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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从数字航空立体像对半自动提取多直角平顶房屋的方法。试验表明 , 本方法能提高提取

建筑物的精度 ,其定位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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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对自动建立城市三维模型和实现城市

虚拟现实的需求越来越多 。从大比例尺的航空影

像获取城市建筑物的三维几何信息和表面的纹

理 ,是实现三维城市建模的有效途径之一
[ 1]
。从

航空影像自动提取建筑物的研究成果已经有很

多 ,但至今尚没有无需人工干预且适用于任何比

例尺和影像质量 、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建筑物的实

用方法 。基于角点检测和匹配的方法
[ 2]
,基于边

缘提取和局部图像的分割等方法
[ 3]
,还有采用可

变模板和 Snakes的整体约束优化计算 ,这些方法

因各种复杂的情况 ,各自受到不同条件的限制 ,如

影像质量 、收敛准则等 ,均各有利弊 。

本文在文献[ 4] 提出的方法的基础上 ,结合

Hough变换的优势 ,论述了多直角平顶房屋半自

动提取的基本原理和实现 。

1　房屋地面初始模型的获取

1.1　房屋边缘提取

图1为航空影像上的一个多直角房屋 ,该房

屋受多边缘 、阴影 、遮蔽和成像系统的噪声等的影

响。在左影像房屋外轮廓的角点附近选择种子

点 ,如图 1中 A 、B 点附近的十字丝 ,以选择的初

始点连线 ,在一定尺度内计算直线提取的范围。

综合考虑实用性及航空影像提取精度要求 ,以及

提取时干扰因素的影响 ,要求初始点在正确的房

屋角点附近5个像素之内。

用Sobel算子进行边缘提取
[ 5]
,然后利用梯度

图 1　航空影像多直角房屋

Fig.1　A House with Multi Right Angles

in Aerial Image

信息进行边缘的细化
[ 6]
,再运用闭运算减弱 、消除

离散的噪声。

1.2　Hough变换提取直线

用Hough变换对提取的边缘点进行累加来求

取直线。由于仅考虑一些离散的 θ及ρ值 ,可能

有一些线段上的全部或者部分像素重复地算作另

外一条或多条线段上 。这里可以利用对线段长度

的分析来识别 ,利用重复线段的角度条件 、距离条

件 ,消除重复线段
[ 7 ,8]
。然后用 Hough 变换所得直

线上的边缘点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直线。

对每一条边缘的候选线进行假设验证 ,假设

候选线是正确的房屋边缘 ,和房屋的其他边缘构

成一个多边形 ,并计算该多边形的面积 。构成最

大面积多边形的一组线段构成左影像房屋轮廓。

1.3　右影像房屋提取

由于左右影像摄影角度不一样 ,右影像的房

屋在整体上相对于左影像会有一定的偏移 ,估计

出该偏移 ,即可得到右影像当前房屋较好的初始

角点。按照左影像选取的房屋角点的顺序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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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选择的第三点和首点(如图 1 中的 A 点)的同

名点之间 ,包括了房屋主方向及与主方向正交的

方向 ,因此 ,取首点及第三点计算此偏移量。根据

此偏移量和视差 ,可以获取右影像的房屋角点的

初始位置 ,然后利用左影像房屋提取的相同方法

在右影像上提取同名房屋 。

当左右影像同名房屋提取完毕后 ,用左右影

像提取的房屋边缘线相交获取房屋的角点在影像

上的位置 ,通过前方交会就可以得到房屋角点的

地面三维坐标 ,即得到房屋的初始模型 。

2　房屋精确定位

2.1　基于共面方程房屋精确定位

如图 1所示 ,影像上房屋边缘 AB 上的点应

该位于摄影中心与角点 A 和 B 对应的地面点构

成的平面内。采用该原则 ,联合物方几何约束条

件建立间接平差模型 ,进行房屋精确定位。

1)共面方程

u v w

X i Yi Z i

X j Yj Z j

=0 (1)

式中 ,(X ,Y , Z)表示各角点对应地面点的空间辅助

坐标;(u , v ,w)表示影像上边缘点的空间辅助坐标。

将式(1)线性化得:

(wYj -vZ j)dX i +(uZ j -wX j)dY i

+(vX j -Yju)dZi +(vZi -wY i)dX j (2)

+(wX i -uZ i)dY j +(Yi u -vX i)dZj -l =0

l =-

u v w

X i Y i Z i

X j Y j Z j

(3)

式中 ,dX i 、dY i 、dZ i表示房屋角点(i 点)地面坐标

的改正数 。

提取出了左右影像上房屋的边缘 ,将边缘上

每一个点的像坐标转换为相应的空间辅助坐标系

的坐标 ,作为观测值 ,带入上式参加平差 。

2)物方空间几何约束的限制条件方程

①垂直条件。如图 2所示 ,房屋上依次的三

个角点 i-1 、i 、i+1构成直角 ,满足相邻边正交

条件:

(X i -X i+1)·dX i-1 +(X i+1 +X i-1 -2X i)·

dX i +(X i -X i-1)·dX i+1 +(Y i -Y i+1)·

dYi-1 +(Y i+1 +Yi-1 -2Y i)·

dYi +(Y i -Y i-1)·dY i+1 -L =0 (4)

　　②同高条件。如图 2所示 ,房屋顶点处于同

一高程 ,即它们应具有同高约束条件:

dZ i -lz =0

lZ = Z -Z i

(5)

式中 ,  Z =∑
n-1

i=0
Zi n , Z i表示第 i个角点的高程;

n表示角点总数。

图 2　房屋角点的物方几何约束

Fig.2　Geometrical Constraints in Object Space

　　将基本的平差模型(2)与几何约束条件式(4)

及式(5)合并起来 ,构成本文所讨论的基于物方的

带有几何约束条件的最小二乘间接平差模型 ,来

进行房屋的精确定位 。

图3(a)表示一栋多直角房屋的原始影像 ,从

图中可以看出 ,房屋的屋顶有阳台 ,同时也有阳台

产生的阴影。在影像上房屋角点附近选择 7个种

子点 ,然后提取直线。图 3(b)表示Hough变换提

取结果;图 3(c)表示提取结束时左影像全局优化

的结果;图 3(d)表示左影像提取出的各条边缘上

的边缘点 。图中十字丝表示选择的种子点。

表 1　基于共面方程平差试验结果 m

Tab.1　Experimental Result of Adjustment with

Coplanarity Equation

点号 dX dY dZ

A 0.038 040 0.072 266 -0.096 582

B 0.048 553 -0.081 299 -0.039 827

C -0.094 254 -0.089 966 -0.166 801

D -0.096 680 0.149 292 -0.082 172

E -0.041 748 0.117 859 -0.076 567

F -0.171 005 -0.011 108 -0.077 593

G 0.066 559 -0.120 789 -0.047 440

H 0.106 720 0.089 050 0.043 2491

均方根误差
mx =0.092 763　my =0.099 214

mxy =0.135 825　mz=0.087 674

　　将VirtuoZo全数字摄影测量软件量测的房屋

角点的地面坐标作为房屋真实坐标的参考值 。平

差后精确定位的房屋角点坐标与人工量测的角点

坐标对比 ,其坐标差 、坐标差值的均方根误差如表

1所示 ,其中 A 、B 、C 、D 、E 、F 、G 、H 为房屋的 8

个角点(图 1)。

2.2　基于最小二乘模板匹配房屋精确定位
[ 9]

房屋边缘的提取及其边缘直线表达都可能存

在一定的位置误差 ,可以用一个正确的直线模板

检测到前面检测的边缘点的移位 dx 、dy 。对于房

屋的一条边缘 ,其灰度分布不仅受系统扩散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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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试验结果分析

Fig.3　Result of Experiment

响 ,而且会受其他噪声的影响 ,不能用一理想模板

或者刀刃状模板表示。因此 ,把一条边缘分成若

干个小线段来处理。

以房屋边缘线段为中心线 ,重采样影像得到

一矩形块影像(大小:wide×high),将重采样影像

块平均分为小的块 ,即房屋的边缘分为若干个线

段 ,每一段为 m ×high(m <wide)。对于每一小

块 ,先自动生成基本的刀刃状的 m ×n 维模板(n

<high)。然后在这一小块影像中 ,利用相关系数

计算与 m ×n 初始模板最相似的边缘段。

根据模板和影像窗口的像素灰度计算出变化

系数 h0 、h1 ,将其代入下式:

g =h0 +h1 gm (6)

即可计算出 m×n 维新模板 ,它表示了当前边缘

段的正确的灰度分布 。

将房屋边缘旋转 α角到水平方向 ,则其与实

际直线只存在 y 方向的误差 dyi 、dyj(如图 4)。

对各边缘段影像块内的每一个像素 ,其灰度与求

得的直线模板相应值的误差方程为:

gm(y)=g(y +dy)

vg =g′y·dy +Δg
(7)

式中 , gm为模板灰度;g 为影像像素灰度值;g′为

当前像素的梯度。

以提取的房屋边缘作为 x′轴 ,垂直方向为 y′

轴 ,某一像素(x′, y′)在 y′方向的偏移为 dy′,当

前边缘的两个角点的偏移 dy′i、dy′j有下列关系:

dy′=
d -x′

d
dy′i+

x′
d

dy′j (8)

式中 , d表示当前边的长度。

图 4　房屋边缘的偏移

Fig.4　Shift of House Edge

　　将该边缘旋转到与屏幕坐标系平行 ,则角点

的偏移 dy′i、dy′I与原旋转前的坐标系中角点的位移

dI i 、dJ i 、d Ij 、dJ j有如下关系:

dy′k=dJk cos(α)-dIk sin(α)=

　　
(I j -I i)

Li , j
dJk -

(J j -J i)
Li , j

dIk , k = i , j
　(9)

　　计算机中显示的影像是由原始的影像通过数

字化得来的 ,房屋边缘的角点的屏幕坐标系下的

偏移 d Ii 、dJ i与原始影像上角点的偏移 dx
0 i
、dy

0i

的关系为:

d Ii =(a11dx
0
i +a12dy

0
i) pixelsize

dJi =(a21dx
0
i +a22dy

0
i) pixelsize

(10)

式中 , a11 、a12 、a21 、a22表示原始影像点转到扫描坐标

系的变换系数;pixelsize表示扫描时像素点的大小。

根据共线方程 ,房屋一条边缘的两个角点在

影像上的位移与地面坐标系下的角点坐标的位移

dX 、dY 、dZ 的关系可以表示出来:

d x
oi
=f1(dX ,dY ,dZ) (11)

dy
oi
=f2(dX ,dY ,dZ) (12)

将式(8)、式(9)、式(10)、式(11)、式(12)代入

式(7)得到像点误差方程:

vg =ri ·dX i +si ·dY i +ti dZi +

　　rj ·dX j +sj ·dYj +tj ·dZ j -lg

　　(13)

然后加上共面条件方程房屋精确定位中所述的物

方空间的几何约束条件 ,便可以联合平差 、迭代计

算 ,从而得到要求的精度 。

利用图 3(a)中的房屋做试验 ,提取结果如

图 5所示。用得的房屋角点的地面坐标作为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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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坐标参考值 ,平差结果与 VirtuoZo 全数字测

图软件测量结果对比 ,8个角点的坐标差 、坐标差

的均方根误差如表 2所示。

图 5　模板匹配提取结果

Fig.5　Result of Extraction with Template Matching

表 2　基于模板匹配平差试验结果 m

Tab.2　Experimental Result of Adjustment with

Template Matching

点号 dX dY dZ

A 0.122 711 0.110 413 -0.040 503

B 0.084 579 -0.007 080 -0.087 042

C -0.001 709 -0.000 610 -0.080 729

D -0.006 531 0.054 199 -0.027 836

E -0.052 673 0.048 218 -0.039 450

F -0.064 697 -0.089 355 -0.006 310

G 0.065 125 -0.134 644 -0.027 687

H 0.116 577 0.070 007 0.091 015

均方根误差
mx =0.076 688　my =0.077 877

mxy =0.109 297　mz=0.058 261

3　结　语

以上试验影像中的房屋边缘灰度信息分布并

不理想 ,边缘并不十分清晰 ,房屋的边缘还受阴影

的影响 ,其灰度的不合理分布对模板匹配有一定的

负面影响。但从共面方程和最小二乘模板匹配两

种方法的结果(图 3(c)、图 5)来看 ,提取的效果还

是比较好的。所提取的结果与利用全数字测图软

件人工立体测图的结果对比 ,最小二乘模板匹配的

方法比共面方程的平差结果更好 ,其定位精度比基

于共面方程进行房屋精确定位的精度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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