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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量测相机的复杂物体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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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复杂物体的三维重建，提出了利用非量测相机进行复杂物体的三维表面几何信息的获取和几何

建模。为了便于获取影像，设计了一个旋转平台，可以利用旋转平台上的平面控制格网板方便地进行相机标

定；对于获取的重建影像，采用多基线影像匹配自动获取影像间的同名特征，随后利用区域网光束法平差进行

相关的解算，得到物体表面密集的点云；最后利用基于特征点在影像上的可见性信息构建物体的表面模型。

实际数据的试验表明，该方法是可行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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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二维影像进行目标三维几何信息的获取，

是摄影测量以及计算机视觉等领域的主要研究内

容，甚至在某些领域早已开发出成熟的测量系统。

如对于地形测量，目前的数字摄影测量已经广泛应

用在测绘以及相关部门［１］，这可以说是基于影像进

行三维测量应用方面最成功的范例。近年来，由于

数码相机的推广与普及，基于数码相机获取的数字

影像进行三维测量开始应用到许多新的领域［２５］，

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目前的测量都局限于相

对简单的物体，对于复杂物体（如人的头颅、耳朵

等）的测量与三维表达，尤其是在整个过程的简单

化、自动化方面，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３］。与

基于影像的目标重建相比，能够直接获取目标表面

三维信息的激光扫描测量方法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尤其是对于没有纹理的物体仍然能够获得高质量

的测量结果［６］。然而，由于激光点发射的均匀性，

获取的三维激光点云虽然分布密集、均匀，但是缺

乏对目标表面特征的有力表达。此外，激光扫描测

量的仪器成本目前仍然很高，这是限制其广泛应用

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传统的摄影测量方法需要特

殊的控制场，限制了它的灵活性［３］。计算机视觉领

域对基于非量测相机进行物体三维测量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方法，但目前大部分方法

仅局限于方法研究，要求人工给定同名点，自动化

程度比较低，不够实用［５］。上述各种方法得到的结

果一般都是物体表面的三维点坐标，而要表示物体

的三维形状需要物体表面的面信息，目前对于复杂

物体三维表面模型的构建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

决［１］。对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非量测相机进行

复杂物体三维重建的可行并实用的方法。

１　基于影像的三维几何信息获取

１．１　旋转平台与相机标定

为了比较方便地获取影像，设计了如图１所

示的旋转平台。该旋转平台由一个平面格网板和

一个能够驱动平板旋转的步进电机组成。平面格

网板位于旋转平台之上，刻画于格网板中所有格

网点的三维坐标已知。计算机控制旋转平台旋转

到设定位置，并控制数码相机曝光，从而实现序列

影像的自动获取。

对基于非量测相机的测量，相机标定是一个

必需的过程。因此，在获取被测物体的影像之前，

需要从不同方位获取平面格网板的若干张影像

（此过程可通过旋转平台的转动来实现），用于相

机标定。平面格网板上的格网点由两个相互垂直

的线段交叉组成。

本文采用的相机标定方法流程如下。首先，

通过人工交互的方式提供格网板中心四个格网点

对应像点的近似值；然后建立一个平面透视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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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确定其他所有格网点的初始位置，通过

Ｈｏｕｇｈ变换提取出近似值附近的直线段；最后利

用直线的最小二乘模板精确匹配，实现格网点像

点坐标的精确计算。根据提取出的格网点的像点

坐标和对应的三维空间坐标，利用二维直接线性

变换（ｄｉｒｅｃｔｌ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ＬＴ）和共线方

程间的对应关系导出相机参数的初值［６］，再利用

光束法平差进行精确标定。

标定完成之后，将被测物体放在平面格网板

上，获取被测物体的影像，一般是旋转平台每旋转

一定角度就获取一幅影像，每次旋转的角度只需

提前设定好即可由计算机自动控制旋转平台旋转

和相机曝光，从而自动地获取影像序列。

图１　旋转平台与影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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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多基线影像匹配

利用上述的旋转平台获取影像，如果旋转的步

长太长，则影像的变形比较大，影像匹配的难度就

大大增加；如果步长太短，则相当于相邻两张影像

的基线短，交会角就小，这样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测

量的精度降低，尤其是深度方向的精度大大降低。

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类似于计算机视觉中多目视

觉原理［８］的多基线立体匹配策略。首先，利用数码

相机获取一系列具有短基线且多度重叠的影像，如

果是正直摄影，则表现为相邻照片之间的距离较

短；如果是交向摄影，则表现为相邻照片之间的夹

角较小。显然，这种情况下获取的影像之间的几何

变形较小，这对影像匹配是非常有利的。因此，多

基线影像匹配的误匹配就会减少，匹配的正确率就

会提高。但这种方式获取的影像，其物方交会精度

较低。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采用多基线匹配的方

法，即采用相邻的多幅影像进行交会，这就要求同

一个物方点在多张照片上出现。为此，要求同名点

在相邻照片之间进行传递。由此可以看出，多基线

立体匹配的流程如下：① 利用相机获取一系列具

有短基线且多度重叠的影像，在相邻影像之间进行

匹配，由于基线短，所以匹配的可靠性比较高；

② 在影像匹配过程中，同时保证同名点之间的传

递，即前一个像对已经匹配的同名点将作为下一个

像对的特征点，同名点向下传递，直到超出范围或

匹配失败为止。这样，同一个物方点将在多张照片

上出现，保证有足够的交会角。

在传统的单基线立体影像（双目视觉）中，匹

配的结果得到两条光线，其前方交会得到一个空

间点而没有任何多余观测值。然而采用多基线立

体匹配，由于同名点出现在多幅影像上，多余观测

值较多，较容易判断错误的匹配。如图２所示，除

了第犻幅影像的像点犪犻外，其他影像上的像点都

交会到空间的点犃，像点犪犻的一个交会点犅 显然

是误匹配的结果。因此，利用多基线立体影像能

有效地发现并剔除误匹配，提高匹配结果的可靠

性，同时又保证有足够的交会角，以实现较高的空

间前方交会精度。

通过多基线立体匹配技术能够获取密集的模

型点数据，这种技术适用于室内和室外大小不同

的物体的表面重建。试验证明，该方法的可靠性

和自动化程度都比较高。

图２　多基线立体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Ｓｔｅｒｅｏ

１．３　三维物方几何信息准确值的获取

获取了同名点之后，就要计算特征点的三维

空间坐标和影像的外方位参数。首先，由相邻的

影像组成立体像对，对于每个立体像对，利用同名

点的信息进行相对定向；然后，在立体像对之间根

据共同的同名点进行模型连接，这样就构成一个

自由网模型。但由于误差的积累等原因，这时解

求的模型点的坐标精度不高。因此，在此基础上

建立区域网，利用摄影测量中的共线方程，联合所

有像片、像点进行平差解算，则构成摄影测量中的

自由网光束法平差。光束法平差之后，即得到各

特征点的三维空间坐标（即物体表面的点云）和各

影像的外方位元素。

如果有控制点，则可以加入控制点的信息，建

立的模型则在控制点坐标系下。对于没有控制点

的情况，则可以指定第一幅影像的坐标系作为世

界坐标系，这时建立的模型在该世界坐标系内。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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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引入控制点，这是一个秩亏的自由网，需

要引入一个坐标基准解决该问题，可以取第一幅

影像与第二幅影像的基线长度为一固定值，从而

确定模型的比例；或者指定第一张影像与第二张

影像之间的基线长的犡分量为固定长度，这种方

法使用较多。

２　基于可见性约束的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

角化

　　一般的三维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图都是由三角锥（四面

体）构成，即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化。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化

完成之后，将最外面的三角锥朝外的面记录下来，

就得到一个表面模型，这个表面模型即为包围所

有给定点集的最小凸包。而一般要重建的物体都

不是凸的，因此对于物体有凹面的情况，凹的部分

就表现不出来。通常只是凸包最外侧的三角形被

保留下来。为此，本文根据物体表面特征点的可

见性约束设计了三维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化方法，实现

了物体表面模型的自动构建。

对于通过影像计算出来的三维空间点，在对

应的影像中可以发现这些空间点的投影，即这些

空间点在这几幅影像中可见。如果视点（相机中

心）和这些点的连线与已经存在的某些三角锥相

交，则应该删除该三角锥。其原因是，如果这些三

角锥存在，该三角锥后面的点就不可见（见图３）。

因此，对于各幅影像，将视点与该影像中的可视点

用直线连接，检测与这些直线相交的三角锥并删

除。如图３所示，如果从视点可以看到点犃，那么

与线犞犃 相交的三角锥犃犅犆犇 就不应该存在，所

以需要删除。通过删除不应该存在的三角锥，可

以恢复物体本来的三维形状。这时，记录由所有

三角锥构成的三维形状的最外面的三角形，则构

成物体的真正的三维表面模型。

图３　利用影像中特征点的可见性信息对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进行修正

Ｆｉｇ．３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Ｕｓｅｄ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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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对一个表面比较

复杂的青铜器双鸟饕餮纹夔神鼍鼓模型的三维几

何重建进行了试验。试验中使用的相机是Ｋｏｄａｋ

ＤＣＳＰｒｏＳＬＲ／ｎ型相机，像幅是４５００像素×

３０００像素，使用５０ｍｍ的定焦镜头。

首先利用旋转平台对相机进行标定。用于标

定的控制场是旋转平台上的平面格网，共有３２６

个格网点，格网点间距为３０ｍｍ，其空间坐标在

加工后已经进行测定。随后，一边控制旋转平台

旋转，一边获取该青铜器的影像，每旋转１０°获取

一幅影像，总共拍摄了３６幅影像，如图４（ａ）所

示。然后利用多基线影像匹配方法对获取的影像

进行处理，获取物体表面的同名点，并将同名点信

息和影像的位置及姿态参数的初始值代入光束法

平差程序进行计算，得到同名点的三维坐标和各

幅影像的位置及姿态参数，三维特征点组成的点

云数据见图４（ｂ）。将这些计算结果代入基于可

见性约束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化程序，获取物体的表

面模型。初始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化结果如图４（ｃ）

所示，加入可见性约束之后的结果见图４（ｄ），贴

上纹理之后的结果见图４（ｅ）。

对于该青铜器模型，剔除所有的２°重叠点

（特征点仅出现在两幅影像中）后，总共匹配了

１１２５３３ 个特征点，３°～４°重 叠 点 的 个 数 为

８３４８７，５°以上重叠点的个数为２９０６４，最小的交

会角为６．４５８°，最大的交会角为１１９．６７５°，平均

交会角为２９．８５５°。试验结果表明，加入点的可

见信息等约束条件后，可以删除不存在的三角锥，

使得到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能够更准确地表达物

体的真实形状。

采用多组数据进行试验，结果证明，本文提出

的方法是可行的、有效的。整个测量过程需要一

般的数码相机就可以，成本比较低，整个过程自动

实现，直至生成三维表面模型，基本不需要人工干

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尤其是该方法对于特别

复杂的物体仍然有效，相对于其他方法具有明显

的优越性。

４　结　语

本文设计的多基线匹配方法保证了立体测量

的高 可 靠 性 和 自 动 化，基 于 可 见 性 约 束 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化实现了基于点云的表面模型自动

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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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利用原始影像重建后的结果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３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构建。基于该方法，采用普通数码相机就可以实现

复杂物体的三维表面信息的获取与几何建模，具有

成本低、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可以应用到古文物

数字保护、工业零件检测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利用更多不同形状的物体进行试验，对本文

提出的方法进行改进，提高它的实用化及商品化是

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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