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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利用地面获取的单幅房屋近景影像计算房檐改正值的方法。该方法使用数码相机倾斜影像和

房屋外观的几何约束条件，根据交比不变与透视旋转原理，确立了灭点、物方直线段与影像投影直线段之间的

关系，并由此计算房檐宽度。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满足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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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檐改正是摄影测量大比例尺测图和地籍测

绘工作的重要环节。航空摄影从空中获取影像，

在内业测图中只能得到房屋顶面多边形的信息，

要得到房屋基底多边形，必须要进行屋檐改正。

通常，房檐改正值依靠外业方法获取，较为常用的

有滴水线法、垂线法和三维坐标测量法等。现有

的各种外业方法一般都有成本高、效率低的缺点，

有些方法只能适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因

此，房檐改正的成本在数字线划图ＤＬＧ成图产

品的价格中占１６％～２０％（通常为１～２万元／

ｋｍ２），所以寻求一种易操作、低成本且满足高精

度要求的测量方法十分必要。

由于从航空影像上常常观测不到地面上的墙

角点，因此无法利用航空影像进行房檐改正计算。

对于一般房屋而言，大都具有３组相互垂直的边，

例如沿房屋的长、宽和高３个方向的边。以房屋

长、宽和高３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为坐标轴建立空

间坐标系（房屋坐标系），房屋墙面上一般具有多

条平行于各个坐标轴的直线段，其中就包括内房

檐线和外房檐线（图１）。这些线段之间存在着多

种约束条件，如铅垂条件、水平条件、平行条件、直

角条件、等距条件等［１］，而现场摄取的近景影像就

包含这些相关的信息，因此可以用于房檐改正的

计算。

由于场地的限制，当利用数码相机获取房屋

的近景影像时，有时无法获取适当的立体像对，但

只要在单幅影像上包含内外房檐线的两个交点，

如图１中的点犫与点犮，且两侧房檐中至少有一侧

在影像上是完整的，如图１中的犪犲，则利用房屋

外观结构特点与画法几何，基于灭点、射影变换与

透视旋转原理，就可以通过影像上灭点的位置确

立影像上直线之间的几何关系，从而仅利用单幅

近景影像计算出房檐的宽度。

图１　普通房屋结构外观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１　灭　点

各平行于房屋坐标系坐标轴的直线束在影像

上的投影交于３个灭点（图２），依各直线束的方

向将这３个点分别称为灭点狓∞、狔∞和狕∞。

在提取出影像中的直线以后，对房屋上平行

于房屋坐标系坐标轴的直线在影像上的投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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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对每组投影直线计算两两的交点，取其平

均值作为灭点的位置：

珚狓＝ （狓∞，狔∞）＝
２

狀（狀－１）∑
狀（狀－１）／２

犽＝１

珚狓犽 （１）

其中，狀为直线条数。

根据每个交点与灭点初值的距离，去掉距离

最远的交点（即粗差），再以剩下的交点取平均。

这样不断迭代，最后利用各直线投影之间的夹角

进行加权平均，可更精确地估计灭点的位置［２］：

珔狓狆＝（狓∞，狔∞）＝
２

狀（狀－１）∑
狀（狀－１）／２

犽＝１

狆犽珔狓犽，∑
狀（狀－１）／２

犽＝１

狆犽 ＝１

（２）

其中，狆犽 与两直线之间夹角差的绝对值｜θ２－θ１｜

成反比，这样就可以得到物方空间坐标系３个坐

标轴方向上的灭点。由灭点狓∞、狔∞、狕∞所构成的

三角形的垂心即影像的主点［２，３］（图２）。

图２　灭点与影像方位元素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Ｄ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ｓ

２　基于交比不变原理的房檐改正计

算

　　如图３所示，若直线犔上有４点犃、犅、犈、犉，

则其交比定义为［４］：

（犃，犅；犈，犉）＝ （犃犈／犅犈）／（犃犉／犅犉）

犛是直线犕 外任意一点，如果自点犛把直线犔 上

的点投影到任意直线犾上，得到点犪、犫、犲、犳。由射

影变换的交比不变原理［５，６］，有犪、犫、犲、犳的交比等

于犃、犅、犈、犉的交比：

（犪，犫；犲，犳）＝ （犃，犅；犈，犉）

即

（犪犲／犫犲）／（犪犳／犫犳）＝ （犃犈／犅犈）／（犃犉／犅犉）　（３）

　　若犃、犅、犈 是物方空间房檐上的点，它们在

影像上的投影分别是犪、犫与犲（图１），则犃犅为房

檐实际宽度，犃犈为房顶的实际长度。犉是与犃犈

图３　交比不变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ｓｓＲａｔｉｏ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平行的空间直线束在无穷远的交点，灭点犳为点

犉 在像平面上的投影。将犪、犫、犲、犳的交比记为狉，

根据式（３），因为

ｌｉｍ
犉→∞
犃犉／犅犉 ＝１

所以

狉＝ （犪犲／犫犲）／（犪犳／犫犳）＝ （犃犈／犅犈） （４）

则

犅犈 ＝狉×犃犈 （５）

可得房檐的宽度：

犃犅 ＝犃犈－犅犈 ＝犃犈×（１－狉） （６）

　　通常，在摄影测量测图中，犃、犈 的坐标已经

获得，这样就可以根据房顶犃犈的长度与影像上

相关线段的长度得到房檐的宽度犃犅。

该方法只需要确定影像中完整的房顶边犪犲

对应的一个灭点犳 的位置，就可以计算犪、犫、犲、犳

的交比，进而解算影像中房顶边犪犲的房檐改正

量———空间线段犃犅的长度。

３　基于透视旋转原理的房檐改正计

算

　　实际上，很难在同一幅影像上摄取到两侧完

整的房顶，一般只能摄取到一侧完整的房顶，这时

根据交比不变原理就只能计算出该侧的房檐改正

量。但是，如果能够获得两侧房檐边改正量的比

例关系，则在计算出完整侧的房檐改正量后，就可

以计算出另一侧的房檐改正量。

文献［７］系统地阐述了中心透视的反转，从

而提出了摄影测量学的第一理论根据。该文献中

两道以问答方式表述透视反转的作图题之一是：

根据一个长方形的透视图形，长方形两邻边长度

之比为已知，作图画出合线、投影中心和主合点

（文献［６，８］中的合线、合点与主合点在本文中分

别称为灭线、灭点与主灭点）。根据该题的解法，

可以反推出由透视图形的合线、投影中心和主合

点求长方形两邻边长度之比的解法［８］。以下给出

２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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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明的直接解法。

如图４所示，点犛为投影中心，平面犘 上的

矩形犃犅犆犇 在像平面狆 上的投影为四边形

犪犫犮犱，影像平面狆与平面犘 的交线犺１犺２称为透视

对应轴或迹线。分别延长物方线段 犃犇、犃犅、

犆犇、犅犆交迹线于点犺１、犺２、犺３、犺４。以直线犃犇的

方向作为空间坐标系犡 轴的方向，直线犃犅的方

向作为空间坐标系犢 轴的方向。过投影中心点犛

作平面犘犛 平行于平面犘，交像平面于灭线犻１犻２。

平面犘上的直线犛犻１平行于物方坐标系犢 轴，点

犻１为物方平行于犢 轴直线束的灭点。直线犛犻２平

行于物方坐标系犡轴，点犻２为物方平行于犡轴直

线束的灭点。

图４　透视关系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延长四边形犪犫犮犱的对角线犪犮交迹线犺１犺２于

点犺，交灭线犻１犻２于点犻，延长矩形犃犅犆犇 的对角线

犃犆与迹线也交于点犺。将平面犘沿线段犺犻平移

至与犘犛平面共面，则迹线犺１犺２与灭线犻１犻２重合。

因为

犛犻１ ∥犃犅，犛犻２ ∥犃犇

所以

犛犻１ ⊥犛犻２

即犛在以犻１犻２为直径的圆上。延长犛犻交该圆的

另一边于点犎，则点犃与点犆均在直线犛犻上。

因为

∠犎犻１犻２＝∠犎犛犻２（圆内对应同一段弧的圆

周角相等）

所以

∠犻１犎犻２ ＝ ∠犃犇犆，Ｒｔ△犻１犎犻２ ∽Ｒｔ△犃犇犆

因此

犃犇／犃犅 ＝犃犇／犆犇 ＝ 犎犻１／犎犻２

即犎犻１和 犎犻２的长度比等于犃犇 与犃犅 的长度

比，也就是原始矩形犃犅犆犇的长宽比。

为了获得矩形犃犅犆犇的长宽比，应提取房屋

坐标系３个坐标轴方向对应的３个灭点犡∞ ＝

犻１、犢∞＝犻２、犣∞。由于像主点为灭点三角形的垂

心，所以可以通过３个灭点确定像主点狅。将平

面犘犛犘 绕灭线旋转到像平面狆（图５），则点犛落

在直线犣∞狅上。如果像主点狅已知，那么不需要

提取犣轴方向上的灭点犣∞，只需要提取犡 与犢

轴方向上的两个灭点。过像主点狅作灭线犻１犻２的

垂线，得到垂足即主灭点犻０，延长犻０狅和圆相交得

到旋转后的投影中心点犛。延长犪犮与犻１犻２相交于

点犻，犛犻延长线与圆交于点犎。此时点犎 到犻１和

犻２的距离的比值为透视图形犪犫犮犱 对应的矩形

犃犅犆犇 的长宽比，也即左右两侧房檐宽度的比

值：

犽＝犎犻１／犎犻２ ＝犃犇／犃犅

最后可得：

犃犇 ＝犽×犃犅

图５　透视旋转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４　实　验

使用非量测ＮｉｋｏｎＣｏｏｌＰｉｘ２５００相机以多种

角度拍摄一栋房屋的１０幅影像，相机的焦距范围

为５．６～１６．８ｍｍ，影像大小为１２８０像素×

１０２４像素，摄影距离约为５ｍ，空间采样间隔约

为４ｍｍ／像素。利用交比不变原理对完整侧房

顶进行处理，计算得到的屋檐改正值见表１，这些

房檐改正值非常稳定。表１中，屋檐实际宽度为

４３ｃｍ，中误差为０．９１。使用透视旋转原理计算

另一边的屋檐改正结果列于表２，由表２可知，在

初始误差较小的情况下，透视旋转作非完整侧房

檐改正也能达到要求。表２中，屋檐实际宽度为

４１ｃｍ，实际长宽比为１．０５，中误差为０．８６。根据

１∶５００地形图的规范，地物点的误差应在１０ｃｍ

以内。实验中利用本文方法计算的房檐改正中误

差在１ｃｍ以内，最大误差也在２ｃｍ以内，完全可

以满足实际测量需要。

３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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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利用交比不变原理计算的房檐改正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ｒｏｓｓＲａｔｉ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计算

宽度／ｃｍ
４３．９８４４．２７４２．７３４４．１７４３．８０４４．００４３．２５４２．９６４４．５６４２．６８

误差

／ｃｍ
０．９８１．２７０．２７１．１７０．８０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４１．５６０．３２

表２　透视旋转改正实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计算长

宽比
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５

计算

宽度／ｃｍ
４２．３４４１．５６４１．８６４２．１８４２．４０４２．１０４０．５７４１．１０４１．９３４０．４９

误差

／ｃｍ
１．３４０．５６０．８６１．１８０．８０１．１０－０．４３０．１００．９３－０．５１

５　结　语

本文介绍的房檐改正方法，拍摄要求不高，在

作业现场仅需手持普通数码相机摄取单幅倾斜影

像，然后在内业对获取的单幅影像进行自动处理

即可，不需在现场进行量测，不需要其他测量仪

器，大大缩短了现场作业时间，简化了作业过程。

由于使用了灭点、交比不变与透视旋转的原理，不

需要利用影像匹配方法确定同名点，因此计算方

法比利用立体像对要简单得多。通过实验表明，

利用该房檐改正方法获取的结果能够达到实际要

求，且具有速度快、操作简单等特点，具备自动化

生产潜力。

本文中研究的房屋对象类型相对规则、单一。

如何解决现实环境中复杂房屋结构和屋顶形状的

房檐改正计算，以及如何对直线和灭点进行精确

定位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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