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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不同坐标系下的三维点云统一到某一固定坐标系下形成完整目标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全自动

获取三维视图配准初值的方法。对多三维视图，应用基于闭合条件的整体平差模型，获得最小二乘意义下的

最优变换参数，实现了对多三维视图的全自动无缝镶嵌。利用激光扫描仪的实际扫描数据进行了试验，得到

了预期的结果，并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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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１．５

　　利用激光扫描仪获取的空间数据对目标物体

进行（３Ｄ）三维重建，在古建筑、文物保护、工业零

件测量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中，激光

扫描仪从不同的角度获取目标的三维视图（局部

模型）的配准是三维数字影像造型中的关键技术，

它直接影响合成结果的好坏和最后造型的精

度［１］。计算机视觉界的相关学者已经对此作了大

量的研究［１７］，最常用的视图配准方法是迭代邻近

点ＩＣＰ法（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ｏｓ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其

他很多算法都是在此算法的基础上改进的。

本文所采用的硬件设备不仅能够获取目标的

三维离散点云，还能获取其对应的二维影像，且能

够保证三维物方点和二维影像一一对应。

１　相邻３犇视图的配准

１．１　影像匹配确定初值

由于像方和物方的对应关系，在物方寻找初

始对应点的问题就可以转化为在影像上寻找同名

点的问题。

利用基于特征的影像匹配，在对相邻影像匹

配获取初始同名点后，无疑会存在粗差点。由相

对定向消除同名点对的上下视差，可得到比较精

确的同名点，计算这些同名点的物方对应点坐标，

即可作为３Ｄ视图配准的初值。

１．２　相邻模型转换

对于非规则离散分布的点云数据，可以建立

各种非规则网的模型，逼近实物或场景的表面。

其中，最常见的是不规则三角网ＴＩＮ
［６］。在由相

应影像匹配确定初始值后，可以基于不规则三角

网搜索最邻近点的方法增加对应的同名点。以第

１、２个坐标系之间的转换为例，详细实现步骤如

下。

１）给出允许迭代最多次数犿 和允许的最大

中误差值。

２）匹配出像方的狀对同名点（狓１１，狔１１）…

（狓１狀，狔１狀）和（狓２１，狔２１）…（狓２狀，狔２狀）。

３）根据像方和物方一一对应的特征，将像方

同名点分别对应到其物方点（犡１１，犢１１，犣１１）…

（犡１狀，犢１狀，犣１狀）和（犡２１，犢２１，犣２１）…（犡２狀，犢２狀，犣２狀）。

４）根据狀对初始物方点坐标，可以确定由初

始旋转参数（Φ１、Ω１、犓１）组成的旋转矩阵犚１ 和由

初始平移参数（犜１犡，犜１犢，犜１犣）所构成的平移变换

矩阵犜１。

５）对第２个坐标系下的物方点构不规则三

角网。

６）在第２个三角网中，搜索出包含对应点

（犡２犼，犢２犼，犣２犼）的犽个三角形。把犽个三角形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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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顶点作为在第２个坐标系中新增加的对应点

的初始值犕２。

７）由公式犙＝犚犘＋犜和４）得出的初始参数，

可以计算出坐标系２中新增加的物方点转换到坐

标系１后的点。

８）在坐标系１中，由于不存在与转移到坐标

系１以后完全重合的点，因此，在坐标系１的所有

物方点中，搜索与该点距离最近的点，把距离最近

的点作为新增加物方点在坐标系１中的对应点。

９）根据所有的对应点计算旋转矩阵犚和平

移矩阵犜，并计算中误差。如果中误差小于给定

值，或者大于上次迭代结果，则退出算法；否则，

转１０）。

１０）重复步骤２）～９），直到迭代次数达到最

大值犿。

２　闭合条件约束下的多３犇视图无

缝镶嵌

　　为了得到完整的目标三维模型，必须将从不

同角度扫描得到的物方点统一到一个固定坐标系

下。由于只解求相邻模型的转换参数犉，第犻个

坐标系中的空间点转换到第１个坐标系时，需要

经过前面犻－１次的旋转和平移，无疑会存在误差

累积。为了使误差尽可能地均匀分布，达到无缝

镶嵌的目的，可应用带有闭合条件约束的整体平

差模型。

假设存在犿 个坐标系的物方点需要统一到

第一个坐标系中去，可以求得两两相邻坐标系的

转换参数所构成的旋转矩阵犚犻 和平移矩阵犜犻。

由于最后一个坐标系犿 与第１个坐标系也存在

物方对应点，因此所有的坐标系构成闭合环（图

１）。在图１中，视图犻表示第犻个３Ｄ视图（局部

模型）。理论上，最后一个坐标系犿 中的点经过

前面犿－１次的旋转平移转换到第１个坐标系

图１　整体平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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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与该点在第１个坐标系中的对应点重合。

以此条件作为约束，与解求相邻两个视图变换参

数的独立模型法方程结合起来，可以解得犿－１

组最小二乘意义下的最优旋转平移参数。

考虑最后一个坐标系和第１个坐标系中的对

应点，将所有犿－１组相邻两个坐标系转换的方

程和最后一个限制条件方程表述为函数关系：

犡１ ＝犳１（犡２）

犡２ ＝犳２（犡３）

　　

犡犿－１ ＝犳犿－１（犡犿）

犡１ ＝犳犿（犡犿

烍

烌

烎）

（１）

其中，最后一个等式为约束条件。结合前面犿－１

个３Ｄ视图之间的旋转变换矩阵犚犻和平移变换矩

阵犜犻，得：

犡１

犢１

犣

熿

燀

燄

燅１

＝犚１犚２…犚犿－１

犡犿

犢犿

犣

熿

燀

燄

燅犿

＋

犜１，犡

犜１，犢

犜１，

熿

燀

燄

燅犣

＋犚１·

犜２，犡

犜２，犢

犜２，

熿

燀

燄

燅犣

＋犚１犚２

犜３，犡

犜３，犢

犜３，

熿

燀

燄

燅犣

＋…＋犚１犚２…犚犿－１

犜犿－１，犡

犜犿－１，犢

犜犿－１，

熿

燀

燄

燅犣

（２）

　　此处，考虑到约束条件较为复杂，只对最后一

个等式进行讨论。则误差方程式为：

狏犡

狏犢

狏

熿

燀

燄

燅犣

＝

犡

犜１，犡

犡

犜１，犢

犡

犜１，犣

犡

Φ１

犡

Ω１

犡

Κ１
… 犡

犜犿－１，犡

犡

犜犿－１，犢

犡

犜犿－１，犣

犡

Φ犿－１

犡

Ω犿－１

犡

Κ犿－１

犢

犜１，犡

犢

犜１，犢

犢

犜１，犣

犢

Φ１

犢

Ω１

犢

Κ１
… 犢

犜犿－１，犡

犢

犜犿－１，犢

犢

犜犿－１，犣

犢

Φ犿－１

犢

Ω犿－１

犢

Κ犿－１

犣

犜１，犡

犣

犜１，犢

犣

犜１，犣

犣

Φ１

犣

Ω１

犣

Κ１
… 犣

犜犿－１，犡

犣

犜犿－１，犢

犣

犜犿－１，犣

犣

Φ犿－１

犣

Ω犿－１

犣

Κ犿－

熿

燀

燄

燅１

·

［ｄ犜１，犡 ｄ犜１，犢 ｄ犜１，犣 ｄΦ１ ｄΩ１ ｄΚ１ … ｄ犜犿－１，犡 ｄ犜犿－１，犢 ｄ犜犿－１，犣 ｄΦ犿－１ ｄΩ犿－１ ｄΚ犿－１］
Ｔ
－

［犾狓犾狔犾狕］
Ｔ （３）

其中，（狏犡，狏犢，狏犣）表示视（犡，犢，犣）为观测值的改

正值；ｄ犜犻，犡、ｄ犜犻，犢、ｄ犜犻，犣、ｄΦ犻、ｄΩ犻、ｄ犓犻 表示待定

参数近似值的改正数；犾犡、犾犢、犾犣 为误差方程式的

常数项；

１０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２月

犾犡

犾犢

犾

熿

燀

燄

燅犣

＝

犡１

犢１

犣

熿

燀

燄

燅１

－（犚１犚２…犚犿－１

犡犿

犢犿

犣

熿

燀

燄

燅犿

＋

犜１，犡

犜１，犢

犜１，

熿

燀

燄

燅犣

＋犚１

犜２，犡

犜２，犢

犜２，

熿

燀

燄

燅犣

＋犚１犚２

犜３，犡

犜３，犢

犜３，

熿

燀

燄

燅犣

＋…＋犚１犚２…犚犿－２

犜犿－１，犡

犜犿－１，犢

犜犿－１，

熿

燀

燄

燅犣

）　（４）

将式（３）与解求相邻坐标系变换参数的独立模型

法方程联立，可解求出犿－１组旋转平移参数。

解算出两两相邻视图的变换参数后，需将所

有坐标系的物方点通过犚犘＋犜＝犙统一到一个坐

标系下。通过解求出来的犚犿－１、犜犿－１，把视图犿

中所有的物方点转换到视图犿－１，再根据犚犿－２、

犜犿－２，将视图犿－１的物方点及视图犿 转换到视

图犿－１后的物方点一起转入到视图犿－２中。

依此类推，一直到将所有３Ｄ视图的物方点都转

入到第一个坐标系中为止。

３　试验和分析

本文利用激光扫描仪扫描得到的多组数据，

以一组教堂模型数据为例对上述算法进行验证和

分析。该教堂模型的长、宽和高约分别为１０ｃｍ、

４ｃｍ、１２ｃｍ。硬件设施包括由计算机控制的旋转

平台和激光扫描仪。扫描时的物距约为１ｍ，所

采用的光学镜头焦距为１４ｍｍ，成像比例尺为１／

７１。扫描仪在犡、犢 两个方向上采样密度不同，每

行、每列分别可达６４０点和４８０点。把扫描目标

放置在旋转平台上。旋转平台每旋转１０°，激光

扫描仪扫描一次，共获得３６个位置的三维扫描数

据和对应的二维影像，对相邻影像进行两两

匹配，得到初始影像同名点。利用相对定向来消

除误差比较大的点，最后得到准确的影像同名

点。图２是剔除粗差之后的影像匹配结果。寻

找其对应的物方对应点后，作为３Ｄ视图配准的

初始值。

图２　影像匹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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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相邻坐标系的物方对应点后，在相邻坐

标系中不断增加对应点，同时计算变换参数犉和

中误差狉。利用多组数据进行测试，对应点越多，

解求的参数就越准确。采用拼接后的中误差狉作

为评价匹配精度的指标。狉由原始坐标系中的物

方点在变换到目标坐标系后，与其在目标坐标系

中的对应点在犡轴、犢 轴和犣 轴３个方向距离的

均方差计算得到。假设原始３Ｄ坐标系中有狀个

点需转入目标坐标系，则中误差的具体计算公式

为：

狉＝
（犡′１－犡１）

２
＋（犢′１－犢１）

２
＋（犣′１－犣１）

２
＋…＋（犡′狀－犡狀）

２
＋（犢′狀－犢狀）

２
＋（犣′狀－犣狀）

２

３狀－槡 狌
（５）

式中，（犡犻，犢犻，犣犻）为位于目标坐标系中的同名

点坐标；（犡′犻，犢′犻，犣′犻）为转入目标坐标系中的同

名点坐标；狀为同名点个数；狌为未知数个数。试

验结果表明，每相邻视图配准结果的中误差均低

于０．２ｍｍ。

所有的３Ｄ视图统一到一个坐标系后，各点

的纹理从其原始影像上获取，试验结果如图３所

示。对扫描数据进行了两组试验，并对结果进行

分析比较，一组试验直接将所有物方点统一到第

１个坐标系；另一组则经过带闭合条件约束的整

体平差后解求出变换参数，再将所有物方点统一

到第１个坐标系中。从图中可以看出，未经过闭

合条件约束平差处理的拼接结果存在裂缝，而经

过闭合条件约束的整体平差后，结果有了明显

改善。

同时，以第１个坐标系和最后一个坐标系的

２４１对物方同名点为对象，计算出第３６个３Ｄ视

图中的２４１个物方点在转换到第一个坐标系后，

平差前后的精度分别为５．４１ｍｍ和０．１９ｍｍ。

为了检测重建后的精度，将采用游标卡尺对实物

进行量测的结果和直接在生成的空间点云上进行

量测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见表１。

表１　量测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游标卡尺的量测结果／ｍｍ 三维点云的量测结果／ｍｍ

长度 ９９．００ ９９．２３

宽度 ３７．０７ ３６．２６

　　由于激光扫描仪在扫描时存在噪声点，为了

证明算法的稳健性，所有数据均未作任何预处理

和编辑。图３中，除了教堂模型本身外，其余的离

散点均为噪声信息。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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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试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全自动获取相邻三维视图配

准初值的方法，精度较高。同时，针对多个坐标系

的物方点统一的问题，应用闭合条件约束的整体

平差模型，获得了最小二乘意义下的最优变换参

数，实现了激光扫描仪多三维视图的全自动无

缝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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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Ⅱ类水体的 犕犗犇犐犛影像大气校正方法

刘良明１　张红梅１　张　丰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光谱辐射传输理论对Ｇｏｒｄｏｎ大气校正算法进行了修正，提出用解析的方法分离红外波段７４８

ｎｍ和８６９ｎｍ的离水辐射量与气溶胶的贡献，实现对近海Ⅱ类水体的大气校正，使之更适用于我国高悬浮泥

沙和高气溶胶浓度海区。海上准同步实测数据表明，本文算法的校正精度比传统方法高，且能适用于影像中

找不到理想Ⅰ类水体的情况，解决了近海水色数据大气校正问题。

关键词：水色遥感；ＭＯＤＩＳ；大气校正；近海Ⅱ类水体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海洋水色数据大气校正是将大气顶处传感器

接收到的信号转换为海表真实反射率的过程，它

是水色遥感定量研究的基础。目前，用于海洋水

色数据大气校正的软件有美国 ＮＡＳＡ提供的水

色遥感数据处理软件ＳｅａＤＡＳ。ＳｅａＤＡＳ是基于

Ｇｏｒｄｏｎ大气校正算法，用于处理全球大洋水体水

色数据的软件。由于近海海区一般具有高悬浮泥

沙含量和高气溶胶浓度的特点，特别是我国近海

海域，因此，ＳｅａＤＡＳ运用到近海水色数据处理时

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大气校正模块不适合处理相

对浑浊的近海水体［１］。为了有效地利用卫星遥感

资料研究近海水体，需要探索适合近海区的大气

校正模型。本研究根据近海海域的特定条件和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特点，利用光谱辐射传输理论，对

Ｇｏｒｄｏｎ提出的 ＭＯＤＩＳ大气校正算法进行了改

进，开发了适合于近海Ⅱ类水体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

大气校正方法。

１　大气校正理论与方法

根据光谱辐射传输理论，考虑大气分子与气

溶胶之间的多次散射，大气顶处卫星传感器接收

到的某一光谱波段的总反射率可以表达为：

ρ狋（λ犻）＝ρ狉（λ犻）＋ρ犪（λ犻）＋ρ狉犪（λ犻）＋狋狊（λ犻，θ狏）

　ρ狑（λ犻）＋狋狊（λ犻，θ狏）ρ狑犮（λ犻）＋狋犱（λ犻，θ）ρ犵（λ犻）　（１）

式中，ρ狉（λ犻）为瑞利散射的贡献；ρ犪（λ犻）＋ρ狉犪（λ犻）为

考虑大气分子与气溶胶之间的多次散射的气溶胶

散射的贡献；ρ犵（λ犻）为海表镜面反射太阳直射光

的贡献（包括太阳耀斑）；ρ狑犮（λ犻）为海表面上的个

别浪端白泡沫反射的太阳光和天空光的贡献；

ρ狑（λ犻）为离水辐射的贡献；狋狊（λ犻）为大气漫透射

率；狋犱（λ犻）为直射太阳光通过大气的透射率

水色遥感数据的大气校正就是要消除式（１）

中的海面白冠ρ狑犮（λ犻）、海面耀斑ρ犵（λ犻）、大气瑞利

散射ρ狉（λ犻）、大气气溶胶散射ρ犪（λ犻）＋ρ狉犪（λ犻）的影

响，得到离水辐射反射率。

１．１　标准的犌狅狉犱狅狀Ⅰ类水体大气校正

海洋Ⅰ类水体是指水体光学性质由浮游植物

及其分解物支配的水体，一般指开阔大洋水体［２］。

其大气校正方法如下。

１．１．１　消除ρ狑犮（λ犻）、ρ犵（λ犻）和ρ狉（λ犻）的影响

一般传感器接收的数据中，ρ犵（λ犻）项都很小，

当该值较大时，需要先对数据作耀斑掩膜，以去除

受耀斑影响的像元。由于 ＭＯＤＩＳ传感器未设观

测倾角，所以ρ犵（λ犻）项需要处理
［３］。白冠反射项

ρ狑犮（λ犻）主要受风所引起的海面波的斜率影响，为

风速的函数［４］。

瑞利光学厚度在全球范围都是比较稳定的，

它主要依赖于离地表面的高度。某一波段的瑞利

散射的贡献由下式计算：

ρ（λ犻）＝
１

４ｃｏｓθ狊ｃｏｓθ狏
狋狅狕（λ犻）τ狉（λ犻）ω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