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硐室数字摄影地质编录及其基本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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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硐室数字摄影地质编录中的影像几何纠正 、影像镶嵌 、岩层产状量算及编录纵横断面图生成等

算法。基于普通数码相机的数据采集及编录系统数据处理所获得的工程地质编录成果 , 证明了数字摄影地质

编录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及算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地质编录;数字摄影测量;硐室;数码相机

中图法分类号:P234;P642

　　地质编录是对硐室 、边坡等岩石开挖断面进

行地质观察和描述 ,记录地层产状及地质特性的

技术过程 。摄影地质编录是近年来倍受关注的新

的地质编录方法 ,然而 ,摄影地质编录要真正成为

一项实用的工程技术 ,自身必须发展成为易于影

像获取 、信息处理 、成果管理和应用的数字摄影地

质编录系统。目前 ,数字摄影地质编录在国内外

都还处于尝试之中。笔者研究开发了基于普通数

码相机的数字摄影地质编录系统 ,实现了信息获

取 、处理 、管理 、应用的一体化 ,提高了地质编录的

自动化程度和信息化管理水平 ,降低了地质工作

人员的劳动强度 ,保证了编录成果的完整性 ,并实

现了对编录成果的几何精度控制。

1　硐室数字摄影地质编录系统

根据数字摄影地质编录原理
[ 1]
,硐室地质编

录系统的研究开发以数字近景摄影测量 、数字图

像处理和地理信息系统及其集成技术为手段 ,以

工程地质编录的数据采集 、处理 、管理 、分析和图

表输出为基本功能 。系统有系统设置 、数据输入

编辑 、图像处理 、硐室地质编录 、信息查询统计及

数据输出等 6个主要模块 ,其中系统设置包括工

作区管理 、坐标系统设置 、权限及环境设置等;数

据输入编辑包括原始影像 、影像参数 、硐型参数 、

相机参数及其他编录有关信息的输入 、编辑和入

库;图像处理包括影像的构像畸变校正 、影像几何

纠正 、影像增强及影像镶嵌等;硐室地质编录包括

数字地质编录及各类编录成果图的生成;信息查

询统计包括对各类影像 、成果图及地质编录信息

的定制查询 、条件查询和统计查询等;数据输出包

括对图形的编辑 、整饰和对图形 、图像 、属性数据

的输出。

系统在功能上可完成较为复杂的工程地质编

录 ,如跨桩段的联合编录 、分层开挖的多期编录等。

2　硐室地质编录中的基本算法

2.1　硐室数字影像的几何纠正

2.1.1　硐室目标柱面影像的生成

硐室的设计开挖面总可视作某种形式的柱

面 ,称之为目标柱面 。生成硐室目标柱面影像 ,即

是把原始影像投影至目标柱面上获得目标柱面影

像的过程 。硐型通常有圆形 、矩形 、城门形和马蹄

形等 ,不同硐型有不同的目标柱面 ,其相应的数字

影像的几何纠正算法也有所差异。

现以目前最常见也最为简单的圆形硐为例 ,

阐述其纠正原理及方法 。设硐半径为  R ,并建立

如图 1(a)所示的物方坐标系(亦称硐室工程坐标

系),则目标柱面方程式为:

Y
2 +Z

2 -2 RZ =0 (1)

若投影中心的物方坐标为(XS , YS , ZS),像点的像

空间辅助坐标为(u , v , w),则投影光线 Sa 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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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像点投影和硐室展示坐标系

Fig.1　Projection of Image Point and the Coordinate

System in Stretch Plane of Tunnel

线方程式为:

X -XS

u
=

Y -Y S

v
=

Z -ZS

w
=λ (2)

式中 ,[ u v w] T=R[ x f z] T , R为像片的旋转矩阵。

显然 ,由式(1)、(2)联立可解得像点 a 在目标柱面

上的物点 A 的物方坐标(X , Y , Z)。将原始

影像逐像元投影至物方 ,并赋予相应像点的灰度

或色彩后 ,即形成硐室柱面影像。硐室柱面影像

只属于中间成果。

需说明的是 ,实际系统因需考虑不同硐型情

况 、硐室转弯情况及硐室倾斜情况等 ,故投影过程

较为复杂。即使对同一硐室 ,柱面不同部位可能

有着不同的面函数表达式 ,像片角元素也有一定

的定义域 ,故具体计算时 ,必须先判断与当前像元

所对应的目标面函数 ,并确定像片在所选用物方

坐标系中的角元素后 ,方可进行投影。

2.1.2　硐室目标柱面展示影像的生成

将目标柱面影像沿柱轴线展开为平面 ,即得

硐室展示影像。设柱面影像像元的物方坐标为

(X ,Y , Z),柱面展示影像像元的像平面坐标(物

方尺寸)为(CX , CY),显然有 CX =X 。而确定 CY

时 ,需考虑柱面影像像元所在的空间位置 。仍以

圆形硐为例 ,以弧长从坐标原点向+Y 方向展开 ,

如图 1(b)所示 ,则有:

tan
-1
[ Y/(R -Z)] R , Y ≥0且 Z -R ≤0

{tan-1[ Y/(R -Z)] +π}R , Y ≥0且 Z -R >0

{tan-1[ Y/(R -Z)] +π}R , Y <0且 Z -R ≥0

{tan-1[ Y/(R -Z)] +2π}R , Y <0且 Z -R <0

(3)

　　柱面影像像元投影转换至展示平面后 ,依据

CX 、CY 及像元灰度进行图像重采样 ,即生成展示

影像 。

2.2　硐室数字影像的镶嵌

硐室数字影像镶嵌按对象分为条带内影像镶

嵌和条带间影像镶嵌 。由于同一摄站在垂直硐轴

的断面内以不同倾角拍摄的若干张影像覆盖了一

段硐室 ,故条带内影像镶嵌即是把硐室某断面内

若干张局部展示影像拼接成条带展示影像的过

程;条带间影像镶嵌则是把若干相邻的条带展示

影像拼接成硐室某桩段展示影像的过程 。按方法

分 ,镶嵌又可分为半自动镶嵌和全自动镶嵌。

半自动影像镶嵌指用户在屏幕上绘出镶嵌接

边线 ,由计算机根据接边线来完成影像镶嵌 。该

方法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接边线切割构造影像 ,保

证图像边界附近的构造线影像的完整性 。

设接边线上像元的屏幕坐标为(SX , SY),如

图2 所示 , 展示影像的 4 个顶点坐标为 CX
max
、

CY
max
、CX

min
、CY

min
,则接边线像元的展示像平面坐

标(CX , CY)为:

CX =CX
min
+(CX

max
-CX

min
)SX/PW

CY =CY
max
-(CY

max
-CY

min
)SY/PH

(4)

式中 ,PW 为影像屏幕高度;PH为影像屏幕宽度。

再将(CX , CY)匹配到相邻图像的同名像点 ,即可

图 2　展示影像镶嵌

Fig.2　Orthophoto Mosaic

在相邻图像上确定相应接边线 ,由此完成图像镶

嵌。

全自动图像镶嵌时 ,接边线为直线 ,其根据两

幅图像的角点坐标自动确定。

2.3　岩层产状量算

岩层结构面产状以结构面的空间走向 、倾向

和倾角等要素表示 。在数字地质编录中 ,产状要

素的计算可通过确定结构面所在的平面方程来实

现 ,具体有立体像对量测法和展示影像量测法。

2.3.1　立体像对量测算法

确定结构面平面方程的关键是测定位于结构面

上不位于一直线的3个以上点的空间坐标。立体像

对量测法即通过量测立体像对上的同名像点来获得

相应点的空间坐标。硐室影像拍摄时 ,采用了专门

的定向装置 ,影像的外方位元素是已知的 ,故采用空

806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4 年



间前方交会算法即可得到物点的空间坐标。

若3个以上点平差确定的平面方程为 AX +

BY +CZ +D=0 ,则结构面的倾向 θ和α分别为:

θ=tan-1(B/A)

α=cos-1(
C

A
2 +B

2 +C
2
)

(5)

以上求得的定义在主值区间的角 θ,需根据平面

法向量 n
　 
=(A , B , C)在硐室工程坐标系中的指

向及硐轴方位角换算为真方位角。

2.3.2　展示影像量测算法

展示影像量测法即通过量测桩段展示影像中

岩层结构线上的若干点来获得相应点的空间坐

标 ,由此算得层面产状 。结构线实际上是结构面

与开挖面的交线 ,即结构线位于结构面上 ,故当所

量测的 3个以上点在空间不共线时 ,便可确定结

构面的平面方程 。对上述圆形硐 ,设展示影像上

a 点的量测坐标为(CX , CY),则其物点 A 的空间

坐标满足方程:

tan
-1
(

Y
R -Z

)R =CY , 0 ≤CY ≤
π
2 R

πR +tan-1(
Y

R -Z
)R =CY ,

π
2
R <CY ≤

3π
2
R

2πR +tan-1( Y
R -Z

)R =CY ,
3π
2
R <CY ≤2π

(6)

式(6)与式(1)联立即可解得 A 点的空间坐标。

在此基础上 ,可用式(5)解求结构面的倾向 、倾角。

2.4　硐室编录纵横断面图生成

编录纵/横断面图即指定断面内的地质编录

图 ,反映出某断面内的地质构造性状 ,对岩体稳定

性分析提供有效的帮助。硐室编录纵横断面图可

从已生成的编录展示图得到。

数字地质编录过程中已记录了硐室内各岩层

构造面所在的平面方程。指定纵/横断面亦为空

间确定的平面 。显然 ,两类平面方程联立求解即

得各构造面在纵/横断面上的交线 ,诸交线与硐室

断面轮廊图叠加编辑后即得硐室编录纵/横断面

图。

3　硐室数字摄影地质编录系统应用

以下是系统应用于某水电工程圆形硐室(硐

直径为 12m)的地质编录实例 ,其中原始影像由经

量测参数检测后的 Canon G2数码相机拍摄 ,像幅

设置为 640像元×480像元 。图 3(a)为硐室原始

影像 ,图 3(b)为相应的纠正影像;图 4为系统处

理后所得桩段影像展示图(包含 6 个条带 、42张

影像)及相应的编录原图;图 5为经系统编辑后输

出的一种编录成果图 。

图 3　硐室原始影像和纠正影像

Fig.3　Original Image and Rectified Image of a Tunnel

　　影像展示图的精度取决于编录系统工作方式

和作业条件下的诸多因素 ,如像点的构像精度 、内

方位元素精度 、像点在目标面上的投影精度以及

岩面超欠挖引起的像点投影位移量等 ,而这些因

素又主要受以下几项指标的影响 ,即普通数码影

像畸变校正后的残差 、相机内方位元素稳定性误

差 、硐室影像外定向误差 、硐径大小和超欠挖程度

等。由于不同拍摄角度影像上的像元或同一影像

上不同位置的像元 ,其物像投影精度均不相同 ,故

对所示硐室 ,按摄影地质编录的精度估算方法
[ 1]

计算了桩段柱面影像在硐室工程坐标系中的最大

中误差 ,其等同于桩段影像展示图的最大中误差。

相应地 ,随机检测了桩段影像展示图上 12处镶嵌

接合误差 。考虑到影像展示图镶嵌的依据是硐室

展示坐标 ,故可认为桩段影像展示图的检测中误

差是检测接合误差的 1/ 2 倍。表 1所示即为桩

段影像展示图的理论最大误差和实际误差 ,表 1

中 , mC
X
、mC

Y
为展示坐标的中误差 。

需说明的是 ,大多数检测点上的误差远小于

理论最大中误差 ,只有极少数检测点受过量超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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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桩段影像展示图及编录原图

Fig.4　Orthophotomosaic and Logging

Original of a Tunnel Section

图 5　编录成果图

Fig.5　A Final Logging Chart

表 1　影像展示图的精度/cm

Tab.1　Mean Square Errors of Orthophotomosaic

误差 mC
X

mC
Y

理论最大中误差 9.8 6.7

实际检测中误差 6.1 3.6

挖投影位移的影响 ,误差达到甚至超过理论最大

中误差。数字摄影地质编录作业过程具有降低现

场人员的劳动强度和危险性 ,促进编录作业的自

动化程度和提高编录成果的质量等优点 ,数字摄

影地质编录的各项精度亦达到相应的规范

要求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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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 Logging of Digital Photos and Its Basic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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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method for the geologic logging of digital photos of tunnels and its principle are intro-

duced.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basic algorithm of digital photo geologic logging for tunnels , i.e.

digital image rectification , digital image mosaic , measurements of geologic elements of attitude of layers ,

and the generation of logging graphs.Practice proves that the project of geologic logging of digital photo

based on a normal digital camera is quite effective.And the validity of the algorithm has been verit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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