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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纯平液晶显示器（ＬＣＤ）自身尺寸较小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标定影像拍摄方法。实验结果说明，该

方法是有效可行的。另外，通过多组模拟数据和实际数据的分析说明，ＬＣＤ相机的标定结果存在明显的系统

误差，而借助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则验证了这种系统误差主要来源于ＬＣＤ自身的不平性，并且得出了定性和

定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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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标定是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界的主要

研究内容之一［１４］，而精度和自动化程度高，并且

具备实用性和方便性则是标定最为重要的研究目

标。文献［５］提出的基于ＬＣＤ的相机标定方法具

备了精度较高、实用方便的优点。但由于ＬＣＤ自

身的尺寸较小，并且相机往往很难在近距离获得

清晰的影像，因此，仅仅通过拍摄少量影像，并且

要求ＬＣＤ占满像幅的影像拍摄方法已经很难满

足大量相机的标定要求。另外，ＬＣＤ是一种全新

的标定参考对象，其自身的几何误差亟待进一步

分析。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多组模拟数据和

实际数据的实验分析，提出了改进的、有效的旋转

拍摄方法，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定性和定量

地证明了ＬＣＤ自身存在一定的不平性误差。

１　旋转拍摄方法

严格的旋转拍摄方法如图１所示。在液晶显

示器前面５个不同的位置上（正前方、前方左上、

前方右上、前方左下、前方右下）拍摄影像（图１中

的犛１～犛５）。由于不能保证ＬＣＤ在拍摄的每幅

影像中占满像幅，此时在每个位置上必须通过左

右旋转或者俯仰相机分别获取若干幅影像，使得

ＬＣＤ有规律地、均匀地分布在像幅的不同角落；

每个拍摄位置的影像数取决于ＬＣＤ在影像上的

成像大小，即显示器成像越小，影像数就越多。要

求ＬＣＤ的成像不能太小，最好保证ＬＣＤ成像的

高或宽与像幅的高或宽之比大于１／５。另外，每

个位置上可以将相机绕光轴旋转９０°获取一些旋

转影像，目的是削弱像主点、主距和畸变差的相关

性等，进一步提高标定精度。

实际标定中，拍摄位置和每个位置上的影像

数不一定严格按照上述方法执行，原则上保证具

有３个以上相距较远的位置，并且保证每个位置

上的ＬＣＤ成像均匀分布在像幅的不同位置。

图１　旋转拍摄方法

Ｆｉｇ．１　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２　实验精度

实际数据采用 ＫｏｄａｋＤＣ２９０数码相机拍

摄，共有４组数据。前两组数据均包含４个摄站

（如图１的犛２～犛５），但是相机不绕主光轴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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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拍摄；后两组数据分别是在前两组数据的基础

上增加旋转９０°的影像，目的是说明旋转９０°拍摄

对标定精度的影响。

模拟数据的生成方法如下：利用上面４组实

际数据进行标定，然后将得到的相机参数和影像

外方位元素作为计算参数，利用共线方程将控制

点投影到影像，获取相应的像点坐标，并根据相机

参数向每个像点坐标引入相应的畸变差；最后利

用高斯随机函数生成零均值和一定标准差的高斯

误差，并将其赋予每个像点的狓和狔坐标，要求狓

和狔的随机误差分别生成，以保证它们的独立

性。从模拟数据的生成方式可以看出，模拟数据

与实际数据是一一对应的，它们所具备的各种条

件基本一致，因此，模拟精度与实际精度可以相互

比较。换句话说，在不存在其他误差的情况下，若

模拟的像点坐标能够正确反映实际量测的坐标

（包括径向、切向畸变以及高斯随机误差等），则实

际精度与模拟精度应该基本相当；否则，实际标定

中可能存在其他未模拟的不确定性误差，如像点

系统误差、平差模型自身误差或ＬＣＤ的几何误差

（即控制点误差）等。

２．１　实际标定精度

表１是４组实际数据对应的标定精度，包括

像点单位权中误差、检查点前交的平面误差和深

度误差等。其中，相对误差（分母）为平均深度与

实际中误差之比。从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旋转拍

摄方法是有效的，而增加旋转９０°影像的标定数

据的平面精度也有明显提高。

表１　ＫｏｄａｋＤＣ２９０相机标定的精度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ＫｏｄａｋＤＣ２９０ｗｉｔｈＬＣＤＢａｓｅ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影像数
单位权中误

差／像素

平面精度 深度精度

实际中误差犇犡犢／ｍｍ 相对误差（分母） 实际中误差犇犣／ｍｍ 相对误差（分母）

平均深

度／ｍｍ

数据１ ２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１４７ ６５６４３ ０．０５４７ １７６８２ ９６６．４７７

数据２ ２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４３ ７３０１１ ０．０６５７ １５８８４ １０４３．３８０

数据３ ３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０８ ９０２６５ ０．０５８０ １６７４０ ９７１．７６２

数据４ ４７ ０．１０６ ０．０１１０ ９４７７１ ０．０６４２ １６２１２ １０４１．２６７

２．２　模拟标定精度

模拟数据中引入的高斯随机误差的标准差分

别取０．０５、０．１、０．２、０．３、０．５和１个像素。通过

标定可得到４组数据对应的精度随引入误差变化

的曲线图。

２．３　模拟精度与实际精度对比

在不存在其他明显误差的情况下，若模拟的

像点坐标能够正确反映实际的像点坐标，则实际

精度应该与模拟精度基本相当。也就是说，可以

利用实际标定得到的像点单位权中误差（表１）在

相应的模拟标定曲线图上估计出一个标定的精度

来，它应该与实际标定精度基本相当。表２是４

组数据对应的估计精度与实际精度的对比。

表２　４组数据的估计精度与实际精度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单位权中误差 精度类型
相对精度

平面 深度

数据１ ０．１０６
估计 ７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实际 ６５６４３ １７６８２

数据２ ０．０９９
估计 ８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实际 ７３０１１ １５８８４

数据３ ０．１０９
估计 ９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实际 ９０２６５ １６７４０

数据４ ０．１０６
估计 １１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实际 ９４７７１ １６２１２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实际标定精度比估计精

度低，其中平面精度比较接近，而深度精度则大幅

度降低，并且最后两组包含旋转９０°影像的深度

精度相差最大。这说明标定数据中除了像点径向

和切向畸变以及可能存在的服从高斯随机分布的

误差外，还可能存在其他不确定的误差。这些误

差可能是无法用径向和切向畸变差模型描述的成

像畸变（模型误差），也可能是其他像点系统误差，

或ＬＣＤ自身的几何误差（控制点误差）等。

３　误差分析

由于模拟标定与实际标定的平面精度基本相

当，因此，这里只对深度方向（犣方向）的误差进行

分析。通过三维图形工具进行展绘，可以直观地

看出，上述４组标定数据的控制点残差存在明显

的规律性。其中，图２是数据１对应的控制点残

差三维分布图（斜向俯视图，残差放大５００倍），十

字丝中心代表控制点，直线代表残差偏移方向（指

向正负犣）和大小。

３．１　控制点残差回归分析

根据概率统计知识［６］可知，通过逐步回归分

析方法可以定性和定量地分析控制点残差的分布

规律。对控制点残差而言，控制点的平面坐标（或

３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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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控制点犣方向残差三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３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ｉｎ犣Ａｘｉｓ

组合式）构成一组自变量，而犣方向上的残差则是

随机变量。因此，如果可以通过回归分析获取控制

点平面坐标与残差的某种关系的显著结果，则说明

控制点残差服从某种分布。根据图２的特点，可以

选取三次多项式作为回归分析的回归方程：

ｄ狕＝犫０狓＋犫１狔＋犫２狓
２
＋犫３狓狔＋犫４狔

２
＋犫５狓

３
＋

犫６狓
２
狔＋犫７狓狔

２
＋犫８狔

３
＋犫９ （１）

式中，犫犻（犻＝０～９）为待回归分析的１０个回归系

数；狓、狔、狓
２、狓狔、狔

２、狓３、狓２狔、狓狔
２、狔

３ 是与回归系数

对应的自变量（因子）；控制点残差ｄ狕为随机变量。

由于有些自变量不对ｄ狕产生影响或者影响很小，

因此，可以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各因子进行逐

个假设检验筛选，最终得出一定显著性水平下各因

子均为显著的回归方程中的诸回归系数。

对上述４组标定数据的控制点残差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每组残差对应的回归系数和复相关系

数如表３所示。根据逐步回归分析原理，若最后

得到的某个回归系数等于０，则代表对应的自变

量可剔除；而复相关系数犮则代表当前回归分析

的显著性，它越接近１，则回归分析效果越好，即

最终筛选出来的自变量与随机变量的关系越

紧密。

表３　４组控制点残差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３　Ｆ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ｂｙ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数据１ 数据２ 数据３ 数据４ 对应自变量

犫０ ０ －０．１２１４５０ ０ －０．１３００４９ 狓

犫１ ０ ０ ０．０５８４２９ ０．１１２９４１ 狔

犫２ －０．００２８０２ －０．００３１０１ －０．００２５１２ －０．００２４５９ 狓２

犫３ ０．００７３４９ ０．００７８０１ ０．００７３０７ ０．００６５４１ 狓狔

犫４ ０．００６５５５ ０．００８８８８ ０．００６０５７ ０．００８９２４ 狔２

犫５ ０ 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１３ 狓３

犫６ ０ ０ ０ ０ 狓２狔

犫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狓狔２

犫８ ０ ０ ０ ０ 狔３

犫９ －１０．３９３６ －２１．５４３７ －１２．０８２３ －２２．５８０１

犮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９４ ０．９４

　　从表３可以看出：①４组回归分析的复相关系

数都大于０．９，即它们均得到显著效果，这说明控制

点残差肯定服从某种分布；② 相对二次及二次以下

的回归系数而言，三次回归系数非常小，而且大部分

等于０，即高次自变量对ｄ狕的影响极小；③４组数据

对应的二次回归系数基本相当，正负号一致。

综上所述，并结合４组标定数据所对应的、非

常相似的回归方程的三维示意图（见封二彩

图１），可以得出：４组标定数据的控制点残差的分

布规律基本上是一样的，它们应该是由相同的一

种或者多种系统误差引起的。

３．２　误差特性分析

虽然上面已经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确定出

控制点残差的分布规律，但是引起这种系统误差

的来源可能包含模型误差、像点系统误差以及控

制点自身误差（即ＬＣＤ自身的不平性误差）等。

根据摄影测量以及误差处理和可靠性理论［７］可

知，要想完全区分这几种误差是非常困难的，所

以，要排除或者完全肯定某种系统误差对控制点

残差的系统性起到作用也是很难的，而往往是通

过假设检验和实验分析指出引起系统性误差的最

有可能的误差来源。

３．２．１　模型误差

本文实验采用的畸变差参数包含犽１、犽２、狆１、

狆２，主距则采用犳。然而实际上，畸变差参数还可

能包含径向畸变的高次参数犽３ 以及薄棱镜畸变差

参数狊１、狊２ 等，主距也可以包含犳狓和犳狔。由于很难

对其他各种不确定的模型误差进行全面分析，因

此，下面仅针对犳狓、犳狔、犽３ 和狊１、狊２ 进行分析。

首先使用犳狓和犳狔重新对上述４组标定数据

进行标定。结果表明，并非所有数据对应的精度

都有所提高。另外，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可知，最终

回归分析结果与仅使用犳的结果基本一致，即系

统误差依然存在。这说明由于主距参数误差造成

控制点系统残差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犽３、狊１、狊２ 可以通过模拟实验进行验证。

具体模拟方法与前面的模拟实验相似，只是在模

拟像点畸变差时，额外引入犽３ 和狊１、狊２ 决定的畸

４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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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差，然后在平差时仍然使用犽１、犽２、狆１、狆２，此

时，将产生由于畸变差模型误差造成的系统误差。

同理，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产生的系统误

差在犣方向上表现不明显。也就是说，由犽３ 和

狊１、狊２ 引起控制点系统残差的可能性也不大。

３．２．２　像点系统误差

在常规航空摄影测量中，像点系统误差往往

来源于各种坐标量测仪器。而对于采用数字图像

处理技术进行点提取的情况来说，系统误差主要

是由算法缺陷引起的。因此，对于采用相同拍摄

方式和点提取算法的标定而言，像点系统误差一

般不会因为更改 ＬＣＤ 而发生较大改变（假设

ＬＣＤ不存在自身几何误差）。

下面通过基于另一个ＬＣＤ（不同于上述４组

标定数据所使用的ＬＣＤ）的两组标定结果来说明

像点系统误差引起控制点系统残差的可能性。封

二彩图２是两组控制点残差逐步回归分析的回归

方程的三维示意图。从结果可以看出，两组回归分

析的效果都很显著，分布也比较相似。但是，与前

面４组回归分析结果（见封二彩图１）相比，它们属

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系统误差，这说明控制点系统残

差由像点系统误差引起的可能性也不大。

３．２．３　ＬＣＤ不平性误差

由于假设ＬＣＤ是平的（即控制点坐标的犣

值恒等于０），因此，若ＬＣＤ自身存在不平性误

差，那么就可能造成标定误差。

显然，借鉴前面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可以通

过模拟实验说明ＬＣＤ不平性误差是否可能产生

与实际标定一样的系统误差。模拟方法与前面的

模拟实验类似，只是在利用控制点反投像点坐标

之前，利用表３中的某组回归方程向控制点坐标

引入一定的不平性误差，然后在平差时仍然使用

未修正系统误差的控制点坐标（犣值恒为０）。这

相当于模拟了前面４组实际数据的标定情况。因

此，若模拟结果中出现与实际结果一致的系统误

差，则说明ＬＣＤ不平性误差完全可能造成实际标

定出现的系统误差。

封二彩图３是４组模拟结果对应的回归方程

的三维示意图。与封二彩图１相比较可以看出，

模拟标定出现的系统性与实际标定出现的系统性

非常相似，这验证了ＬＣＤ不平性误差引起实际标

定系统误差的可能性。

显然，若利用表３中的某组回归方程对ＬＣＤ

控制点坐标进行不平性修正，然后重新对４组实

际数据进行标定（平差时使用修正后的控制点坐

标），检查点的精度有明显提高，则ＬＣＤ不平性误

差引起标定系统误差的结论进一步得到验证。

３．３　犔犆犇不平性的修正与实验

使用数据１对应的回归方程对ＬＣＤ进行不

平性修正，然后重新对４组实际数据进行标定，结

果如表４所示。与表１相比，ＬＣＤ不平性修正之

后的像点单位权中误差变小，平面和深度精度也

相应提高，其中深度精度的提高尤为显著。这进

一步证明了 ＬＣＤ 存在不平性误差，而且这种

ＬＣＤ不平性误差是可以被部分测定的，可以通过

ＬＣＤ不平性修正进一步提高标定的精度。

表４　修正犔犆犇不平性误差之后的标定精度

Ｔａｂ．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ＬＣＤＮｏｎｐｌａｎａｒｉｔ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影像数
单位权中误

差／像素

平面精度 深度精度

实际中误差犇犡犢／ｍｍ 相对误差（分母） 实际中误差犇犣／ｍｍ 相对误差（分母）

数据１ ２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９９／０．００９１ ７２１３７ ０．０２１６ ４４６５２

数据２ ２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８／０．００８２ ９１７７３ ０．０２６０ ４００４５

数据３ ３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７１／０．００７４ ９４９５３ ０．０１７９ ５４４５０

数据４ ４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５４／０．００６５ １２３２５６ ０．０２１５ ４８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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