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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码检校场实现双目视觉系统的自动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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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对普通检校场中部分圆形回光反射标志块进行编码标识，实现了标定控制点在物方空间和像方

空间的自动对应；然后根据 Ｗｅｎｇ’ｓ相机模型对视觉系统进行标定，求解系统的内、外方位元素和系统畸变系

数；最后依据投影几何中空间直线经中心投影变换后仍是直线的原理，提出了对随机系统的残余误差进行测

定和修正的方法。实验证明，本方法实现了双目视觉系统的全自动标定，并明显提高了系统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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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４；Ｐ２４６．１

　　相机的标定是计算机视觉中的核心研究内容

之一，是由二维立体像对重建三维信息的关键技

术。标定就是确立空间物点和其像点的精确几何

映射关系的过程，高精度的相机标定技术一直是

摄影测量及计算机视觉领域研究人员关注的热点

课题。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建立了日益完善的

相机畸变模型和更加稳定、快速的解算算法：从简

单的线性模型到Ｔｓａｉ提出的针孔模型
［１］，引入径

向畸变参数；再到 Ｗｅｎｇ提出了更加完善的畸变

模型，包括了轴对称畸变、偏心畸变和薄棱镜畸

变。在确定了相机模型后，接下来的研究内容是

如何解算模型中所包含的参数，其解算算法有［２］：

直接求解法、两步法、交替进行法等。综合以上的

分析，相机标定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① 没有自动实现标定控制点的物、像对应；② 对

系统的误差分析及残余误差修正处理不够完善。

本文针对以上两点不足，提出了解决方案。

１　编码检校场的设计与使用

目前常用的室内三维检校场如图１所示。图

中的圆形标志块是用于标定的控制点，其中心的

三维坐标由室内测站上的两台高精度电子经纬仪

测得。标志块下方贴的４４Ｃ、３３Ｃ等数字标签是

用来辅助操作者建立每个控制点的物、像方坐标

的对应。该操作费时、费力，且容易发生操作失

误。

为了使计算机自动识别标志块的标号，提出

编码标志块的概念［３］，其思想是：在物方标志块上

加载惟一的身份信息（即编码），然后在图像中对

每一个含编码信息的标志块进行识别（即解码）。

编码标志块的设计方案如图２所示。编码信息区

域是最外层的圆环区，信息单元是３０°的扇形区

域，其高亮度为１，低亮度为０。连续的３个高亮

区域为逆时针读数的基准，剩余单元包含的０、１

信息组成的二进制数就是该编码标志块的身份信

息。图２所示的标志块的编码信息是１０１１０１０。

经过枚举，本方案可以产生８１种不出现歧义的编

码图形。

获取布置了编码标志块的检校场影像，通过

图像处理检测出所有编码标志块［３］，其步骤为：提

取单像素宽度边缘；提取出圆形区域；从所有圆形

区域中识别出编码标志块区域；高精度定位其中

心位置［４］，读取编码信息完成解码。根据普通标

志块与编码标志块的上下位置约束关系，给每一

个普通标志块设定编号信息，其结果如图３所示。

在此基础上结合由经纬仪测得的空间坐标，建立

起标定控制点在物、像空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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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普通检校场影像（局部）

Ｆｉｇ．１　Ｉｍａｇ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ｉｅｌｄ

　　　 　
图２　编码标志块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Ｃｏｄｅｄｔａｒｇｅｔ

　　 　　
图３　编码检校场识别结果（局部）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ｏｃａｌ

Ｃｏｄ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ｉｅｌｄ

２　基于 犠犲狀犵’狊相机模型的双目视

觉系统的标定

　　Ｗｅｎｇ’ｓ相机模型是目前最为完善的相机标

定与系统畸变模型［１］。该模型的参数可以用表达

式（１）中的两组向量表示：

犿＝ （狉０，犮０，犳狌，犳狏，犜，α，β，γ）
Ｔ

犱＝ （狊１，狊２，狆１，狆２，犽１）
（１）

　　根据共线方程定义目标函数犉（Ω，ω，犿，犱），

其中Ω、ω分别表示空间标定点集合和标定点的

像点集合。由于各种噪声和数字化过程的特点，

对目标函数进行修改，如表达式（２）所示：

犉（Ω，ω，犿，犱）＝ｍｉｎ
犿，犱
犉（Ω，ω，犿，犱） （２）

式中，（犿，犱）就是使目标函数取最小值时的

解。其解算步骤如下。

１）初始设置向量犱＝０。

２）向量犱固定，解算满足ｍｉｎ
犿
犉（Ω，ω，犿，犱）

的解向量犿。

３）由２）中得到解向量犿，使其固定，解算满

足ｍｉｎ
犱
犉（Ω，ω，犿，犱）的解向量犱。

４）根据此解向量犱，重复步骤２）和步骤３）。

对向量犿和犱进行迭代求解，直到满足条件终止

迭代，完成向量犿和犱的解算。

本文使用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求解非

线性方程组［５］。

对双目视觉系统中两个相机分别进行标定，

其标定参数都是相对于同一检校场坐标系的，则

两台相机间的相对位置可确定，从而完成视觉系

统的标定，进行空间点三维坐标的测量。实验中

两个ＯｌｙｍｐｕｓＥ２０数字相机固定在刚性机构上，

其分辨率为２５６０像素×１９２０像素。以左相机

为例，其标定参数解算结果如表１。

对系统的右相机进行同样的操作解算出另一

组标定参数。有了这两组参数，通过同名点匹配

计算出该点的三维空间坐标［６］。通过计算出的控

制点坐标和已测定的高精度坐标值的比较来评价

标定的正确性。表２是采用不同相机模型的标定

结果，参与评价的点数为１４３个点。可以看出，采

用 Ｗｅｎｇ’ｓ相机模型的标定算法，可以获得更高

的测量精度。

表１　标定参数解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迭代次数 参数计算结果

第１次
狉０＝９８９．４２１７

犮０＝１２６１．７６３２

犳狌＝２７３１．３４１２

犳狏＝－２７１０．６２９１

犜狓＝１．９３７９

犜狔＝－１．５６６０

犜狕＝４．５８３

α＝－３．１２３６

β＝０．０３９４

γ＝－０．００８６

狊１＝－０．０１１７

狊２＝－０．００８３

狆１＝０．００５５

狆２＝０．００４６
犽１＝－０．１９５２

第２次
狉０＝９８３．３１１５

犮０＝１２５６．６９２１

犳狌＝２７２５．２１１７

犳狏＝－２７０５．３２１９

犜狓＝１．９０１２

犜狔＝－１．４９６１

犜狕＝４．５９２１

α＝－３．２１８６

β＝０．０３８８

γ＝－０．００８９

狊１＝－０．０１０４

狊２＝－０．００８７

狆１＝０．００５３

狆２＝０．００４１
犽１＝－０．１９４３

… ……

第１１次
狉０＝９８０．５９２２

犮０＝１２５０．３３４９

犳狌＝２７２３．２２６７

犳狏＝－２７００．８７６３

犜狓＝１．８８２６

犜狔＝－１．４８３２

犜狕＝４．６０２７

α＝－３．２２５８

β＝０．０３７１

γ＝－０．００９１

狊１＝－０．００９３

狊２＝－０．００９１

狆１＝０．００５１

狆２＝０．００３８
犽１＝－０．１９３３

第１２次
狉０＝９８０．５９２２

犮０＝１２５０．３３４８

犳狌＝２７２３．２２６６

犳狏＝－２７００．８７６３

犜狓＝１．８８２６

犜狔＝－１．４８３２

犜狕＝４．６０２８

α＝－３．２２５７

β＝０．０３７１

γ＝－０．００９１

狊１＝－０．００９３

狊２＝－０．００９１

狆１＝０．００５１

狆２＝０．００３８
犽１＝－０．１９３３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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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标定参数验证结果／ｍｍ

Ｔａｂ．２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犡轴方向（绝对值） 犢 轴方向（绝对值） 深度方向（绝对值）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

直接线性模型 １．６３７ ７．２０２ １．８７３ ９．６２７ ３．３８０ ８．５２７

ＴＳａｉ模型 ０．７３８ ２．７３２ ０．９９３ ３．８８０ １．８６３ ７．１５２

Ｗｅｎｇ’ｓ模型 ０．４２１ ０．７８２ ０．５６１ １．１６８ ０．９１２ ３．４３３

３　残余误差的测定、修正及实验结

果分析

３．１　残余误差测定

理想状态下，经系统畸变矫正后，空间直线经

过中心投影后应该还是一条直线。但实际情况

是，该直线影像存在几个像素的偏移，该偏移量即

为残余误差。

将相机安置在精密旋转平台上，控制旋转平

台以０．００５°的步长进行旋转。在与相机的标定

条件基本相同的位置布置直线标志，按照以下步

骤对直线标志进行摄像，获取垂直及水平方向的

序列影像。

１）调整初始位置，使空间直线成像在像片的

最左边。控制旋转台转动，使得直线标志在像平

面上沿水平方向移动，获取了如图４所示的垂直

直线在水平方向上移动的序列影像。

２）相机旋转９０°，获取水平直线在垂直方向

上移动的序列影像。

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逐点纠正系统畸变误

差。理想状态下，在纠正后的影像上，空间直线的

影像应是一条直线。分别对纠正后的影像上的垂

直及水平直线进行边缘提取，对边界点进行直线

拟合，如图５所示，边界点将围绕一条理想直线作

不规则的波动，二者的差异就是残余误差。

残余误差的测定过程如下。

　　　　　　　　　　　　　
图４　垂直直线序列

Ｆｉｇ．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ｓ
　　　　　　　　　

图５　残余误差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ｒｒｏｒ

　　１）滤波处理。

２）边缘提取。采用恰当的竖直边缘检测模

板和水平边缘检测模板。

３）直线拟合。针对垂直直线和水平直线选

用恰当的直线方程进行拟合。

４）建立残余误差格网
［７］。获取了像点在行、

列方向上的残余误差，建立残余误差格网，逐点纠

正影像的残余误差。

根据上述步骤，由序列垂直直线影像建立相

机在水平方向上的残余误差格网。同理，由序列

水平直线影像建立垂直方向上的残余误差格网。

３．２　残余误差修正后的系统精度

根据标定出的系统畸变参数和残余误差格网

对每个像素点的总畸变进行逐点纠正。采用第２

节的方法对标定的精度进行评价，表３是残余误

差修正前后的对比。

表３　残余误差修正前后的测量结果／ｍｍ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犡轴方向（绝对值） 犢 轴方向（绝对值） 深度方向（绝对值）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最大误差

残余误差修正前 ０．４２１ ０．７８２ ０．５６１ １．１６８ ０．９１２ ３．４３３

残余误差修正后 ０．４０３ ０．６１５ ０．４９１ ０．９１１ ０．７１５ ２．８８２

　　另外对１５０组已知长度的线段进行测量，将

长度误差分解为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分量，图６

分别是进行残余误差修正前后的二维分布示意

图。通过表３及图６可以明显看出，对系统残余

误差进行修正，可以提高系统的测量精度。

３．３　实验总结

检校场（宽６ｍ×高３ｍ×深３ｍ）中共有４１５

个标定控制点，分布在３７根型材上。从８１种编

码图形中选取３７种制作成编码标志块固定在其

中段，通过识别编码标志块自动完成控制点的物、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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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残余误差

Ｆｉｇ．６　Ｅｒｒ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像对应。编码识别的错误会造成其相关的多个控

制点错误标识。造成识别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图

像发生遮挡，编码信息没有被完整地获取。其处

理方法有：① 对像对识别结果求交集，剔除不兼

容的识别结果，不参与下一步解算。② 在解算迭

代过程中，将控制点反投影到图像平面上，比较其

计算坐标值与实际坐标值的差别，根据３σ准则可

以有效剔除物、像对应错误的标定控制点。

实验中的检校场图像包含了２８６个标定控制

点。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采用 Ｗｅｎｇ’ｓ相机模

型的标定算法，可以获得比采用其他相机模型更

高的系统精度。在完成系统标定的基础上，对随

机系统的残余误差进行测算和修正，可以进一步

提高系统的精度，提升其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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