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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车载序列影像的建筑立面纹理的快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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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车载序列影像的建筑立面纹理快速重建的方法。首先进行影像预处理，包括畸变差

改正、树木遮挡去除等，然后对影像进行自动纠正，在此基础上，自动选择拼接点对影像进行拼接。实验证明

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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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资料的获取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而且

从中可提取出密集的序列影像，包含了丰富的纹

理信息，因而基于视频序列影像的应用研究日益

成为摄影测量和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热点。

Ｒｉｃｈａｒｄ等人
［１］提出了基于视频序列影像进行影

像镶嵌的方法；吴军等［２］提出了基于直升机载视

频序列影像进行建筑墙面纹理快速重建的方法，

较好地解决了建筑墙面纹理的快速重建问题，但

使用直升机来获取影像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仅经济成本较高，天气状况以及城市低空高度

限制对于影像质量也具有影响。

建筑物车载视频的获取经济成本比较低，而且

从中获取的纹理的清晰度比机载影像要高。本文

对基于车载序列影像的建筑立面纹理的快速重建

进行了研究，提出根据直线因镜头畸变而产生的弯

曲进行畸变差检校的方法来消除畸变差对影像的

影响；依据色调和平行直线信息去除影像上树木的

遮挡；在影像自动纠正的基础上，依据综合相关系

数与几何约束的策略选择拼接点对影像进行拼

接；采用先整体匀光然后在边界衔接处进行过渡

处理的方法来消除因照度不一致而引起的影像间

的视觉差异。实验证明，最终得到的立面纹理由

于实现了无缝拼接，因而更为真实和美观。

１　畸变差检校

畸变差对大倾角的近景数码影像产生的影响

是十分明显的，如图１（ａ）中，黑色直线为在影像

上提取的直线，而实际存在的直线由于畸变差的

影响而产生了弯曲。为了确定弯曲的程度，将提

取的直线二分后作为初值进行重新匹配，得到图

１（ｂ）中的灰色和白色各一条直线。由于这两条

直线明显无法满足共线的条件，因此产生了图１

（ｃ）中点犆到点犆＇的位移犱，这一位移可近似认为

是由镜头的径向畸变引起的。径向畸变差的计算

公式［３］如下：

Δ狓＝狓（狉
２犽１＋狉

４犽２＋狉
６犽３）

Δ狔＝狔（狉
２犽１＋狉

４犽２＋狉
６犽３
烍
烌

烎）
（１）

图１　直线因畸变差影响而产生弯曲程度的确定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ｉｎ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Ｌｅｎｓ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式中，（狓，狔）为以像主点为原点的坐标；狉表示像

点到像主点的距离；犽１、犽２、犽３为三个径向畸变系

数，由于镜头畸变对小像幅的数码相机的大部分

影响可使用参数犽１来进行消除，所以本文中仅计

算犽１以简化畸变差的检校过程。

根据位移犱，结合式（１）和最小二乘平差方法

可对径向畸变系数犽１ 进行检校。

然而，对于径向畸变比较大的情况，如图２所

示，在弯曲的实际影像直线上提取出了多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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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对所有共线的直线进行分组，由每组直

线来确定实际影像直线的弯曲程度。图３所示为

理想情况下近景摄影常用的像空间坐标系

犛犡犢犣
［４］，图３中直线犾１和犾２共线，犾３与犾１、犾２平

行。以犾１的解析面法向量
［５］狀１ 的计算为例，计算

公式为：

狀１ ＝

犳（狔２－狔１）

犳（狓２－狓１）

狓１狔２－狓２狔１＋狔０（狓２－狓１）＋狓０（狔１－狔２

烄

烆

烌

烎）

（２）

其中，（狓１，狔１）、（狓２，狔２）分别为直线犾１两端点的坐

标。

图２　径向畸变大时的影像直线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Ｌｉｎ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Ｌａｒｇｅ

Ｌｅｎｓ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图３　各直线对应的解析面法向量间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

　　设直线犾１的一般形式为犪狓＋犫狔＋犮＝０，带入

式（２），化简后得：

狀１ ＝ （狓２－狓１）
－犳
犪
犫

犮
犫
＋狔０＋

犪
犫
狓

烄

烆

烌

烎
０

（３）

　　由式（３）可知，在对狀１ 进行单位标准化后，狀１

只与直线方程的系数犪、犫、犮以及焦距犳和像主点

坐标（狓０，狔０）有关，而与参与计算的直线端点坐

标无关。因此共线直线犾１和犾２的解析面法向量狀１

和狀２ 相等，而不共线的直线，即使相互平行，其解

析面法向量也不相等，所以犾３的解析面法向量狀３

与狀１、狀２ 不相等。因此直线的解析面法向量是否

相等可以作为对共线的直线进行自动分组的指

标。

在直线分组后，根据每一组直线拟合一段二

次曲线，取这一段曲线曲率最大的点为图１中的

点犆＇，曲线的两端点分别为点犃 和点犅，计算位

移犱，得到实际影像直线的弯曲程度，再对径向畸

变进行检校。

２　遮挡去除

图４（ａ）中建筑物的纹理有一部分被树遮挡。

这一方面影响了纹理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在对建

筑物提取直线时，由于树的存在会产生噪声，从而

有可能会提取出错误的直线，所以应该将树的遮

挡去除 。

２．１　依据色调信息的遮挡去除

由于树叶通常都为绿色或接近于绿色，所以

它们的颜色信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本文选

择８０～２００的色调范围作为判断任一像素是否位

于遮挡区域的标准。如图４（ｂ）为遮挡去除的结

果。由图４（ｂ）可知，上椭圆标注的区域中，有些

像素虽然位于遮挡区域但没有被去除，而下椭圆

标注的区域中有些像素则相反。由此可知，单纯

根据色调信息来进行遮挡去除，会存在弃真和纳

伪的错误。

图４　遮挡去除的结果

Ｆｉｇ．４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ｅｍｏｖａｌ

２．２　依据色调和平行直线信息的遮挡去除

首先在影像上进行直线提取，如图４（ａ）所

示，影像中建筑物墙面上的直线绝大多数都对应

于平行物方坐标系犡轴和犢 轴的直线，因而其方

向都具有很强的规律性，而树上直线的方向则一

般无规律性可言。首先将原始影像划分为４０×

４０的矩形格网，然后统计每一网格中色调值在８０

～２００范围内的像素个数，若这一数目超过总数

的８０％ ，则可认为这一网格位于遮挡区域内，应

该被删除；否则，将当前网格四分后，依次重复前

述的计算。整幅影像的平行直线密度为：

ρ犾 ＝∑
狀

犻＝１

犔犻／犛 （４）

其中，ρ犾 表示整幅影像的平行直线密度；犔犻 表示

直线的长度，以像素为单位；犛表示整幅影像的大

小。

对于未被删除的网格，分别计算其平行直线

密度，若这一密度小于ρ犾，则该网格位于遮挡区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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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应被删除。

根据上述方法进行遮挡去除，结果如图４（ｃ）

所示，４（ｂ）中出现的弃真和纳伪的错误都得到了

改正。

３　立面纹理的自动拼接

由于建筑立面纹理跨度比较大，通常包括多

张影像，因此为了生成完整的立面纹理，需要对多

张影像进行拼接。

３．１　大倾角的近景数码像片的拼接

如图５所示的近景数码像片，由于其倾角通

常很大，引起像片上建筑物立面纹理产生明显的

几何变形，因此要得到与实际建筑物立面相似的

纹理，必须要对图中的原始像片进行纠正。本文

采用基于灭点理论和物方平行线几何约束的方

法［６］对立面纹理进行自动纠正。

图５　大倾角的近景数码像片的纠正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Ｏｂｌｉｑｕｉｔｙ

由于原始像片都预先纠正到了同一个铅垂面

上，各像片之间的大小比例接近于１，因此对于拼

接而言，就只需要确定相邻像片之间沿犡 轴和犢

轴方向的平移量犱狓、犱狔。

首先对相邻的两张影像进行匹配，从匹配出

的同名点中挑选出最理想的一对作为拼接点，以

确定相邻影像之间的平移量犱狓、犱狔。

３．１．１　依据最大相关系数选择拼接点

从匹配出的同名点中挑选出相关系数最大的

一对作为拼接点，由此确定平移量犱狓、犱狔，得到立

面纹理的拼接结果如图６所示，拼接的纹理在接

图６　依据最大相关系数策略的拼接结果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Ｍｏｓａ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边处有明显的上下错位，说明根据最大相关系数

选择拼接点的策略得到的拼接结果不理想。这是

因为墙面的纹理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即使是

相关系数最大的点对也可能是错的。

３．１．２　综合相关系数与几何约束的策略

在相对定向过程中，每对点之间的上下视差

犙可作为判断其是否为同名点的标准，从而使得

同名点匹配获得更高的精度。因此本文综合考虑

相关系数和上下视差的因素，计算任一点对的同

名因数：

犉犻＝犙犻／（１＋ρ犻） （５）

其中，犉犻表示点对犻的同名因数，１／犉犻越大，则点

对犻为同名点对的可能性越大；犙犻 表示点对犻间

的上下视差；ρ犻表示点对犻的相关系数，若点对犻

完全相关，其值为１。

图７为根据式（５）确定的同名因数选取的拼

接点进行拼接的结果，与图６的结果相比有明显

的改善。

图７　综合相关系数与几何约束

策略的拼接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Ｍｏｓａ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ｏｍｂｉ

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３．２　影像匀光

３．２．１　影像整体匀光

首先将两幅ＲＧＢ图像转换为 ＨＳＩ图像，以

便获得图像的亮度信息犐。然后以一幅图像为标

准，计算其平均亮度，作为其相邻图像亮度调整的

标准，计算相邻图像亮度平均值，并求取其与标准

图像之间的亮度差。最后对待调整亮度的图像每

个像素的亮度分量犐 以亮度差值进行补偿。

图８（ｂ）为影像整体匀光的结果，可看出方框标示

的接边处亮度差仍然比较明显。

３．２．２　边界衔接处过渡处理

针对图像拼接处亮度不一致情况，本文对该

处图像进行过渡平滑处理。其基本原理为：首先

以行为单位，求取每行拼接中心位置两侧亮度犐

的差值，然后对图像中心左侧部分，从左向右对每

一像素的亮度按照线性递增的原则进行补偿；而

对图像中心右侧部分，则从左向右对每一像素的

亮度按照线性递减的原则进行补偿。图８（ｃ）为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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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边界衔接处过渡处理后的结果，可看出方框

标示的接边处亮度差基本得到了消除。

图８　匀光的过程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Ｄｏｄｇｉｎｇ

４　实验结果

本文中墙面纹理是从ＳｏｎｙＩＰ７数码摄像机

拍摄的视频录像中提取的序列影像中获取的，相

片尺寸为７２０像素×４８０像素。

４．１　畸变差检校

如图９所示，首先对影像进行直线提取得到

３８０条直线，然后将大于指定长度（本文中取６０

像素为指定长度）的直线进行二分，结果如图１０

所示，有５３条直线被二分。根据这些二分直线检

测的直线弯曲程度，结合最小二乘平差方法进行

畸变差检校的结果如表１，经过畸变差改正后的

影像如图１０（ｂ）所示。

图９　提取的直线

Ｆｉｇ．９　Ｌｉｎ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图１０　根据二分直线检校畸变差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Ｌｅｎｓ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ｂｙＤｉｍｉｄｉａｔｅｄＬｉｎｅｓ

表１　检校畸变差的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ｅｎｓ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迭代次数 犽１／１０－７ 犿０／像素

二分直线 ３ －１．３２９７ ０．４６１３

直线分组 ４ －２．３８０３ １．２００４

　　由表１可知，平差后的单位权中误差犿０为

０．４６１３像素，说明检校得到的犽１能够比较好地纠

正由二分直线检测出的直线弯曲。但是由于二分

直线无法检测畸变较大的影像上直线实际的弯曲

程度，所以图中直线的弯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纠

正。因此本文根据直线的解析面法向量对图９中

共线的直线进行自动分组，再对每组直线进行二

分，得到图１１中的结果。经过畸变差改正后的影

像如图１１（ｂ）所示。

图１１　根据分组直线检校畸变差的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Ｌｅｎｓ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ｂｙＧｒｏｕｐｅｄＬｉｎｅｓ

平差后的单位权中误差犿０为１．２００４像素，

说明检校得到的犽１能够较好地纠正由分组直线

检测出的直线弯曲，基本消除镜头畸变对影像的

影响，从而优化影像后续处理的效果。

４．２　立面纹理的拼接

如图１２所示，常规的影像镶嵌软件和全景照

片制作软件对本文处理的大倾角近景数码像片的

拼接效果是不理想的。图１３为对经过畸变差改

正，去除树木遮挡以及几何纠正等处理后的影像，

分别按照最大相关系数策略和综合相关系数与几

何约束的策略选择拼接点进行拼接的结果。从图

１３（ａ）中可以看出，根据最大相关系数策略的拼接

影像在接边处产生的错位，在图１３（ｂ）中根据综

合相关系数与几何约束的策略的拼接影像上得到

了很好的消除。图１４为经过纹理分析后的建筑

物立面纹理，采用前述的先整体匀光然后在边界

图１２　利用常规软件的立面纹理拼接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Ｍｏｓａ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ｃａｄ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ｂｙ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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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处进行过渡处理的方法来消除存在的视觉差

异，结果如图１４（ｃ）所示，因照度不一致而引起视

觉差异得到了比较好的消除，立面纹理与图１２中

的比较更为真实和美观。

图１３　两种策略拼接结果的比较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ｓａ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ＦａｃａｄｅＴｅｘｔｕｒｅ

图１４　经过纹理分析和匀光处理后的立面纹理

Ｆｉｇ．１４　Ｆａｃａｄ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ｏｄｇｉｎｇ

５　结　语

１）对影像上提取的直线进行二分，可确定实

际影像直线因镜头畸变而产生弯曲的程度，以此

可对镜头的畸变进行检校。但对于镜头畸变较大

的情况需要对所有共线的直线进行分组，由每组

直线来确定实际影像直线的弯曲程度。

　　２）依据平行线的信息，结合色调信息进行遮

挡去除的方法避免了弃真和纳伪的错误，结果更

为稳定。

３）常规的影像镶嵌软件和全景照片制作软

件对大倾角近景数码像片的拼接效果不理想。本

文在影像自动纠正的基础上，选择拼接点进行拼

接，并作匀光处理，最终得到的立面纹理由于实现

了无缝的拼接，因而更为真实和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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