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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光点云的大型文物景观三维重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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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景观模型的可靠性，将球体标靶作为点云配准的约束条件，同时引入带有绝对坐标的标靶作

为点云转入大地坐标系的起算数据，并将经过纠正的数字影像纹理映射到点云上，从而生成完整的三维景观。

云冈石窟的试验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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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直接获得物体表面三维信息的手

段，激光成像测量技术可以快速生成地物的三维

高精度点云模型。通过在点云模型上引入控制点

坐标，可以让点云模型的可靠性与全站仪获得的

点位数据相媲美［１］。在大型景观的三维重建中，

由于受到扫描范围的限制，一个完整的景观模型

往往需要几十次乃至上百次的扫描。点云噪声的

存在使基于最邻近点的配准方法受到点位误差的

影响，在相邻点云逐一配准直至生成完整景观模

型的过程中，配准点的点位误差不断累积，使三维

景观模型的精度大大降低。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在点云中引入球体标靶，

同时加入带有绝对坐标的平面标靶，进行整体坐

标转换。这减少了相邻点云模型的重叠部分由于

扫描密度的不同而在整体转换时引入的误差，并

且能将数字影像纹理映射到点云模型上。

１　基于球体标靶中心点的点云拼接

模型

１．１　激光点云数据的获取

地面激光成像测量设备的工作模式和扫描精

度因生产厂家和用途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无论

是基于相位式或者脉冲式测距的方法，其最终保

存的测距点空间信息是狆（狓，狔，狕，γ）或者狆（狉，α，

β，γ），其中（狓，狔，狕）是石窟表面点在扫描坐标系

下的空间坐标，（狉，α，β）是扫描中心到石窟表面点

的斜距以及对应的水平倾角与垂直倾角，γ则表

示该点的激光反射强度。

激光扫描设备就是通过这些密集的离散空间

点坐标来表达物体表面的形态，这些点的集合称

为点云。

１．２　标靶中心点的求解

和激光扫描仪器配套的磁性标靶通常为圆形

面状或者球形。磁性标靶在被激光光束照射时不

会产生镜面反射，同时其材质能够保证标靶上的

反射点分布均匀。当标靶为球体时，根据标靶对

激光反射强度很高这一基本特性，在点云中自动

搜寻高反射率点集，与人工干预的方法相结合，在

标靶的点云模型上任意选择犖 个不共面的点，并

列出球面条件方程，以最小二乘方法求得狓０、狔０、

狕０和犚的最或然值。

１．３　相邻点云模型的拼接

相邻点云模型的拼接是以其中一幅点云模型

坐标系为基准，将相邻点云模型坐标逐幅转换到

基准坐标系下，形成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点云模

型。确定点云模型之间的坐标相互转换关系需要

利用点云模型上的特征点，本文将标靶中心点作

为模型拼接的特征点。相邻点云模型有７．５％～

３０％的重叠度，标靶就落在重叠的区域内。设标

靶中心点犃 在相邻两幅点云中的空间直角坐标

系狅狓１狔１狕１（基准系）与狅狓２狔２狕２（被转换系）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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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狓１，狔１，狕１）和（狓，狔２，狕２），则需要解算的参数将

是旋转矩阵中的９个方向余弦，以及３个平移分

量，１个模型缩放尺度分量，共计１３个未知参

数［２］。利用旋转矩阵的正交特性列出６个条件方

程，通过布设３个以上的标靶得到９个以上的条

件方程，即可按附有条件的间接平差方法解算，获

得１３个未知数的解。

２　利用球面标靶将绝对坐标引入点

云———以云冈石窟为例

２．１　控制点的布设

本工程利用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所测设

的高级控制点犓３、犓２（仅作为联测点使用）为已

知点，沿石窟群走向布设一条闭合导线作为测区

基本控制，控制点编号为犓０～犓２５。在此基础上，

根据观测需要测设了多个加密点。

２．２　观测方法与观测精度

本工程采用闭合导线观测方法，使用测量机

器人按二等导线精度施测基本控制点；采用符合

水准路线观测方法，使用电子水准仪按二等水准

测量精度施测高程控制点，并用相关测量平差软

件处理观测数据。

２．３　标靶测量

使用徕卡公司提供的标准标靶，每站点扫描

范围之内至少设置４个标靶点；两扫描站点之间

至少设置４个连接标靶点；安置标靶时注意不同

高程和平面位置的控制。使用测量机器人按三角

观测方法施测标靶点。利用点云中标靶引入的绝

对坐标，建立经过拼接后获得的点云模型相对坐

标系与绝对坐标系之间的非刚体转换关系，从而

实现点云坐标与大地坐标的统一。

３　数字影像到点云的纹理映射

３．１　数字影像纠正

在数字影像纠正过程中，首先将点云坐标所

在的激光扫描基站坐标系作为物方坐标系，依据

共线方程建立点云中点犘（犡犘、犢犘、犣犘）与像面中

的对应点狆（狓狆，狔狆）之间的转换关系。

像主点用狆狆来表示，（Δ狓，Δ狔）是像点坐标

自身需引进某种系统误差的改正值，可以用下式

来表达：

Δ狓＝α（狔狆－狔狆狆）＋犽１狉
２狓＋犽２狉

４狓＋犘１ 狉
２
＋２（狓狆－狓狆狆）［ ］２ ＋２犘２（狓狆－狓狆狆）（狔狆－狔狆狆）

Δ狔＝β（狔狆－狔狆狆）＋犽１狉
２
狔＋犽２狉

４
狔＋犘２ 狉

２
＋２（狔狆－狔狆狆）［ ］２ ＋２犘１（狓狆－狓狆狆）（狔狆－狔狆狆

烅
烄

烆 ）
（１）

式中，α、β为数字影像上狓、狔两方向不垂直或者

比例尺不同情况下的几何修正参数；犽１、犽２为光学

透镜的径向变形参数；犘１、犘２为透镜的切向变形

参数；狉为镜头透镜的径向距。

对应点的物方和像方坐标已知，利用线性变

换解法求解内、外方位元素。共线方程和式（１）中

的１５个未知数，需要１５个方程，即需要８个同名

控制点来求解未知数，从而实现对原始数字影像

的几何校正。

３．２　点云模型的纹理映射

设点云中点犃 的扫描基站空间坐标为（犡，

犢，犣），而数字影像上对应点犪的像面坐标为（狓，

狔），则从三维点云模型到二维数字影像直接的映

射关系为：

狓＝犺１（犡，犢）

狔＝犺２（犡，犢
｛ ）

（２）

犺１、犺２可用二元多项式近似表示，

狓＝∑
狀

犻＝０
∑
狀－犻

犼＝０

犪犻犼犡
犻犢犼

狔＝∑
狀

犻＝０
∑
狀－犻

犼＝０

犫犻犼犡
犻犢

烅

烄

烆
犼

（３）

　　在三维点云模型中，由于激光传播误差和激

光扫描仪仪器噪声的存在，有时会存在某几个邻

近点的犣坐标相同而犡、犢 坐标不同的情况。为

了更加准确地表达映射关系，找准真实的对应点，

在给定的阈值σ以内（根据经验和实际情况来选

取σ的大小），选取一组点犃犻（犡犻，犢犻，犣犻）（犻＝１，２，

…），在犃犻中找出与点犃（犡，犢，犣）最邻近的某点

犃犻（犡犻，犢犻，犣犻）。

将式（３）展开并计算出点犃和犃 到数字影像

上的像点犪的映射模型：

犺１（犡，犢）＝狓＝

　犮００＋犮１０犡＋犮０１犢＋犮２０犡
２
＋犮１１犡犢＋犮０２犢

２

犺２（犡，犢）＝狔＝

　犱００＋犱１０犡＋犱０１犢＋犱２０犡
２
＋犱１１犡犢＋犱０２犢

烅

烄

烆
２

（４）

犺１（犡犻，犢犻）＝狓＝

犲００＋犲１０犡犻＋犲０１犢犻＋犲２０犡犻
２
＋犲１１犡犻犢犻＋犲０２犢犻

２

犺２（犡犻，犢犻）＝狔＝

犳００＋犳１０犡犻＋犳０１犢犻＋犳２０犡犻
２
＋犳１１犡犻犢犻＋犳０２犢犻

烅

烄

烆
２

（５）

　　由式（４）和式（５）可知，两式共包含２４个未知

数，当在点云模型和对应数字影像上有多于１２对

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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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点已知时，根据最小二乘法求解犮犻犼、犱犻犼和犲犻犼、

犳犻犼，其中犻，犼∈（０，１，２），这样就可以得到模型

犺１（犡，犢）、犺２（犡，犢）和犺１（犡犻，犢犻）、犺２（犡犻，犢犻）。

为了比较根据式（４）和式（５）式推导出来的两

个二次多项式谁能更好地描述数字影像到点云上

对应点的映射关系，将点犃犻的坐标分别代入式

犺１（犡，犢）、犺２（犡，犢），得到数字影像上某点犪犻（狓犻，

狔犻），计算犪犻到犪的距离犛１。同理，将点犃的坐标

分别代入犺１（犡犻、犢犻）、犺２（犡犻，犢犻），得到数字影像

上某点犪′（狓′，狔′），计算犪′到犪的距离犛２。

比较犛１与犛２的大小，一般认为计算值较小者

所对应的二次多项式能够更好地表达从数字影像

到点云模型的映射关系。并由此将数字影像的色

彩属性信息赋予点云模型，使其具有真实的色彩。

４　试验分析

４．１　扫描仪站点设置

按１０～１５ｍ的间隔设置扫描仪站点；部分

区段需采用上、下两段扫描。对于拐角部分采取

增设扫描站点的方法处理。

４．２　点云模型的扫描配准

使用徕卡公司生产的Ｃｙｒａｘ３０００进行外业扫

描，扫描范围为水平３６０°，垂直３２０°。最大扫描

距离约为６０ｍ。

对长１．１ｋｍ的大同云冈石窟外围立面进行了

激光扫描。为保证石窟细节的清晰度，东部窟群的

扫描点间距为１０～２０ｍｍ；中部窟群为１０ｍｍ，其

中外壁上带有小佛龛的部分采用５ｍｍ扫描间距；

西部窟群的佛龛部分为１０ｍｍ，其余为２０ｍｍ。共

扫描５４次，相邻点云模型两两拼接的中误差在５

ｍｍ以内。云冈石窟点云模型的展开图如图１。

４．３　纹理映射

为了更好地表示激光点云数据的色彩属性，

除了使用扫描仪本身自带的数码相机进行摄影之

外，还分别使用佳能１０Ｄ、佳能５Ｄ数码相机对石

窟外立面进行垂直摄影，部分地段借助升降机分

上、中、下三段摄影。

图１　云冈石窟整体展开影像图

Ｆｉｇ．１　Ｍｅｒｇｅ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Ｓｔ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ＹｕｎｇａｎｇＧｒｏｔｔｏｅｓ

　　将数字影像和点云模型进行映射，彩色点云

模型如图２（以局部成果为例，第２０号佛龛）。

图２　点云模型纹理映射前后对比图（局部）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Ｍｏｄｅｌｓ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Ｐａｒｔ）

图２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点云模型和数字影

像映射前后的效果。图２（ａ）显示的是映射前仅

仅具有部分灰度信息的点云模型，图２（ｂ）显示了

映射后具有真彩色纹理信息的点云模型，而图２

（ｃ）是从侧面的视角观察彩色点云模型。从附有

纹理信息的点云模型，能够更加直观、清晰地表达

石窟上的文饰特征。同时，纹理信息中适当的光

照和阴影增强了模型的立体感。

通过上述纹理映射的方法，将数字影像逐幅

与点云模型相映射，从而在１．１ｋｍ长的点云模

型上构建出云冈石窟完整的彩色模型，局部放大

效果如图３，实现了云冈石窟立面的三维重建。

图３　点云模型纹理映射前后对比图（放大）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Ｍｏｄｅ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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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测绘与人文社会》一书近日出版
由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陈述彭院士和中国工程院宁津生院士作序，由牛汝辰研究员撰写的《中国测绘与人文

社会———测绘科技对社会文明的驱动》一书于２００８年４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该书回顾了自先秦至当代我国测绘科技发展的各主要阶段的测绘成果、测绘理论及其学术思想，进而分析各

阶段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背景，探讨了我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背景对测绘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主要包括：价

值观念对科技发展的导向作用；民族传统文化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民族文化传统对测绘科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哲

学、伦理学、艺术教育和法制对测会科学的影响；科技改革对测绘发展的宏观导向作用；测绘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

养对测绘科技发展的影响；明清之际的中外科技交流对测绘科技的影响；中国测绘科技史上的辉煌与遗憾及其原

因；我国测绘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现状等。该课题力图把测绘科技史料同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背景融合在一

起，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然后加以分析和评论，以阐述科学技术同各时代人文环境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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