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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图与单影像进行建筑物三维重建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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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利用直接线性变换（ＤＬＴ）、单影像空间后方交会确定影像方位元素的初值，然后利用影像上全部建

筑物的直线（特别是建筑物的铅垂线）来确定影像方位元素的精确值，以达到对多栋建筑物同时建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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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很多学者对利用非

量测相机单幅影像进行建筑物的三维重建作了研

究，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１～７］。但这个技术在数

码城市的建立中至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用。

利用非量测相机单影像进行建筑物的三维重

建，理论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① 影像

的内、外方位元素的确定（犳，狓０，狔０，犡犛，犢犛，犣犛，φ，

ω，κ）；② 应用构建实体几何 ＣＳ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ｉ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理论
［８］重建建筑物的三维模型。

其基本理论多是利用建筑物三组空间互相垂直的

平行线的交点（∞点）与影像上对应的“灭点”确定

影像的内、外方位元素［１，４～５］，并且一般选定建筑

物的一个“角点”为物方坐标系的原点，该建筑物

上的三组相互垂直的直线分别为物方坐标系的

犡、犢、犣轴。但在利用灭点理论进行城市建筑物

三维建模中，一幅影像上并不只有一栋建筑物，且

多栋建筑物互不平行，在一个统一的坐标系中确

定影像的方位元素仍有一定的难度。本文首先利

用直接线性变换、单影像空间后方交会确定影像

方位元素的初值；然后利用全部建筑物的直线（特

别是建筑物的铅垂线）来确定影像方位元素的精

确值，以达到对多栋建筑物同时建模的目的。

１　三维重建的半自动算法

１．１　 基于犇犔犜确定影像方位元素初值

从线划地图（图１）中可方便地获取房屋的平

面坐标，根据房屋的楼层可近似推算房屋的高度

犺。已知一定数量的房屋影像（图２）和线划地图

的对应点后，用直接线性变换（ＤＬＴ）可求出影像

方位元素的初始值［８］。由ＤＬＴ变换中１１个系数

犾１～犾１１与影像内、外方位元素的关系，至少需要６

个点才能解算出影像内、外方位元素的初值。在

实际解算中，用影像上最易获取的６个房屋角点

的影像坐标———图２中第一栋房屋的６个角点坐

标（用白色圆圈标记的点）及对应的物方坐标参与

解算。由于ＤＬＴ算法本身对像点坐标精度和点

位分布有较高的要求，上述用人工获取点位信息

情况下解求出的影像方位元素值并不准确，但这

一步为后续算法改善影像方位元素提供了所需的

初值。

图１　 矢量图　　　　　　　图２　影像图

Ｆｉｇ．１　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ｐ　　　 　　Ｆｉｇ．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１．２　基于共线方程的单像空间后方交会逐次改

善影像方位元素及房屋高度初值

用ＤＬＴ获取的影像方位元素作为共线方程

求解影像方位元素的初值，像主点固定在影像中

心，用参与ＤＬＴ解算的６个房屋角点参与共线方

程［９］解求影像方位元素和房屋高度值。这时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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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的影像方位元素将第一栋房屋的角点反投到

影像上，投影点和对应的影像点能较好地重合。

实验证明，用非量测数码相机进行近景摄影测量

时，像主点的位置固定在影像中心，影像方位元素

的解要稳定得多。由于参与影像方位元素初值解

求的点集中在影像一角，此时求解的影像方位元

素初值是不能代表整个影像的，通过反投物方另

３栋房屋可发现其投影与影像不匹配，如图３所

示。再需要影像上第２～４栋房屋的少量角点影

像坐标（１～２个影像点）与对应的物方坐标，参与

基于共线方程的最小二乘平差解求影像方位元素

和房屋高度，通过平差逐次改善影像的方位元素

和房屋高度值［１０］。当一个居住小区中房屋的高

度不一样时，会涉及多个高度值解求的问题。

从图４、图５可看出，每增加一个房屋角点参

与平差解算，影像的方位元素就会进一步改善，反

投物方房屋的投影与影像就越接近重合。这时投

上去的边缘与影像上的边缘还有较小的偏离，这

是由于人工像点坐标量测与房屋高度存在误差而

使影像的方位元素初值不精确造成的。用最小二

乘模板匹配方法精确提取的影像边缘作为观测

值，根据基于共面方程的后方交会来优化影像的

方位元素和房屋的高度值。

在房屋三维重建中，由于房子的地面角点通

　　图３　反投房屋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Ｉｍａｇｅ
　　　　　　　

图４　７点参与平差

Ｆｉｇ．４　７Ｐｏｉｎｔｓ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图５　８点参与平差

Ｆｉｇ．５　８Ｐｏｉｎｔｓ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常被周围的植被、地物所遮挡而不可见，因此，可

见的房屋边缘是可利用的重要信息。式（１）是空

间直线（犘、犙）、对应的影像线（狆、狇）与摄影中心

（犛）的共面方程，通过共面方程可解求出影像的

方位元素和房屋的高度［１０］。当有多余观测时，用

最小二乘法解求即可实现房屋的三维重建（房屋

的高度），同时解得相机的内、外方位元素，即相机

检校与房屋的三维建模同步实现。

狌狆 狏狆 狑狆

犡犘－犡犛 犢犘－犢犛 犣犘－犣犛

犡犙－犡犛 犢犙－犢犛 犣犙－犣犛

＝０ （１）

式中，狌狆、狏狆、狑狆为像点狆 在像空间辅助坐标系中

的坐标；犡犘、犢犘、犣犘、犡犙、犢犙、犣犙分别为犘、犙点在

物方坐标系中的坐标。房屋上的直线通常满足平

行、垂直、共面和等距等几何约束条件，这些约束

条件可作为条件方程，一起参与共面方程的最小

二乘平差。当参与平差模型解算的影像线为一组

物方平行于犡、犢 或犣轴直线的对应线时，共面方

程的最小二乘解是不收敛的。在实际解算中，固

定影像的内方位元素（狓０，狔０，犳），用房屋的竖线

和房屋底线参与共面方程的最小二乘平差解算，

从而得到精确的影像外方位元素和房屋的高度。

影像边缘的自动提取可用上一步求解的影像

方位元素初值反投物方房屋到影像上的边缘作为

初始值，用最小二乘模板匹配提取直线边缘。

１．３　基于最小二乘模板匹配的直线段提取和剔

除伪线段

若犵（狓，狔）表示影像的边缘灰度，犵犿（狓，狔）表

示直线段的模板灰度，用直线段模板与实际待检

测的影像进行匹配（图６）。为简化计算，用直线

段的初始端点将影像旋转成水平影像，就可在水

平方向确定直线段位置［１１］。由于被遮挡的房屋

边依然可根据方位元素投影到影像上作为直线段

提取的伪初值（如图７中直线段犪、犫），必须把这

样提取的影像直线段剔除。在本文的算法中，利

用了最小二乘模板匹配提取直线段过程中形成实

际模板时所用到的分段匹配的相关系数的峰值来

剔除伪直线段［１２］，其过程如下。

１）将影像直线段按定义的匹配模板 （长度

为５个像素，如图６）分为狀段，每段与匹配模板

在其断面方向进行匹配，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并

求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值。

２）取影像线段上每段与匹配模板的相关系

数峰值ρ犻（犻＝１，…，狀）。为了确切地评估直线段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３ ３ ３ ３ ３

５ ５ ５ ５ ５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图６　匹配模板

Ｆｉｇ．６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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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情况，设计出两个计数器狀１与狀２。对于影

像线段上的任一段，若相关系数ρ犻大于阈值（算法

中取０．８３），狀１加１；反之，狀２加１。

３）将计数器归一，即对于每条提取的直线段

而言，犽１＝
狀１

狀１＋狀２
，犽２＝

狀２
狀１＋狀２

。犽１大于阈值（算法

中取０．７），表明直线段匹配的质量好，保留直线

段（如图８中白色直线段为保留直线段）；犽１小于阈

值，表明直线段匹配的质量差，删除直线段。当影

像上的伪线段被剔除后，由最小二乘模板匹配所提

取的直线段就可作为后续运算的直接观测值。

１．４　基于知识的纹理恢复

由于房屋的相互遮挡，在一幅影像上不可能

获取房屋上所有面的纹理，解决此问题可采用基

于知识的纹理恢复方法。在一个居住小区内，大

多数的房屋结构类似，且同样大小的面元具有相

同或反对称的纹理［１３］。在这种先验知识的假设

下，如果房屋的面元全部被遮挡，可在相邻像片上

获取该面元的纹理；如果房屋面元被部分遮挡，可

根据纹理的相似性自上而下恢复面元的纹理。这

是一种可满足视觉效果的快速有效的纹理恢复

方法。

２　实验结果

原始影像为宁波市某居住小区（图２），大小

为１８００像素×１２００像素，地图矢量数据如图１

所示。影像上的房屋与其在线划地图数据上的对

应关系由人给定。人工采集影像的第一栋房屋存

在的６个可见角点，用ＤＬＴ方法确定影像方位元

素的初值。影像上其他房屋需要逐次给定１～２

个角点，逐次精确影像方位元素和房屋高度初值。

房屋的投影直线段有１１２条，用最小二乘模板匹

配中的相关系数提取的可见直线段为３９条（用白

色表示，如图８）。基于直线的空间后方交会后，

房屋投影线与影像叠合，如图９。房屋的屋顶为

线框表示的对称人字形屋顶，通过人工拖拉线框

结点与影像点重合，半自动添加屋顶，纹理恢复后

的模型如图１０。

　图７　伪直线段

　Ｆｉｇ．７　ＦａｋｅＬｉｎｅ
　　　　

图８　提取可见直线段

Ｆｉｇ．８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Ｌｉｎｅ
　　

图９　基于共面条件的直线后交

Ｆｉｇ．９　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Ｃｏｐｌａｎａｒｉｔｙ

　　
图１０　恢复纹理

Ｆｉｇ．１０　Ｍａｐｐｉｎｇ

　　当房屋高度的初始值取１５～２２ｍ时，４栋房

屋参与共线方程、共面方程解算影像的方位元素

值和高度值，计算结果如表１，其中中误差（犕狊）为

观测值的残差和除以必要观测数。

从表１中可发现，当影像内方位元素固定在

影像中心时，高度初值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对影

像的方位元素和房屋的高度影响不大。

表１　犺初值对房屋高度和影像方位元素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Ｈｅｉｇｈｔ

犺初值／ｍ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犺平差值／ｍ １８．４５ １８．３０ １８．３７ １８．２０ １８．２０ １８．０９ １８．０６ １７．８９

犳／像素 ２８０１．２９ ２８０１．１４ ２８０９．３４ ２８０４．９０ ２８１７．１７ ２８１０．２９ ２８１３．３２ ２８０３．３４

犡犛／ｍ －３０．０４ －２９．４８ －２９．７７ －２９．４９ －２９．８４ －２９．５４ －２９．５４ －２９．６７

犢犛／ｍ －７３．９３ －７３．９４ －７４．６４ －７４．７３ －７５．３７ －７５．６１ －７５．５８ －７６．６８

犣犛／ｍ ５１．６８ ５２．６１ ５２．３２ ５１．８５ ５１．８０ ５１．１９ ５１．８１ ５１．１４

φ １．０１１３ ０．９９３７ １．０００４ １．００４４ １．００８３ １．０１３１ １．００６３ １．０１５７

ω １．０２０９ １．０１９５ １．０２２２ １．０２５６ １．０２６６ １．０３０６ １．０２８９ １．０３４３

κ －１．０６４９ －１．０５８７ －１．０６７２ －１．０７１９ －１．０７６８ －１．０８７１ －１．０８０１ －１．０９１８

犕狊／像素 ２．５２ ２．７９ ２．４７ ２．６６ ２．８６ ２．５６ ２．６３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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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ＨｅｕｖｅｌＦＡ．ＡＬｉｎ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ｈｅｄｒ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ＳＰＩＥ，１９９９，３６４１：６０～７１

６　ＨｅｕｖｅｌＦＡ，Ｖｏｓｓｅｌｍａ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３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Ｕｓｉｎｇ Ａｐｒｉｏｒｉ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ＰＩＥ，１９９７，３１７４：３８～４９

７　ＨｅｕｖｅｌＦＡ．３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ＳｉｎｇｌｅＩｍａｇｅ

Ｕｓｉｎ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

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８，５３（６）：３５４～３６８

８　冯文灏．非地形摄影测量．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８６

９　李德仁．解析摄影测量．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０　张永军．基于序列图像的工业钣金件三维重建与视

觉检测．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４４（４）：

５３４～５３７

１１　胡翔云．航空影像上线状地物的半自动提取．中国

图像图形学报，２００２，７（２）：１３７～１４０

１２　张祖勋，张剑清．数字摄影测量学．武汉：武汉测绘

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３　薛玉彩．城市三维可视化中规则房屋墙面纹理图像

的压缩与恢复．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３，

２８（５）：５２５～５２８

第一作者简介：刘亚文，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数字近景摄

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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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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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利用激光强度信息分类激光扫描测高数据　　　　　　　　　刘经南，等

 多尺度耕地供需动态平衡模式研究 刘艳芳

 空间尺度基础性问题研究 李　霖，等

 基于犙犻（狓犻，狔犻）函数的辐射线空间分割与ＴＩＮ的约束边镶嵌 齐　华，等

 土地房产ＧＩＳ空间要素的ＧＭＬ模型与实现 童小华，等

 基于虚拟ＳＡＮ的网格ＧＩＳ数据存储技术研究 高劲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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