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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体表面三维视觉量测的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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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总结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 , 并对缺乏纹理目标的人工纹理产生和影像

获取方式进行了研究。对圆目标影像的分割 、探测 、定位等算法以及利用自检校光束法平差方法解求物方空

间坐标 、带权观测值的权值给定等作了试验研究。给出了一个解算孔群孔心坐标的应用实例 , 物方控制点的

检查点坐标中误差小于±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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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物体表面三维视觉量测技术是数字近景

摄影测量及机器视觉系统在工业应用方面的核心

技术之一 。虽然大规模工业摄影测量的研究与应

用始于 20世纪 60年代 ,但直到 20世纪 90年代

初期 ,随着数字 CCD技术和高性能微型计算机技

术的迅速发展 ,视觉计算理论以及数字图像处理

技术 、模式识别技术的显著进步 ,具有三维视觉量

测功能的数字近景摄影测量系统或量测机器人才

被工业应用所接受[ 1] 。

1　数字相机的检校与参数模型

数字相机以其便利的数字图像获取 、存储和

提供快速的数据处理等优点 ,成为视觉量测系统

的基本设备 ,甚至在高级的系统中 ,影像的获取根

本就离不开数字相机[ 2] 。在高精度的视觉量测

系统原本经常被忽略的微小畸变影响 ,如偏心畸

变(也称切向畸变)如今不得不考虑。目前 ,对于

使用摄影胶片的相机检校技术已基本趋于成熟 ,

但对于数字相机来讲 ,新的问题正不断出现[ 3] 。

新的引起影像畸变的因素和畸变参数受到重视 ,

如CCD阵列相对于实际影像平面倾斜引起的像

素形状变形(梯形变形),变焦数字相机因变焦引

起的主距和径向畸变变化 ,变换镜头和旋转 、倒置

相机引起主点偏移 , CCD 的非一致性和不平度 ,

缩放系统(ZOOM 系统)存在着偏心畸变等问题。

相机的检校技术根据检校手段可分为“视觉

检校”和“摄影检校”[ 4] 。视觉检校主要通过瞄准

仪 、测角器 、自动瞄准望远镜 、大地测量经纬仪等

硬设备 ,仅能对相机的所谓主点位置的“最佳位

置”以及主距进行实验室测定[ 3] 。摄影检校则是

在量测像片目标影像坐标的基础上 ,以计算方式

测定检校参数 。由布朗提出的 21参数的附加参

数模型(也称改正多项式)30多年来未曾受到实

质性的挑战[ 4] ,但 Fraser在 1982年提出使用过多

的附加参数实际上会降低目标点坐标的解算强

度 ,产生了“过度参数化”问题 ,需通过统计检验和

可靠性分析适当地选取参数。直接基于物理和经

验表达建立的区域不变附加参数模型(对一组影

像平差时 ,使用同一组附加参数)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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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x0 , y0和 c是主点偏移和主距内定向参数;ki

和 pi分别是径向和偏心畸变系数;b1和 b2是影像

坐标的仿射变形和剪切变形系数;Δxu 和 Δyu 是影

像畸变的模型残差;r 是径向距离;x 和 y 是影像

量测坐标。这个模型现在被多数数字相机的自检

校采用 。同布朗模型一样 ,参数之间 、参数与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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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参数(Υ与 Ψ)之间存在强相关 。Clarke 和

Wang[ 4]的研究证明 ,径向畸变参数间相关性受外

部定向参数影响不大 ,当外部定向参数不变时主

点和偏心畸主参数相关性变弱 ,但主距与径向畸

变参数相关性加强 ,暗示了相关性是由外定向参

数引起的 。

2　人工标志的探测 、识别与自动编
码技术

　　在工业目标量测应用中 ,为了适应不同的量

测目的和方法需求 ,设法在目标表面产生各种形

状 、人工纹理 ,是当前最常用的做法 。对纹理标志

的设计 、探测 、定位 、识别和自动编码是实现工业

目标三维量测的关键技术 。

人工标志的设计和使用 ,与对其进行的识别 、

量测算法和量测精度有着密切关系。常用的标志

形状如图 1所示 ,图 1(a)、1(b)、1(c)、1(d)是普通

标志 ,量测时分别提取其中心 、交叉点 、角点和对角

线交叉点为目标中心的像素坐标。图 1(e)、1(f)、

1(g)是编码标志 ,围绕标志点的同心圆或圆点组

合 ,按一定的编码原则进行编码 ,是为自动探测和

识别目的特别设计的。其中圆形标志是使用频率

最高的标志 。

　　对标志点的探测和分割处理是目标量测的最

基本的图像处理过程 ,目的是将标志点同背景分

离并给予正确的标识 。阈值分割 、目标轮廓跟踪 、

细化 、重心化 、模板匹配 、最小二乘匹配等常规图

像处理算法现经常用于标志点处理过程 。目标点

探测问题表面上看是相当简单和很多分割方法都

能解决的问题 ,但对特定的应用寻找一个合理的

复杂性和速度的适当方案 ,并非总是如此。

基于阈值分割和标志点先验知识的二值化 、

轮廓跟踪和细线化的标志点探测方法被认为是有

效的方法。Zhou[ 6]利用该方法 ,先对具有复杂背

景(不规则直线 、曲线)圆目标影像进行阈值分割 ,

再结合圆目标这一先验知识 ,主要是结构信息 ,如

边界长度 、圆的尺寸等 ,对二值图像施以细线化和

轮廓跟踪处理 ,成功地消除了非圆形标志结构和

影像噪声
[ 7]
。Chen &Clarke

[ 7]
提出了通过轮廓

跟踪(如链码方法)获得的 X 、Y 坐标 ,计算圆目

标的结构参数 ,例如 ,圆的周长 、面积 、形状等 ,区

分目标点和非目标点的算法。这种基于边界形状

或图形结构分析的目标探测方法适合于圆形标志

或椭圆形标志 。边缘提取算子 Roberts 、Sobel和

Laplace 算子也常用于目标分割和探测 , 如 Chi-

bunichev
[ 8]
根据 Sobel算子产生的梯度影像 ,对

图 1(a)、1(b)、1(d)3种标志利用边界分析和拟合

方法进行探测和识别 。为减少随机噪声对目标定

位的影响 ,设计了加权的稳健算法 ,在对目标初定

位的基础上 ,又用最小二乘匹配进行精确定位。

定位精度分别为圆目标 1/100 ,十字目标 2/100 ,

方块目标 13/100 像素。模板匹配与有利兴趣算

子结合使用也是目标探测和识别的常用方法 。最

小二乘匹配用于对立体影像标志点的探测和定

位 ,这种方法需要知道较好的目标定位近似值。

匹配方法将目标探测和定位一步完成 ,不像边界

分析和拟合 ,探测和定位往往是分步进行的 。

当前 ,不同影像上同名点标志的探测 、识别和

标识有两类解决方案:①使用编码标志 ,在各影像

上分别探测目标时予以识别和标识;②利用核线技

术和各种几何约束条件 ,建立不同影像上同名点的

自动标识算法 。图 1(g)的点状排列标志是最近的

创新 ,中心点为标志量测位置 ,周围点起编码作

用
[ 9]
。编码标志对同名点的识别是有效的 ,但必须

保证其不随比例 、旋转和透视畸变的仿射纠正的操

作而改变 ,编码影像必须有足够的对比度和信噪

比。即便如此 ,在大批量量测目标点场合使用编码

标志也是不现实的。在传感器外定向参数已知的

条件下 ,同名点的自动标识和定位问题可借助核线

几何关系解决。Maas[ 10]利用核线几何关系 ,借助

相机检校提供的定向参数 ,对各微粒图像的跟踪粒

子进行同名粒子自动标识。处理依据是首先在一

幅影像上给定一个点 ,它的匹配点必定位于另一幅

影像的核线上。当然 ,因畸变原因 ,核线很可能是

曲线。沿核线搜索同名点的长度可通过目标空间

深度信息的先验知识预先加以限制。但当目标点

距离过于靠近或有重叠现象 ,不能有效区分被选点

图1　人工标志形状

Fig.1　Artificial Marks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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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双像匹配可能出现错误匹配。Maas提出了使

用3幅影像避免误配问题 ,要求 3部相机和目标点

在成像点形成一个四面体 。在这种方式中 ,搜索的

范围严格限制在靠近核线相交的区域 ,误配现象还

可能发生 ,但数量会大大减少。Chen[ 11]提出了一

种可选择的基于3D交叉点和一个核平面确定同名

点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通过影像点对应问题的稳

健解决方案 ,为影像目标点自动量测提供了坚实而

实际的基础[ 9] 。当目标表面为近似平面的情况下 ,

还可使用二维变换的方法标识同名点[ 12] 。

3　子像素量测技术

受数字图像像素分辨率的限制 ,整像素量测

精度不能满足高精度目标量测的需要 ,取得小于

一个像素的量测精度的技术日益受到重视。取得

子像素级量测精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如影像质

量 、分辨率 、比例尺 、目标影像尺寸 、先验知识 、信

噪比 、摄站网络几何 、目标定位算法 、相机检校精

度 、影像匹配算法 、平差方法等 。其中 ,目标定位

和影像匹配算法是子像素量测的关键 ,数字影像

分辨率是限制视觉量测精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子

像素量测方法可以归纳为重心化(加权重心化)、

内插 、匹配 、边缘分析 、形状分析或它们的某种组

合等基本算法。

标准一阶矩(重心)常用来确定具有对称形状

目标的位置。直接使用灰度级像素值计算重心的

精确性为±0.4 像素 ,理想情况下高于 0.1 像

素
[ 13]

。Deng
[ 1]
分析了影响重心化精度的主要因

素有采样精度 、噪声变化 、量化分辨率和信噪

比[ 13] 。使用内插方法提取子像素精度的方法有:

基于梯度影像的多项式拟合法;基于低通滤波的

卷积方法;频率域分析;广义样条;V 样条等。匹

配主要用于确定已知目标在一幅影像中的位置 ,

寻找在另一影像同名标志的位置 。研究表明 ,匹

配定位的最大误差不会超过 0.5 像素
[ 13]

。边缘

分析用于子像素提取的依据是寻找二阶差分算子

与影像卷积的过零点 。

在子像素量测技术方面 ,圆形标志更适合作

为目标点使用 。但因透视投影 ,当目标平面与成

像平面不平行时 ,圆成像呈椭圆。数字影像量测

的椭圆中心并非理想的圆目标中心 ,最大偏心值

约为目标尺寸的 1/400
[ 14]

。

高精度定位算子 , 如 Medioni_Yasumoto 算

子 、基于小面元模型算子 、Dreschler_Nagel 算子 、

矩不变定位算子 、Wong_Trinder 圆点定位算子 、

Mikhail定位算子 、Forstner 定位算子 ,常用于在

单像量测中取得标志点的子像素精度[ 15] 。

4　目标自动和半自动量测技术

影像匹配是实现自动量测的关键技术 ,影像

匹配的精度 、可靠性 、稳定性 、算法的适应性和速

度均是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多级影像匹配和从

粗到细的匹配策略是早期提出但至今仍不失其可

靠性的有效策略 ,而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整体匹配

是提高可靠性的极其重要的发展。从单点匹配到

整体匹配 ,是影像匹配理论和算法的飞跃 。多点

最小二乘影像匹配 、动态规划法影像匹配 、松弛法

影像匹配以及人工神经元网络匹配等整体影像匹

配方法考虑了匹配点与点之间的关系 ,因而提高

了匹配结果的可靠性与结果的相容性 、一致

性[ 16] 。编码标志的使用 、基于外定向设备的相机

外定向元素的自动确定和不同影像同名标志点的

自动标识是近几年影像自动化量测的 3个重要进

展[ 9] 。

影响人工标志点量测自动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有两个:①标志点目标空间坐标近似值确定;②同

名标志点在不同影像上的自动识别 。后者前面已

有论述 ,而取得好的相机外定向元素又是决定这

两个因素的关键(确定前交和核线几何关系)。虽

然确定相机定向元素的技术为大家所熟知 ,但是

在全自动过程中确定定向参数仍然是一个弱点。

至少用于定向参数解算的目标点的选择和探测 ,

在没有任何先验知识时 ,多数仍然是基于人的交

互操作完成的 。半自动量测过程先由人工(鼠标)

给定影像坐标近似值 ,精确定位由自动过程完成

(多数用高精度最小二乘影像匹配)或由定位算子

完成单像量测 ,可完成复杂操作。前面所讨论的

各种标志点定位方法的定位结果可以作为低精度

量测的光束法平差影像坐标直接使用 ,也为全自

动量测获取标志点影像空间坐标和目标空间的近

似值奠定了技术基础 。

确定近似值的方法主要有:①单像量测;②多

像量测;③立体建模;④利用目标空间几何关系的

方法[ 17] 。方法的使用选择取决于控制点的数量

和提供的几何约束条件。多片几何约束匹配是一

种很强的高精度最小二乘影像匹配方法 ,但使用

的主要困难是如何获取好的坐标近似值以保证最

小二乘匹配的收敛性 。多影像相关方法(multi_

image co rrelation , M IC)使用先验的内定向参数 、

畸变参数和外定向参数 ,是一种确定近似坐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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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算法 ,并且适用于不连续和不规则表面[ 17] 。

5　其他相关技术

在工业目标的三维量测技术发展过程中 ,知

识的挖掘和利用同样受到关注和重视。在人工标

志的探测和识别方面 ,标志的形状 、面积 、直径等

先验知识对自动量测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像工业

零部件的质量检测应用 ,进行边界跟踪和量测边

界与实际边界影像配准 ,如果没有任何关于边界

的先验知识 , 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因此 , 基于

CAD 的模型的识别探测技术正在迅速发展[ 18] 。

近景摄影网络的设计也在强调知识的利用。基于

多种知识的专家系统 ,用于回答网络设计中的诸

如相机选择和成像几何 ,目标设计与构像 、数据处

理算法选择 、坐标量测方法及精度预测 、数据获取

方案等问题或进行决策[ 18] 。

系统的集成化技术也是工业目标量测技术的

必要部分。目前这个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如检校 、

边缘探测 、模式识别和立体匹配等与应用环境基

本是脱离的。对一个给定的方案 ,这些技术的系

统集成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和预期的精度还不很

清楚 。

6　试验及应用实例

下面介绍的试验研究及应用是基于这样的思

想和方法完成的:通过投影器对量测对象以投影

方式产生圆形人工纹理标志 ,采用交向摄影方式 ,

用数字相机获取纹理标志图像;基于自适应阈值

分割技术和二值图像目标探测方法 ,对圆形标志

进行自动探测;以目标探测的初步定位结果为依

据 ,用Wong_T rinder圆点定位算子对圆目标影像

进行精确定位和识别 ,对不同影像同名标志点在

本研究中采用了人工识别;数字相机的检校和物

方空间坐标的解算基于自检校光束法平差实现。

目标量测的技术流程如图 2所示。

图 2　目标量测的技术流程

Fig.2　Flow Chart of Object Measurement

　　试验研究证明 ,获取目标影像序列时 ,数字相

机的配置模式及其摄站网络的构型直接影响物方

坐标的解算精度 。试验中采用的相机位置及网络

构型如图 3所示 ,相机相对目标按对角线摄站 ,光

轴交会角接近 90°,高度角 60°左右。选取适当的

摄影比例 ,保证圆标志影像有足够的像素数。

　　圆目标影像的自动量测基于这样的理由和算

法:背景影像的灰度与目标影像灰度具有足够的

反差 ,使用自适应单阈值影像分割方法获得二值

图像 ,实现目标与背景分离。利用 TV 扫描方式 ,

探测圆目标初始位置并结合二值图像灰度重心化

算法获得目标近似位置 ,如图 4所示。

　　对圆目标影像进行精确定位和识别提取的结

果 ,如图 5所示 。为提高影像量测精度 ,使用了灰

度加权定位算子 。

　　为提高解算精度 ,内外方位元素和附加参数 、

物方控制点均视为带权观测值 ,并赋予适当的权

值。图 6所示的影像为实际应用中测定一组孔群

孔心坐标时所用 。坐标解算结果表明 ,影像坐标

观测值中误差为±0.6像素 ,控制点检查点平均

中误差小于±0.2mm 。

图 3　相机成像位置

Fig.3　The Position of the Camera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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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影像　　　　　　　　　　　　　　　　　　　　(b)分割和探测结果

图 4　影像分割与探测

F ig.4　Results of Segmentation and Detection

图 5　目标定位和识别

Fig.5　Result o f Loca tion and Recognition of Object

图 6　实际应用图像

Fig.6　An Image in Application

　　致谢:本文在冯文灏教授指导下完成 ,深表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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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s and Key Techniques for 3D Object Surface

Vision_Measurement in Industry

LI Jiansong
1

(1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C hina , 430079)

Abstract:Digital close range photogrammetry sy stem and machine vision are w idely used in pro-

duction control ,quality inspection , and new production development in indust ry .The main aim is

to provide precision 3D coo rdinates or reconstruction of an object surface and give an expression to

an object shape.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alibration of digi tal camera has some

problems in high precision measurement.The factors of causing image distortion have no t been

fully clear.Calibration model needs to be optimized for some application.Validity and adaptability

of calibration need boosting.Detect ion , recognition and auto coding of artificial marks and coding

marks and epipolar techniques are effect ive methods for coding of homonymous point in dif ferent

images.Sub_pixel measurement precision is above 1/100 pixel under some condition.Our research

focuse on automatic o r semi_automatic measurement of object surface , and image match arith-

metic.The arithmetic from single point matching to multi point matching and to multi pho to

matching is an important evolut ion.

This paper review s and analyzes sy stematically the key techniques for 3D object surface vi-

sion_measurement in indust ry ,discusses and sums up new methods ,new theory ,new problem , and

distortion parameter model of images ,precision level in digital camera calibration.Several main ar-

tificial marks used in non_texture o r poor_tex ture object surface measurement are int roduced.The

paper analyzes comparatively main methods for sub_pixel measurement and it can gain precision

level in present , and indicates important evolutions in automatic and semi_automatic measurement ,

essential arithmetic or robust ari thmetic fo r obtaining appro ximate coordinates of marks points in

an object surface measurement.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know ledge_dig and i ts

application in mark recognition and detection , and emphasizes integrative techniques in vision_

measurement system.

In the end , a pilot study and a result of practice application are given.Research proved that

the thought and methods about image segmentation ,detection and location of circle marks were ef-

fective and valid.A propriety w eight value for adding parameters , control points and o riented ele-

ments in self_calibration bundle adjustment are advantageous to g aining high precision of space co-

ordinates.The R M S of check points of control point is ±0.2 mm.

Key words:3D measurement;camera calibration;object detection;recognition;sub_pixel measure-

ment;image matching ;image processing;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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