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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IFT 算法因其良好的尺度不变性、旋转不变性、抗噪声能力强、受光照变化影响小等优点，在当今图形图
像学的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算法所运用的核心特征（SIFT 特征）是一种基于局部梯度的向量特征，能
够抵抗图像的伸缩、旋转等多种变化，非常好地满足了三维物体识别的实际需要。将 SIFT 特征应用在三维物体识
别系统中的视点空间划分、背景物体分割、模式特征匹配等模块，可以有效地提高系统的识别速度与效率，增强
系统的稳定性。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讨论了将 SIFT 特征应用于三维物体识别系统中的可行性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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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IFT Feature in 3D Object Recognition
Xiong Ying, Ma Hui‐min
(Institute of Image and Graphics,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Because of its invariance to image scaling, rotation, noise and illumination changes, SIFT algorithm is nowadays
widely applied in many aspects of the image study. The feature used by this algorithm (SIFT feature) is a vector based on
local gradient, which can resist a lot of image variation such as extension, compression and rotation, meeting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3D object recognition. Applying SIFT feature in view space partition, cutting the object from its
background and pattern matching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robustness of the system and improve its speed and
efficiency.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we prove the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s of applying
SIFT feature in 3D object recogn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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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于在自动导航、自动检测、机器人抓取物件
及装配任务等许多实际需要，三维物体识别如今已
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三维物体识别的一

个难点在于克服因视点位置改变而引起的目标姿态
变化。这种姿态变化一般可以用一个投影变换来描
述。但投影变换的非线性极大地增加了运算的复杂
度，因此在实际中往往采用仿射变换来代替投影变
换。于是三维物体识别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找到物
体的仿射不变性特征，并以此进行目标的匹配识别。
在小角度近似下，仿射不变性又可以归结为尺度不
变性和在平面内的旋转不变性。
SIFT(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算 法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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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G. Lowe 于 1999 年提出[1]，并于 2004 年完善
总结 [2] 。该算法通过抽取图像的局部不变性特征
(SIFT 特征)进行图像识别匹配。由于具有良好的尺
度不变性和旋转不变性、
抗噪声能力强等诸多优点，
该算法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图像拼接、
模式识别等。
目前 SIFT 算法在三维物体识别领域的应用并不
多见，但实际上，该算法能够有效抵抗图像伸缩、
旋转、噪声干扰及光照变化等优点恰恰能够满足三
维物体识别中的一些实际需要。虽然在大角度下
SIFT 特征的仿射不变性会受到一些限制，但通过合
理划分视点空间可以保证算法有较高的识别准确率。
另外，本文将证明对三维模型做充分的预处理后，
系统识别速度也可以大幅提高。

2. 三维物体识别系统结构

三维物体识别在当今计算机视觉中已成为一个
非常活跃的领域，现今已提出较多的识别技术与算
法[3]。一个典型的识别系统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即对三维物体建立特征数据库与对目标图像特征提
取（见图 1）
。
在建立三维物体特征数据库过程中，需要完成
的核心任务有：
（1）视点空间划分：选择代表视点及抽取代表
视点的特征。其中视点空间划分目前较多采用均匀
划分后聚类、突变论两种方法，但前者存在划分不
够精细准确的问题，而后者需求的海量计算往往无
法实现。
（2）目标分割：在目标图像特征提取过程中需
要将输入图像预处理，如将物体从背景中分割，以
便有效消除背景噪声干扰，准确地提取物体特征。
（3）特征匹配：最后将输入图像特征与物体模
型特征进行比对，进行分类决策并给出识别结果。

3. SIFT 特征在视点空间划分中的应用

图 1 典型三维物体识别系统结构框图

SIFT 特征可以应用于一种基于聚类思想的视点
空间划分。通过采样得到三维物体各个视点下的投
影视图，抽取这些视图的 SIFT 特征进行聚类分析。
将特征大体相同的视点集聚为一类，用一个代表视
点表达该类，本文中我们直接取该类点的公有 SIFT
特征。
首先在高斯球面上均匀且较为密集地采集三维
物体的投影视图，计算每个视图的 SIFT 特征。接着
对相邻视图应用匹配算法，判断其相似度。根据突
变理论，当达到某个临界点（如 EV 事件或 EEE 事
件发生点），
两幅图像的重要结构会发生突变而产生
失配。于是可以用这些失配点作为临界点，将临界
点之间的部分作为一个聚类。
一个聚类往往有相同或相似的 SIFT 特征，可以
将它们提取出来，这样就不需要重新选取代表视点，
而且可以通过统计平均方法增大所选取 SIFT 特征的
代表性，提高匹配准确度。
在实验中确实可以发现相邻图像匹配点数曲线
在某些地方出现极小值（见图 2）。

图 2 某飞机的高斯球赤道面上等间隔 40 个投影图的匹配情况

图 3 给出上图飞机在赤道面各角度处具体的匹
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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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视点空间划分的方法是十分精细准确的，
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即需要在全高斯球面密集采集
视点和投影视图，而且需要对每幅投影视图计算
SIFT 特征，并与其相邻视图进行特征匹配，这个过
程需要的计算相对来说是比较烦杂的。但好在上述
过程是在建立特征数据库过程中进行的，因此不会
影响系统匹配的实时性。事实上，这相当于通过前
期大量的后台准备工作以保证输入图像到来时的快
速匹配。
应用 SIFT 算法的另一点好处在于其数据库占用
存储空间非常小，一个三维物体经过预处理后将被
转换成几百个 128 维向量。数据库中只需要存储这
些 128 维向量和几个代表视点的二维投影图，而其
他各个视点的二维投影图则不需要进行存储。

图 3 赤道面各角度处匹配点个数

图 3 中可以看到，在赤道面 280 度左右的地方
匹配点数减小至零，对应图 2 第四行开始两个视图
适配。经分析可以发现，这个失配点恰是飞机翻转
过程中的临界点（临界点左侧为飞机的俯视图，右
侧为仰视图）
。另一个临界点在赤道面 60 度左右的
地方，对应图 2 第一行最后两个视图的失配。这样，
本例中飞机的赤道面就被分成两段，每段为一个聚
类，分别为飞机的俯视图和仰视图。如果需要，还
可以更精细地在赤道面上采样，划分出更多（更准
确）的聚类。
同样方法在全球面采样处理，可以得到物体在
整个高斯球面的视点空间划分。

4. SIFT 算法在物体背景分割与特征提
取中的作用

在三维物体识别系统中需要将输入图像预处理，
以便对其进行特征提取及后续的匹配识别。预处理
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将图像中的物体与
背景区分开来，避免背景对识别结果的影响。一般
来讲，当不规则物体以任意位置姿态嵌入在背景中
时，将其完全从背景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困难的，至

少需要一定量较复杂的计算，从而会增长处理时间，
破坏系统的实时性。
而由于 SIFT 特征描述子的特点使得其在处理物
体背景分割与特征提取过程中有一些特别的优势，
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方面：
首先，SIFT 特征点取自输入图像差分高斯空间
的极值点。而对图像的差分高斯运算相当于一个高
通滤波器，能够有效滤除背景中的低频分量。也就
是说，在纯色背景以及变化缓慢的渐变背景中一般
不会出现 SIFT 特征点，进而也就不会影响特征匹配。
另一方面，SIFT 算法在提取特征点时有一个门
限参数(Threshold)，可以剔除对比度较低的极值点，
因为这些极值点往往源自背景噪声。实验证明，通

过适当提高门限参数，可以有效剔除背景中的特征
点，而不会影响对物体的特征计算（见图 4）。
最后，SIFT 算法进行的是分层(Octave)计算，大
多数背景中的特征点都会出现在尺度层次较低的视
图中（对应文章[2]中参数σ较小的视图），而物体中
的特征点往往出现在高尺度层次的视图中。通过适
当地选择计算层次，也可以有效地滤除背景对特征
选取的影响。
总之，SIFT 算法的上述一些特点使得其在处理
带有背景的输入图像时有相当好的稳定性。在本文
的实验部分，我们证实了 SIFT 算法能够较好地解决
物体在纯色背景，渐变背景以及白噪声背景中的物
体分割及特征提取问题。

(a) Threshold = 0.01

(b) Threshold = 0.1

(c) Threshold = 0.15

(d) Threshold = 0.25

(e) Threshold = 0.5

(f ) Threshold = 5

图 4 调节门限参数剔除 SIFT 背景特征点（红色箭头为特征点及其主方向）

图 5 SIFT 算法在彩色图像和二值图像之间的匹配

5. SIFT 特征匹配

得到待匹配物体的特征后，就可以与数据库中
的特征进行比对，通过分类决策得到匹配结果。为
了加快匹配速度，还可以对特征数据库建立索引或
哈希。由于 SIFT 特征描述子非常规整（128 维向量），
因此建立索引或哈希也相对容易。
SIFT 特征的另一点好处在于它是基于局部梯度
特征的，因此对尺度、旋转和光照强度都有非常好
的不变性。只要局部形态一致，甚至可以进行彩色
图像与二值图像之间的匹配（见图 5）。一方面，这
可以简化三维物体建模；另一方面，也可以优化输
入图像的预处理过程，省去二值化过程。（事实上，
图 5 左边图像二值化后将会导致物体和背景融合，
无法分离。）

6. 结论

本文分析了目前三维物体识别技术中的主要目
标，即通过仿射不变性特征进行识别匹配，讨论了
SIFT 算法在图像模式匹配中的特点，并论述了将其
应用在三维物体识别中的可行性与优势。
使用 SIFT 特征作为模式匹配的特征，可以保证
识别系统有非常好的尺度不变性与旋转不变性，经
过合理的视点空间聚类划分后可以克服仿射不变性
限制，达到较高的准确率。在处理将物体从背景分
割问题中，通过合理设定门限参数滤除背景中的特
征点，就可以直接处理输入图像而不受背景噪声的
影响。最后，SIFT 特征规整，占用存储空间小，且
易于建立索引和哈希，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匹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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