online) 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images regist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frequencies

图像配准情况下, 能够得到更好的配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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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cations based on multipolarimetric SAR image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recently. The

existing SAR. SIFT algorithm cannot completely utilize the polarimetric scattering information. Thus, in this

paper, the Wishart. SIFT registr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Wishart gradient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mage gradi-

ents, and a novel registration method based on a modified SIFT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utilize the polarimetric

inform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with the RADARSAT-2 and NASA/JPL AIRSAR data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outperforms the SAR. SIFT method, especially in the registration between images of different

views and frequencies.

Keywords polarimetric SAR, image registration, SIFT, Wishart gradient, multi-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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