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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建筑墙面纹理快速重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策略，并从实用、经济的角度出发，对纹理影像

数据源的选择、获取方式，纹理快速提取系统的构建以及重建过程中影像方位元素获取、轮廓线影像匹配关键

算法的实现等各方面进行了具体探讨，最后以数码相机拍摄的近景影像和直升机机载视频序列影像作为纹

理数据源分别设计和实现了两个软件系统，进行了快速重建实验，并取得了较好的纹理重建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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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建筑物纹理获取存在效率低下、人工劳

动强度高等问题，已引起了计算机视觉、摄影测量

及ＧＩＳ界一些学者的重视，并已从各学科角度进

行了相关研究［１，２，３］。

建筑物纹理数据的获取包括屋顶面纹理和墙

面纹理两部分。屋顶面纹理获取的自动化程度较

高，从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获取城市建筑物屋顶

面纹理是较为有效的途径之一［４］；墙面纹理数据

的获取则主要通过地面摄影以及人工后续处理

（进行交互贴图）的方式完成［５］。影像三维重建

（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为建筑物纹理获取

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但基于 ＣＳ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ｉ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的建筑三维重建方法
［６］，需要知

道建筑几何模型点、线、面拓扑关系才能准确地获

取建筑墙面的纹理；而采用平面表示初始模型的

重建方法［７］取决于图像中线特征提取的成功性和

精度，且在提取面特征时的计算量非常大。

１　基于轮廓线配准的建筑墙面纹理

重建策略

　　１）建筑几何模型的边界表示（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Ｒｅｐ）。面是纹理映射的基本单位，

采用合适的矢量模型或数据结构对建筑墙面进行

几何描述，对提高纹理重建的效率无疑是非常重

要的。边界表示法是一种常用的三维矢量数据模

型，通过描述实体的边界来表示一个实体，其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是实体信息，包括几何信息和拓扑

信息两方面［５］，从而可通过点、面的拓扑关系来确

定每个空间墙面与其纹理影像区域的对应关系。

此外，对于空间顶点同名像点的确定也提供了另

一种的思路，即将点对应关系的建立转换为线对

应关系的建立，通过对直线进行求交计算确定同

名像点。显然，由于直线具有较稳定的几何特性

（长度、角度以及灰度分布），易于被检测、跟踪，当

几何模型数据或相机投影矩阵误差导致投影结果

偏离其同名影像特征实际位置时，仍能高效、准确

地确定出目标像点。

２）从“粗”到“精”的建筑轮廓线影像配准过

程。以ＢＲｅｐ对建筑几何模型进行表示时，墙面

纹理重建可描述为图１所示的从“粗”到“精”的建

筑轮廓线影像的配准过程。

 “粗”配准。对于某一房屋而言，其纹理所

包含的范围仅是整幅影像的局部区域，尽管由于

几何模型数据或相机投影矩阵误差的影响，空间

顶点的投影结果偏离于其同名影像点的实际位

置，但借助于建筑几何模型在影像上的投影结果

可大致确定出目标纹理区域的范围，为下一步精

确确定纹理区域的边界提供了可能。

 “精”配准。根据建筑几何模型提供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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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息以及“粗”配准纹理区域内的影像信息搜索

出相对应的同名影像直线特征。显然，当建筑轮

廓线与其影像上的轮廓得到精确配准时，根据Ｂ

Ｒｅｐ所提供的点、线拓扑关系，通过相邻影像直线

特征求交，可确定出各空间顶点对应的同名像点。

以上过程仅是从目标场景单幅影像的角度出

发考虑的，一定范围的建筑场景必须拍摄相当数

量的影像才能为各建筑墙面提供完整的纹理信

息。为此，根据目标建筑几何模型从拍摄的数以

千、百计的场景影像库中快速检索出相关的影像

将是首要的步骤（称为“影像配准（ｉｍａ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８］。通过将所有影像纳入到统一的地面坐

标系参考框架中，并利用目标建筑几何模型的投

影信息确定出相关的影像。

图１　从“粗”到“精”建筑轮廓线影像配准过程

Ｆｉｇ．１　Ｆｒｏｍ“Ｃｏｒｓｅ”ｔｏ“Ｆｉｎｅ”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ｄｇｅ

　　３）“基于直线的摄影测量”与轮廓线影像

“精”配准的实现。建筑轮廓线影像“精”配准实质

是利用影像上的直线特征信息对影像方位元素或

建筑几何模型进行逐步修正的过程，即若建筑轮

廓线在影像上得到了精确的配准，则轮廓线上的

空间直线犘犙、影像上配准的直线特征狆狇和摄影

中心犛应满足如图２所示的空间共面条件，即空

间点犘（犡犘，犢犘，犣犘）、犙（犡犙，犢犙，犣犙）、犛（犡犛，犢犛，

犣犛）及像点狆（狓狆，狔狆）（或狇（狓狇，狔狇））所构成的矢量

犛
→
狆、
→
犛犘、→犛犙的混合积为零：

狌狆 狏狆 狑狆

犡′犘 犢′犘 犣′犘

犡′犙 犢′犙 犣′犙

＝犔＝０

式中，狌狆＝犪１狓′＋犪２狔′－犪３犳；狏狆＝犫１狓′＋犫２狔′－

犫３犳；狑狆＝犮１狓′＋犮２狔′－犮３犳；犡′犘＝犡犘－犡犛；犢′犘＝犢犘

－犢犛；犣′犘＝犣犘－犣犛；犡′犙＝犡犙－犡犛；犢′犙＝犢犙－犢犛；

犣′犙＝犣犙－犣犛。其中，犡犛、犢犛、犣犛 为摄站中心；犳、

狌０、狏０ 为焦距和像主点；犪１、犪２、犪３、犫１、犫２、犫３、犮１、犮２、

犮３ 为旋转矩阵元素。

图２　基于直线的摄影测量

Ｆｉｇ．２　Ｌｉｎ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经推导，可得到关于影像方位元素和建筑几

何模型的误差方程为：

犃１ｄ狓０＋犃２ｄ狔０＋犃３ｄ犳＋犃４ｄ犃＋犃５ｄ犪＋

犃６ｄ犽狏＋犃７ｄ犡犛＋犃８ｄ犢犛＋犃９ｄ犣犛＋犔＝０

（１）

　　由式（１）可知，利用大量的同名影像直线特征

信息可对影像方位元素（或建筑几何模型，参数选

取取决于影像数据源，仅当使用多张重叠影像时，

才对建筑几何模型进行改正）进行修正，使得建筑

轮廓线最终的投影结果与实际的影像位置一致。

由于上述共面条件研究的是一条影像上的直线

（两个点）与一条空间直线的关系，因此，一些摄影

测量学者称之为“基于直线的摄影测量”［９］。尽管

这种方式是基于四点（摄影中心、像点、物点１、物

点２）的“共面方程”，但并不要求对应的“像点”与

“物点”一定是同名点（狆与犘、狇与犙 不一定是同

名点），这对于利用影像上丰富的直线特征信息提

供了一条好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直线的摄影测量”是以

已知空间直线及其相应同名影像直线为前提条件

的，而该对应关系的建立正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常，经过建筑轮廓线的“粗”配准过程，其投影线

段在影像上的局部领域内已包含对应的同名影像

直线特征，利用投影线段所提供的关于直线长度、

方向上的先验知识可从局部领域内搜索出最佳影

像直线（“伪”同名直线特征）作为“直线摄影测量”

的初始观测值，对影像方位元素或建筑几何模型

进行修正，使得轮廓线的投影逐步与实际的同名

影像直线一致，直到完全契合。因此，从轮廓线影

像“精”配准的实现而言，它是一个反复迭代的过

程：① 建筑轮廓线几何投影；② 搜索最佳影像直

线特征作为同名影像直线；③ “直线摄影测量”修

正影像方位元素或建筑几何模型；④ 建筑轮廓线

几何重新投影。

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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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影像数据获取与影像方位元素估

计的一致性考虑

　　为降低影像方位元素估计的难度，本文对影

像数据来源和采集方式作如下安排：① 以普通数

码相机近距离获取的影像作为纹理重建数据源。

应避免对建筑墙面进行垂直摄影，而采用俯拍、仰

拍等方式摄入同一建筑的多个墙面，从而使被摄

影像呈现出两点透视或多于两个“灭点”的透视效

果，以便于利用“灭点”信息进行照相机定标［１１］。

② 以数码摄像机获取的视频影像作为纹理重建

数据源。要求摄像机内方位元素已知，并通过直

升飞机从空中按图３要求的飞行路线及摄影角度

（一次垂直摄影，两次倾斜摄影）连续摄影，形成关

于目标场景的序列影像，即

图３　三条拍摄序列影像的飞行路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ＦｌｙｉｎｇＲｏｕｔｅｓｆｏｒＩｍａｇ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直升飞机沿道路平行方向飞行，飞行路线

包括三条，道路正上空及道路两侧。

 位于位于道路正上空飞行时，摄像机主光

轴垂直指向地面，所摄录的影像主要提供建筑屋顶

面的纹理信息；位于道路两侧上空飞行时，摄像机

主光轴偏离地面铅垂方向约４５°，指向沿街的建筑，

所摄录的影像主要提供房屋墙面的纹理信息。

以上对直升飞机飞行路线及数码摄像机摄影

方式的要求基于以下问题的考虑：

 出于对交通出行及基础设施使用方便，城

市建筑大都沿道路进行建造，纹理的获取主要考

虑道路两侧的建筑墙面；

 空中摄影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遮挡的影

响，且直升飞机飞行高度不高（约４００ｍ），以及不

同角度的摄影能为同一房屋提供不同墙面的、清

晰的纹理信息；

 数码摄像机摄取的序列图像不仅具有高

重叠度，还具有严格的顺序关系，有利于建筑物相

关影像的快速检索；

 可以将序列图像看作一条航线，利用摄影

测量的理论和技术进行影像方位元素的快速解

算［１０］。

为了真正达到提高效率、减轻操作员劳动强

度的目的，建立一个半自动的纹理提取系统是必

要的，其性能要求应包括：① 正确率（成功率）和

稳健性；② 精度；③ 高效率的人机交互。

３　实验与结论

本文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为系统平

台，ＶｉｓｕａｌＣ＋＋６．０为开发工具，分别建立了两个

实验系统Ｒｅｃｏｎ和３ＤＭａｐＣｒｅａｔｅ来检测与建筑

墙面纹理快速重建相关的理论和算法。

３．１　单幅近景影像建筑墙面纹理快速重建

纹理重建系统 Ｒｅｃｏｎ以普通数码相机拍摄

的单幅近景影像为纹理数据源。以利用两组正交

空间直线在影像上的灭点，解算出影像方位元素

的初值［１１］为基础，建筑墙面纹理重建过程如图４

所示。由于存在影像畸变、影像方位元素不准以

及几何模型不精确等原因，建筑几何模型初次投

影的结果与实际的影像位置具有明显的偏差（见

图４（ｃ））。为降低问题的复杂性，可认为以上偏

差的产生主要源于影像方位元素的不准确性（建

筑几何模型由量测精度较高的“矢量地图＋高度”

提供），并可将所有偏差的消除纳入到对影像方位

元素的平差体系中来，即通过基于直线的摄影测

量来调整影像的方位元素，从而使所有建筑轮廓

线的影像配准误差达到最小。由于影像中丰富的

直线特征信息存在较强的“匹配”干扰，人工干预

是必要的，它是一个由人工引导、干预次数逐渐降

低、整体效率逐步提高的过程。图４（ｄ）～４（ｅ）所

示的建筑轮廓线投影结果表明，通过人在影像上

图４　单幅近景影像建筑墙面纹理快速重建

Ｆｉｇ．４　ＲａｐｉｄＴｅｘ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ｆｒ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ＣｌｏｓｅＩｍａｇｅ

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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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偏差较大的房屋角点进行引导（拖动），以

建立正确的同名线对应关系，进行影像方位元素

的重新解算，使得建筑轮廓线重新投影的结果逐

步趋近于其正确位置，并且随着影像方位元素调

整过程的不断进行，所需的人工引导次数迅速降

低。以上针对４栋建筑进行的纹理重建工作中，

人工引导次数为６，加上计算影像方位元素初值

所需的拖动操作３～６次，人工干预的次数至多为

１２次，且操作较为简单，整个纹理重建过程耗时

约为４ｍｉｎ。显然，相对于传统的以面为单位手

工进行映射的纹理获取方式，这种半自动纹理重

建的效率要高得多，且纹理重建结果也较令人满

意。

３．２　直升机载序列影像下的建筑墙面纹理快速

重建

纹理重建系统３ＤｍａｐＣｒｅａｔｅ以直升机机载视

频序列影像为纹理数据源。实验影像数据由日本

ＭａｐＭａｓｔｅｒ公司提供，采集区域为日本东京ｇｉｎｚａｖ

约１．７ｋｍ长的沿街范围。利用数码摄像机在飞

行高度为４００ｍ的直升飞机上拍摄，垂直摄影航线

序列影像像幅大小（均以像素为单位）为１０８０×

１９２０，倾斜摄影航线序列影像像幅大小为１９２０×

１０８０。经影像抽稀后，垂直摄影航线序列影像共

计３００幅，重叠度约为９８％；两条倾斜摄影航线序

列影像分别为２００幅、１６０幅，重叠度约为９０％。

由于数码摄像机已检校，序列影像的获取主要是针

对外方位元素进行，利用数字摄影测量中的自动空

中三角测量（ＡＡＴ）技术来完成
［１０］，以快速、准确地

获取序列影像的外方位元素。以此为基础，建筑墙

面纹理重建过程如图５～图６所示。

图５　建筑轮廓线“粗”配准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ｓ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ｄｇ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Ｌｉｎｅ

图６　建筑轮廓线“精”配准

Ｆｉｇ．６　“Ｆｉｎ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Ｌｉｎｅ

　　由于建筑几何模型精度较差，甚至存在着较

大程度的形状失真，建筑初始几何模型在三条航

线序列影像上的投影结果与实际的影像位置具有

明显的偏差（见图５）。为降低问题的复杂性，建

筑轮廓线“精”配准首先在垂直航线序列影像上

进行，利用建筑物屋顶轮廓线在多幅影像上的同

名直线特征对建筑的平面形状进行修正（见图６

中的①、②、③、④），然后将修正后的建筑几何模

型投影到两条倾斜航线序列影像上，人工调整建

筑的高程，实现建筑轮廓线倾斜航线序列影像上

的“精”配准（见图６中⑤、⑥）。由于建筑物屋顶

轮廓线的同名直线特征在垂直航线序列影像上表

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规律性，这为自动确定正确的

影像特征、提高配准的自动化程度提供了保证。

事实证明，通过反复的直线提取、直线评价（搜索

最佳影像直线特征）以及共面约束调整等计算过

程，使得建筑轮廓线在序列影像上的配准达到了

相当高的自动化程度。实验共处理建筑三维模型

１７０栋（图７（ｂ）为某道路交叉口纹理重建后的三

维场景），时间开销包括系统自动处理（１１５ｍｉｎ）

和人工交互处理（４８０ｍｉｎ）两部分时间，即每栋房

图７　纹理重建后的三维场景

Ｆｉｇ．７　ＦｌｙｉｎｇＶｉｅｗｏｆ３ＤＳｃｅｎｅＡｆｔｅ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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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重建所需时间小于３ｍｉｎ，每小时可处理２０栋

房屋。考虑摄影、数据格式转换、自动空三预处理

时间以及不可预见因素，总体上每人每个工作日

至少可处理约８０栋房屋。就中国某一中等城市

的重建项目而言，约６０００栋房屋，总共约１０人

用了３个月的时间，平均每人每个工作日小于１０

栋房屋，若采用本项目半自动的重建方式，效率可

提高８倍，其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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