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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图像处理 ⦾

基于主方向梯度的 SIFT 算法匹配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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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matching image with many similar regions, the original image matching algorithm（KDtree-BBF）based on
SIFT（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is complex, time-consuming,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al-time requirement.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above, an improved algorithm is proposed. The method identifies the main gradient of direction
of neighbor feature points as one of the features,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distance similarity matching for matching.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not only is simple but also has a good robustness on the conditions
of image rotating, zooming and lighting transformation.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OpenSIFT algorithm, the improved
algorithm speedup ratio is in the range of 1.046~9.065.
Key words：image matching; 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SIFT）; main gradient of direction; robustness
摘

要：在相似区域较多的图像匹配时，SIFT（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算法的匹配计算（KDtree-BBF）较复

杂，耗时长，很难满足实时性要求。提出一种改进的匹配算法，将特征点的周围邻域的主方向梯度作为特征之一，采用
主方向梯度和欧式距离相结合的计算方法进行特征点的匹配。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算法不仅简单易行，且对图像
的旋转、缩放、光照变换均具有良好的鲁棒性，比较原 OpenSIFT 算法还发现，改进算法的加速比范围为 1.046~9.065。
关键词：图像匹配；SIFT 算子；主方向梯度；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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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算法 [8]，虽然减少了时间，但效果较差；Bay 提出了 SURF

Lowe[1] 等人提出 SFIT 算法是一种提取图像局部特

算法对 SIFT 进行了改进 [9]，在保证性能不明显下降的情

征的算法，SIFT 算法对图像间存在缩放、旋转、平移、尺

况下，运算速度提高了 3 倍，但在尺度不变以及旋转不

度等几何形变及噪声、光照变换等图像变化因素具有非

变等性能上表现并不理想；刘佳 [10] 提出了基于“回”字形

常好的稳定性，在图像匹配 [2-3]、目标识别 [4-6]、图像拼接 [7]

双层方邻窗的特征点邻域，建立 32 维特征点描述子向

等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其算法复杂度较高，特征

量，以减少特征点为代价提高了匹配正确率，减少运算

描述子维数较高，导致图像匹配的速度较慢，运算时间

时间。在提高匹配效率方面，Abdel-Hakim 与 Farag 提出

长，效率低，很难满足实时性要求。

了 CSIFT 算 法 [11]，Mikolajczyk 提 出 了 GLOH 算 法 [12]，这

国内外学者针对其高维度的不足，
进行了很多改进和

两种方法都是通过扩展提升算法的效率，但是带来了结

尝试。通过降维提高 SIFT 算法效率，
Ke 提出了 PCASIFT

果就是不能满足 SIFT 算法的实时性要求；白廷柱 [13]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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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欧式距离和余弦相似度匹配相结合的测度方法，

旋转相应的角度，以确保旋转不变性。然后以特征点为

利用特征点方向一致性进一步降低误配率，但对视角变

中心取 16 ´ 16 像素的窗口，在窗口中取 4 ´ 4 像素的区

化 的 图 像 有 局 限 性 。 另 外 为 了 增 强 SIFT 的 抗 仿 射 能

域形成一个种子点，共有 4 ´ 4 个种子点，在每个种子点

力，Morel 等人提出了 ASIFT 算法 ，增加了两个参数导

区域按照公式（1）、
（2）计算梯度方向直方图（直方图均

致算法复杂度增加，相应的计算时间也增加。

匀分为 8 个方向），然后对 4 ´ 4 个种子点区域的 8 个方

[14]

在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匹配算法，将特征点

向梯度直方图根据一定规律依次排序，这样就构成了一

的主方向对应的梯度值作为特征之一，称为主方向梯

个 4 ´ 4 ´ 8 = 128 维的向量，该向量就是 SIFT 描述子。

度，采用两幅图像的主方向梯度差阈值和欧式距离相结

2.4

合的计算方法进行特征点的匹配。

特征点匹配
两幅图像的 SIFT 特征向量生成后，就采用欧式距

离作为两幅图像中特征点相似度的判定标准，欧式距离

2

SIFT 算法简介

是 指 在 k(k = 128) 维 空 间 向 量 中 两 个 点 之 间 的 真 实 距

SIFT 特征检测与匹配算法主要可以划分为 4 个步

离，定义为：

骤：极值点检测，提取主方向，计算描述子，特征点匹配。

2.1

D=

极值点检测

k

å (xi - yi)2
i=0

（3）

高斯核是唯一可以产生多种尺度空间的核函数，一

当最小欧氏距离与次小欧式距离的比值小于所设

幅图像的尺度空间被定义为可尺度变换高斯函数和输

定的阈值时，则认为特征点匹配成功。匹配完成之后通

入图像的卷积。其中 σ 为尺度因子，值越小表示图像被

过 RANSAC 算法消除错误匹配点对。

平滑得越少，反映了图像的细节特征，值越大反映的是
图像的概貌特征。为了在尺度空间检测稳定的极值点，

3

改进的 SIFT 算法

使用高斯差分（DOG）算子近似尺度归一化的拉普拉斯-

在进行特征点匹配的时候，将待检测的图像和目标

高斯算子。其中，相邻两个尺度由一个常数 k 分开。这

图 像 进 行 搜 索 匹 配 ，常 用 的 计 算 方 法 有 两 种 ，分 别 是

样，通过高斯平滑和降采样得到高斯金字塔进而得到高

KDtree-BBF 算法 [1] 和朴素最近搜索法。KDtree-BBF 是

斯差分金字塔。在 DOG 尺度空间中，除去最底层和最

一个平衡二叉树，其创建方法类似于二叉树的原理，将

顶层之外的每层的每个图像需要跟其同尺度的周围相

目标图像所有的特征点按一定的规律排序，用 BBF 方法

邻 8 个像素以及其上下两相邻尺度的 9 ´ 2 个相邻像素

搜索出与目标图像的特征点对应的最邻近的待测图像

共 26 个像素进行比较，以确保在图像空间和尺度空间

的特征点和次邻近的特征点。在建立 KDtree 树的时间

都能检测到局部极值点。

复杂度为 O(kn lg n) ，搜索对应的节点的时间复杂度为

被检测出来的特征候选点需要进一步的筛选，这些

O(kmn

(1 - 1/k)

) ，其中 k 是特征点描述子的维数，值为 128，

点包括一些低对比度和不稳定的边缘相应点。因此用

m 是待检测图像的匹配点个数，n 是目标图像特征点的

三维二次函数拟合来精确确定特征点的位置和尺度，达

个数。它适用于高维数据的一种近似计算的方法，而朴

到亚像素精度，同时利用 Hessian 矩阵计算主曲率设定

素最近搜索法是最简单易懂的方法，待检测图像的匹配

阈值的方法去除不稳定的边缘点。

点 A 分别和目标图像的每个匹配点进行欧氏距离的计

2.2

算，搜索出最小距离和次小距离，满足条件的即是匹配

提取主方向
利用特征点邻域像素的梯度方向分布特性，为每个

点对，保留下来。然后进行下一特征点 B 的搜索，直到

特征点指定方向信息，使算子具备旋转不变性。该方向

待检测图像的所有匹配点遍历完为止。最后将所有的

信息包括梯度值 m(x y) 和方向 θ(x y) ，
其计算表达式为：

匹配点队进行 RANSAC 算法的筛选，确保图像匹配的

2

m(x y) ={[L(x + 1 y) - L(x - 1 y)] +
2 12

[L(x y + 1) - L(x y - 1)] }
θ(x y) = arctan(

L(x y + 1) - L(x y - 1)
)
L(x + 1 y) - L(x - 1 y)

正确性。朴素最近搜索法的计算量较大，耗时较长。在
（1）
（2）

通过直方图统计特征点邻域像素的梯度方向，直方
图的峰值表示该特征点邻域梯度的主方向，作为该特征
点 的 方 向 。 在 此 特 征 点 包 含 有 个 3 个 重 要 的 信 息 ：位

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特征点邻域的主方向梯度阈值的
筛选方法，在保证匹配正确率的前提下，提高了匹配效
率，减少了运算量。改进朴素最近搜索法的时间复杂度
为 O( pkmn) ，其中 k 为 128，m 和 n 分别代表两幅图像
的特征点的个数，p 为主方向梯度差阈值相关系数。
在计算特征点的主方向的时候，利用公式（1）和公

置、尺度和方向

式（2）分别计算特征点周围邻域的梯度和方向，并归一

2.3

化形成一个方向直方图。直方图的横坐标是梯度的方

计算描述子
在计算描述子之前，将坐标轴按照特征点的主方向

向，纵坐标是梯度大小。对于横坐标上任一组内所有点

雷俊锋，朱月苓，肖进胜，等：基于主方向梯度的 SIFT 算法匹配的优化
表1

将其梯度值相加，求得的和作为纵坐标。然后从直方图
中选出纵坐标值最大的一项的方向作为该特征点的主
方向，该最大的纵坐标值作为该特征点的主方向梯度。
如果存在其他的方向的纵坐标的值是最大梯度值的 0.8
倍或以上，则保留该主方向和主方向梯度，作为新增的
特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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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阈值和 KDtree-BBF 匹配点数结果比较
阈值

图像组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KDtree-BBF

1

208

319

369

388

395

395

395

2

113

176

199

207

212

211

206

3

100

144

149

151

151

151

152
97

4

67

92

95

97

97

97

其算法流程图如图 1 所示。在进行两幅图像的特

5

39

46

47

47

47

47

47

征点匹配时，用欧式距离作为唯一的度量较单一，因此

6

268

393

423

433

433

433

433

本文提出了一种主方向梯度差的阈值方法，改进的朴素

7

120

176

193

195

195

195

194

最近搜索法匹配之前，将待检测特征点的主方向梯度和

8

79

111

124

124

124

124

123

9

43

62

64

63

63

63

62

10

187

274

296

300

301

300

295

目标特征点的主方向梯度相减求绝对值，当绝对值小于
一定的范围时，再进行欧式距离的计算。

阈值初步设定为 0.03 或者 0.04。当阈值取值为 0.03 或

准备

者 0.04 时，改进的朴素最近搜索法和 KDtree-BBF 在匹
配时的正确率，都在 97.4%以上，而加速比的差距较大，

计算 Sift 特征点

如图 2 所示（加速比=KDtree-BBF 匹配时间/设定阈值匹
增加主方向梯度值

配时间）。
1.8

图像特征点对

1.7

满足

1.6
加速比

主方向梯度差阈值

不满足

不进行计算

计算欧式距离并匹配

1.4
1.3

RANSAC 算法消除错误匹配点对

1.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图像组

结束

图1

4

阈值 0.03
阈值 0.04

1.5

算法流程图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实验室环境：
CPU 为 Intel Core i3-2120 3.29 GHz

内存为 4 GB，操作系统为 Windows XP。算法编码是基
于 Opencv 和 C++的 RobHess 的 SIFT 源代码的，将匹配
处的 KDtree-BBF 段代码该为基于主方向梯度阈值差的
改进的朴素最近搜索法。
为了确定阈值的适用性，本文对不同类型的图像进

图2

由图 2 可以看出，当阈值为 0.03 时，该算法的加速
比一直都在阈值为 0.04 的算法的上方，因此在保证匹配
点正确率的前提下，改进算法的阈值取值应为 0.03。为
了验证阈值为 0.03 的准确性，针对不同类型的图像，将
阈值为 0.03 算法和 KDtree-BBF 算法做比较，统计每类
中 8 组不同图像加速比实验数据，如表 2 所示（*表示没
有匹配点对）。
表2

行的实验，选取的是牛津大学提供的标准图像数据库，
里面包含有基于旋转、尺度、视角、亮度、位移变换等不
同的图像，能很好地反映该算法的普遍性。
首先通过实验寻找主方向梯度差的经验阈值，分别
设置噪声、视角、旋转和缩放、光照等不同种类变换的图
像对该阈值可变，两个主方向梯度大于这个阈值时，即

12 组图像在阈值为 0.03 和 0.04 时的加速比

类型

不同类型图像在阈值为 0.03 时的加速比
图组
1

2

3

4

5

6

7

8

图像模糊

2.433 2.301 3.264 4.205 7.000 2.506 3.000 4.410

光照变换

5.638 9.065 8.065 7.313 7.581 4.319 6.375 6.548

JPEG 压缩 2.005 1.927 1.995 1.868 1.872 2.005 1.995 1.928
视角变换

1.046 1.097 1.072 1.072

*

1.143 1.094 1.092

进行下一步的欧氏距离的匹配。通过不断变换阈值，将
改进算法的结果和原始算法的结果作对比，表 1 为一组
缩放和旋转变换图像的实验数据。

实验表明，在图像相似区域较多的图像中，如光照
变换类图像，改进的朴素最近搜索法的加速比最高可达

由表 1 可以看出，当阈值从 0.01 增大到 0.03 时，匹配

9.065，最小加速比为 4.319，改进效果明显；对于图像模

点对是不断增加的，增长的幅度较大，但是通过观察 0.03

糊类的小图像，加速比最高可达 7.0，但是当图像的特征

到 0.06 之间的增加，逐渐趋于平缓，趋势变小。因此该

点较多（约 2 000 以上）时，本文改进的朴素最近搜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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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与 KDtree-BBF 算法比较效果不佳；针对视角变换
的图像，效果则不是很明显；对于 JPEG 压缩类型的图
像，耗时为 KDtree-BBF 的一半左右，效果较好。

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12，33（2）：221-225.
[6] Tao Chao，Tan Yihua，Cai Huajie.Airport detection fromm
large IKONOS images using clustered SIFT keypoints and
region information[J].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rrers，

5

结论
在 RobHess 的 OpenSIFT 的 基 础 上 将 KDtree-BBF

2011，8（1）：128-132.
[7] 徐杰，金湘亮，白瑞广.一种改进的摄像头视频实时拼接方
法[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3，49（24）：179-237.

方法改写为基于主方向梯度差阈值的匹配方法。在计

[8] Ke Y，Sukthankar R.PCA-SIFT：A more distinctive repre-

算特征点的主方向时，保留了相应的梯度值——主方向

sentation for local image descriptors[C]//Proceedings of

梯度。最后进行特征点匹配时，将两幅图像的特征点的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主方向梯度相差，差值在 0.03 范围内的点则进行欧氏距

Washington DC，USA：IEEE，2004：506-513.

离的计算。实验表明，本文改进算法不仅减少了运算

[9] Bay H，Tuytelaars T，Gool L.SURF：Speeded up robust fea-

量，还提高了匹配效率，对于旋转、缩放和光照变化均具

tures[C]//Proceedings of the 9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有一定的鲁棒性。

Computer Vision.Graz，Austria：Springer，2006：404-417.

但是对特征点较多的图像，该改进算法还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将 KDtree-BBF 算法从建树到搜索的时间复
杂度和改进的朴素最近搜索法时间复杂度作两个曲线，
在二维空间中的必有一个交点，根据大量的实验数据估
计该交点处的特征点值为 2 000 左右，只是具体的函数
系数将会在下一步的实验工作中展开。

[10] 刘佳，傅卫平，王雯，等.基于改进 SIFT 算法的图像匹配[J].
仪器仪表学报，2013，34（5）：1107-1112.
[11] Abdel-hakim A E，Farag A A.CSIFT：A SIFT descriptor
with color invariant characteristics[C]//Proceedings of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Washington DC：IEEE，2006，2：1978-1983.
[12] Mikolajczy K，Schmid C.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local descriptors[C]//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

参考文献：

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1] Lowe D.Distinctive image features from scale-invariant

Madison，USA：IEEE，2003：17-122.

key-poi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Vision，2004，
60（2）：91-110.
[2] 刘立，彭复员，赵坤，等.采用简化 SIFT 算法实现快速图像
匹配[J].红外与激光工程，2008，37（1）：181-184.
[3] 刘佳，曹正文，孙德禄，等一种改进的快速特征点信息匹配
算法[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3，49（10）：177-179.
[4] 杨全，彭进业.采用深度图像信息和 SLVM 的手语识别[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3，49（19）：5-10.
[5] 邢诚.基于简化 SIFT 算法的无人机影像重叠度分析[J].哈

（上接 91 页）
[9] 方燕萍，章晓芳，张广泉.串空间模型及其认证测试方法的
一种扩展与应用[J].计算机应用，2008（12）：3205-3207.
[10] 陈建熊，孙乐昌.认证测试理论的扩展和应用[J].计算机工
程，2009，35（15）：162-164.
[11] 刘家芬，周明天.突破认证测试方法的局限性[J].软件学报，
2009，20（10）：2799-2809.
[12] 陈力琼，陈贤.认证测试方法的改进及应用[J].计算机科学
与探索，2008，2（1）：104-109.
[13] 杨明，罗军舟.安全协议关联性分析[J].通信学报，2006，
27（7）：39-45.
[14] 罗军舟，杨明.基于挑战-响应的安全协议分析[J].中国科
学：E 辑 信息科学，2006，36（12）：1421-1441.

[13] 白廷柱，侯喜报.基于 SIFT 算子的图像匹配算法研究[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3，33（6）：622-627.
[14] Morel J M，Yu G.ASIFT：A new framework for fully
affine invariant image comparison[J].SIAM Journal on
Imaging Sciences，2009（2）：438-469.
[15] Chiu Liangchi，Chang Tiansheuan，Chen Jiunyen，et al.Fast
SIFT design for real-time visual feature extrac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2013，22（8）：
3158-3167.

[15] 杨明，罗军舟.基于认证测试的安全协议分析[J].软件学
报，2006，17（1）：148-156.
[16] 周清雷，王峰，赵东明.基于认证测试的一种安全协议一
致性分析方法[J].计算机科学，2007（10）：99-102.
[17] 陈建熊，孙乐昌.认证测试对分析重放攻击的缺陷[J].计算
机应用研究，2009，26（2）：739-741.
[18] 余磊，魏仕民.协议主体密钥在测试组件构造上的性质分
析[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3，49（6）：114-117.
[19] Burrows M，Abadi M.A logic of authentication[J].ACM
Trans on Computer Systems，1990，8（1）：18-36.
[20] Lowe G.An attack on the Needham-Schroeder public key
authentication protocol[J].Information Processing Letters，
1995，56（3）：131-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