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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套对真人牙体进行立体定位、跟踪的方法和系统。在该系统中，运用了计算机视觉的方法解

算牙体运动过程中的旋转、偏移量，从而为下一步的医学研究提供依据。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直观、简

便、快速、精度高等特点，还可推广到其他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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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４．１

　　对运动物体进行精确的跟踪是计算机视觉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Ｃ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

是一个难点。在已有的运用ＣＶ进行运动跟踪的

研究中，获取的影像通常都是单片的序列影像，或

者是基于立体像对但研究的是有规律的物体运

动［１］。现实世界物体的运动常常是无规律的，而

且通常这些才是实际研究的主要对象［２］。真人牙

体的运动正是符合这种情况的。

为了使前后两次量测时牙体的方位基本相

同，利用立体相机获取立体像对，在立体像对上对

牙体表面的特征点进行提取与匹配，然后计算出

特征点对应的三维坐标。在后一次量测时，根据

前后两次特征点的不同的三维坐标就可以得出牙

体相对于前一次量测时的整体模型运动参数（３

个位移量和３个旋转角度），通过硬件调节牙体的

运动，使牙体恢复之前记录的位置。由于硬件是

通过患者的头与牙体连接的，硬件与牙体之间不

是刚体连接，需要对牙体的运动进行跟踪。即通

过双摄影相机，实时采集序列立体影像对，并重复

上述过程，直至牙体恢复之前记录的位置，其位置

偏差要求小于０．３ｍｍ。

１　立体视觉系统和摄影机的检校

所用到的立体视觉系统主要由两台工业用摄

影机及其固定装置和一台计算机组成。其中，摄

影机是北京大恒公司生产的黑白ＣＭＯＳ摄影机，

焦距为１６ｍｍ，采集的图像大小设定为６４０像素

×４８０像素。由于牙体表面弧度较大，通常使用

的左右双目视觉系统在特征点匹配以及跟踪的过

程中，特征点极易被弧形表面的牙体所遮挡，较难

寻找到匹配点。因此，将两台摄影机通过固件安

置在色彩量测仪的上方和下方两个位置，通过计

算机获取摄影机采集的影像数据，并控制相机的

采集和停止。

摄影机检校是进行后续的物体三维点解算的

一个关键步骤，检校结果的精度直接影响到最后

成果的精度和有效性。采用如图１所示的检校板

对摄影机进行检校。检校模型采用的是三维直接

线性变换（ＤＬＴ）：

图１　摄影机与检校板

Ｆｉｇ．１　Ｃａｍｅｒａｓａｎ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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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犡，犢，犣）为检校板上格网点以及标志点的

物方三维坐标；（犻，犼）为物方点对应的像点坐标；

（犔１，犔２，…，犔１１）为１１个待求参数。由此可知，至

少需要１１个方程才能解求出这１１个待求参数，

即知道了检校板上的６个以上已知点就能解求出

（犻，犼）与（犡，犢，犣）的对应关系。有了这１１个参

数，便可以解求出相机的内外方位元素（狓０，狔０，

犳，犡狊，犢狊，犣狊，φ，ω，κ）。

２　影像特征点的提取

从影像中提取出所需要的特征点是进行点特

征匹配及三维建模和运动参数解算的前提。

Ｈａｒｒｉｓ特征提取算子由于具有算法简单、稳定、

抗噪能力强等优点［３］，被广泛地应用到特征点提

取当中。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表达式为
［４］：

犕 ＝犌（珓狊）
犵狓

２
犵狓犵狔

犵狓犵狔 犵狔
［ ］２

犐＝狘犕狘－犽·ｔｒ
２（犕），犽＝０．

烅

烄

烆 ０４

（２）

式中，犵狓为犡 方向的梯度；犵狔为犢 方向的梯度；

犌（珓狊）为高斯模板；为卷积操作；犐为每点的兴趣

值；犕 为犕 矩阵的行列式；ｔｒ（犕）为犕 矩阵的

迹。

在实验中，针对牙体自身的特点，为了使提取

的特征点更加明显和稳定，对兴趣值犐的求法进

行了改进：

犐＝ 犕 ／（ｔｒ（犕）＋δ

　　进行改进后，对兴趣值犐的阈值也要作相应

的改动。同时，为了防止除数为零溢出，还需要在

除数ｔｒ（犕）上加上一个极小量δ。这样的处理使

得与周围反差较大的特征点更容易区分出来，而

这些点往往是在跟踪时比较稳定的点（图２）。

３　特征点的匹配和三维坐标解算

３．１　影像特征点的匹配

考虑到精度和速度的需要，采用的匹配方法

是受核线约束的快速相关系数法。对于上影像中

的特征点犿１（狌１，狏１），如果下影像中设定的搜索

窗口内有一点犿２（狌２，狏２），则分别计算以犿１、犿２

为中心的（２狀＋１）×（２犿＋１）窗口（匹配窗口）的

灰度相关系数ρ（犿１，犿２）：

ρ（犿１，犿２）＝ ［∑（Ⅰ·Ⅱ）－
１

犿狀∑Ⅰ
·∑Ⅱ］／

［∑Ⅰ
２
－
１

犿狀
（∑Ⅰ）

２］·［∑Ⅱ
２
－
１

犿狀
（∑Ⅱ）

２］

（３）

式中，∑表示 ∑
狀

犻＝－狀
∑
犿

犼＝－犿

；Ⅰ表示犐１（狌１＋犻，狏１＋犼）；

Ⅱ表示犐２（狌２＋犻，狏２＋犼），犐１（狌，狏）、犐２（狌，狏）分别

是两窗口中坐标为（狌，狏）的点的灰度值。

对于给定的搜索窗口内的点，只有相关系数大

于某一阈值（如０．８），才被视为候选匹配点。而匹

配窗口和搜索窗口的大小通常由先验知识来确定

（实验中，匹配窗口大小为１３×１３，搜索窗口大小为

５０×６０）。在搜索窗口内的候选匹配点中，选出与

特征点相关系数最大的点即为该特征点的匹配点。

传统的基于相关系数的匹配算法在搜索目标

区的过程中存在着计算冗余的问题，极大地影响

了跟踪的速度。实验中开辟一定的内存区域来存

储可能重复计算的计算结果，有效地缩短了搜索

的时间。

图３为匹配过程中的搜索示意图，犇 表示目

标区域大小，犃＋犅表示搜索窗口大小，犃表示一

列像素。在搜索过程中，当窗口向右（上）移动一

列时，原来的窗口犃＋犅就变成了窗口犅＋犆，而

在这一过程中，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中［∑Ⅰ
２－
１

犿狀

（∑Ⅰ）
２］、∑Ⅰ这两项是不变的，［∑Ⅱ

２－
１

犿狀
（∑

Ⅱ）
２］、∑Ⅱ这两项在犅 中像素的计算结果也是

不变的，只需要计算犆中的像素来替换掉犃 的部

分，惟一需要重新计算的只是∑（Ⅰ·Ⅱ）这一项。

图２　改进前后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特征点提取结果

Ｆｉｇ．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Ｈａｒｒ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图３　快速相关系数匹配算法搜索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ａｓｔＭａｔｃｈ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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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处理，使得本来狀×犿的计算量变成了２

狀（或２犿），而且省去了原始数据的重复计算过

程，大大提高了匹配的速度，这在动态跟踪过程中

显得尤为明显。从图４与图５可以看出，改进后

的算法缩短了运算时间（由０．３６ｓ降为０．０９４

ｓ），但并不影响匹配的结果。

图４　传统算法匹配结果和耗时（匹配１３对点）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图５　改进算法匹配结果和耗时（匹配１３对点）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３．２　三维坐标解算

在实验中，对于特征点的三维空间坐标是利

用摄影测量学中的共线方程式［５］来求解的：

狓－狓０ ＝

－犳
犪１（犡－犡狊）＋犫１（犢－犢狊）＋犮１（犣－犣狊）

犪３（犡－犡狊）＋犫３（犢－犢狊）＋犮３（犣－犣狊）

狔－狔０ ＝

－犳
犪２（犡－犡狊）＋犫２（犢－犢狊）＋犮２（犣－犣狊）

犪３（犡－犡狊）＋犫３（犢－犢狊）＋犮３（犣－犣狊

烅

烄

烆 ）

（４）

式中，（狓，狔）为像点坐标；犳为摄像机焦距；（犡，犢，

犣）为其对应的物方点坐标；（犡狊，犢狊，犣狊）为摄影中

心点犛的物方坐标；犪１、犪２、…、犮２、犮３为像空间坐标

系到物方空间坐标系转换的旋转矩阵参数，即是

摄影机外方位元素φ、ω、κ的三角函数表达式。

在获得了立体像对（上影像和下影像）上特征

点的二维影像坐标后，便可以由式（４）计算出特征

点的三维空间坐标了。

４　特征点跟踪及模型运动参数解算

４．１　特征点跟踪

在之后的序列影像对上对特征点进行跟踪，

实际上也就是对特征点进行动态匹配的过程。由

于特征点移动的不确定性以及要保证跟踪的连续

性和速度，所以采用了上文提到的相关系数快速

算法和位置约束来达到这一目的。

位置约束即是对跟踪点在图像上的搜索区域

进行约束，由于研究对象牙齿的运动是由硬件设

备控制的，摄影机的采集频率约为４帧／ｓ，所以前

后两帧间隔的时间内，特征点在图像上的坐标差

必然在一定范围之内，实验中选取的阈值为１５像

素×１５像素。若候选匹配点超过了这一范围，则

舍弃该点。同时，为了减少搜索时间，在前３个特

征点跟踪到以后，通过它们原始像点和当前像点

的重心坐标差（Δ珚狓，Δ珔狔）来确定后面特征点的大致

搜索范围，即狆点的搜索范围在（狓狆＋Δ珚狓，狔狆＋

Δ珔狔）附近，实验中取的范围为２０像素×２０像素。

４．２　模型运动参数的解算

由于目标物体在运动过程中相对于物方坐标

系只发生了位置和方向上的变化，可以认为是刚

体变换。因此，目标物体上的一点犘在后续跟踪

过程中的物方坐标犘２可以通过旋转和平移变换

到第一次的物方坐标犘１：

犘１ ＝犚犘２＋犜 （５）

式中，犚为旋转矩阵；犜为三维平移量
［６］。

对于旋转的表示方法有很多种，由于四元数

表示法有不需要初值和方便表示多次旋转组合的

优点［７］，系统中采取的是四元数的表示法。具体

的解算过程如下。

１）设在后续跟踪过程中的特征点（空间点）

集为｛犿犻｝，第一次的特征点集为｛犿′犻｝，特征点数

为犖。首先计算两点集的质心：

μ＝
１

犖∑
犖

犻＝１

犿犻，μ′＝
１

犖∑
犖

犻＝１

犿′犻 （６）

　　２）将点集｛犿犻｝、｛犿′犻｝作相对于质心的平移，

并根据移动后的点集计算相关的协方差矩阵犓：

狆犻＝犿犻－μ狆′犻＝犿′犻－μ′

犓＝
１

犖∑
犖

犻＝１

狆犻（狆′犻）
Ｔ （７）

　　３）通过矩阵犓中的各元素犽犻犼（犻，犼＝１，２，３）

构造出四维对称矩阵犓犪：

犓犪 ＝

犽１１＋犽２２＋犽３３ 犽３２－犽２３ 犽１３－犽３１ 犽２１－犽１２

犽３２－犽２３ 犽１１－犽２２－犽３３ 犽１２＋犽２１ 犽３１－犽１３

犽１３－犽３１ 犽１２＋犽２１ －犽１１＋犽２２－犽３３ 犽２３＋犽３２

犽２１－犽１２ 犽１３＋犽３１ 犽２３＋犽３２ －犽１１－犽２２＋犽

熿

燀

燄

燅３３

（８）

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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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求出犓犪的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单位特征

向量，即是所求的四元数狇＝ 狇０狇１狇２狇［ ］３
Ｔ，从

而求出旋转矩阵犚和平移矢量犜：

犚＝

狇
２
０＋狇

２
狓－狇

２
狔－狇

２
狕 ２（狇狓狇狔－狇０狇狕） ２（狇狓狇狕＋狇０狇狔）

２（狇狓狇狔＋狇０狇狕） 狇
２
０－狇

２
狓＋狇

２
狔－狇

２
狕 ２（狇狕狇狔－狇０狇狓）

２（狇狓狇狕－狇０狇狔） ２（狇狕狇狔＋狇０狇狓） 狇
２
０－狇

２
狓－狇

２
狔＋狇

２

熿

燀

燄

燅狕

犜＝μ′－犚μ

（９）

这样就求得了３个角元素（由犚反算出的φ、ω、κ）

和３个线元素（组成犜的狋狓、狋狔、狋狕）的初值，再用最

小二乘法求模型的平移、旋转变换参数。

５　实　验

５．１　模拟实验

５．１．１　平移

实验操作如下：① 牙模的运动是利用机械控

制在物方坐标系的 犡、犢、犣 三个方向进行的。

② 为模拟真实情况，牙模的运动方向是由外而内

的，即－５ｍｍ→０及５ｍｍ→０方向，其中原始位

置为０，运动步距为１ｍｍ。

表１是牙模在犡 方向进行平移的情况。其

中，Δ珦犡 是牙模运动过程中仅在犡 方向距离原始

位置的距离，而Δ犡、Δ犢、Δ犣、Δφ、Δω、Δκ表示的

则是原始牙模模型相对于当前牙模模型的方位

差，即使牙模恢复到初始位置而需要通过硬件调

节牙模运动的变换参数。

理论上，牙模在犡方向进行平移的情况应该

是除了初始位置，在每个位置上Δ珦犡 和Δ犡 的值

应该相等而符号相反，同时，Δ犢、Δ犣、Δφ、Δω、Δκ

的值应该都为０。而从表１可以看到，Δ珦犡 和Δ犡

在数值上有０．２ｍｍ以内的偏差，而Δ犢、Δ犣、Δφ、

Δω、Δκ也都不为０。产生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① 数据源方面。检校板的工艺精度误差和

实验操作中的机械控制精度误差。② 数据获取

方面。影像对焦及采集质量误差。③ 数据处理

方面。检校过程中的误差、特征点匹配产生的误

差和三维坐标解算及运动参数解算的误差。

基于以上考虑，实验结果满足位置偏差小于

０．３ｍｍ的精度要求，还比较令人满意。只要按

照计算的参数控制牙体的运动，就可以满足要求。

牙模在犢 和犣 方向的移动情况与犡 方向类

似。

５．１．２　旋转

牙模的运动是在一个旋转平台上围绕物方坐

标系的犣轴进行旋转的。为模拟真实情况，牙模

是按－５°→０及５°→０角度进行旋转的，步距为

１°。表２是牙模围绕Ｚ轴进行旋转的情况。同平

表１　牙模犡方向的平移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Ｍｏｄｅｌ

Ｍｏｖｉｎｇｉｎ犡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Δ珦犡／

ｍｍ

Δ犡／

ｍｍ

Δ犢／

ｍｍ

Δ犣／

ｍｍ
Δφ／（°） Δω／（°） Δκ／（°）

－５ ４．９９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３８２５ ０．０７０８ －０．３１０１

－４ ３．９０ ０．０８ ０．１９－０．３６５３ ０．０３０８ ０．４８６１

－３ ３．１４ ０．１０ ０．１１－０．１７５４ ０．０１７７ ０．２８９９

－２ ２．０９ ０．３３ ０．０９ ０．１６６８－０．１０５０ ０．０４９７

－１ １．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４－０．０３０３－０．０１２２ ０．０４７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４．８２ －０．３０ ０．３７ ０．３６７０ ０．３２４５ ０．２７２５

４ －３．８３ －０．４４ ０．２５－０．２３０８ ０．１５６７ ０．４７６８

３ －２．９２ －０．１６ ０．２６－０．１４０７ ０．２７００ －０．０６９５

２ －２．１９ －０．１５ ０．３６ ０．２９２５ ０．３２７５ －０．０２７２

１ －１．０７ －０．４３ ０．１２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８７５ －０．２６２１

表２　牙模绕犣轴旋转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Ｍｏｄｅｌ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犣Ａｘｉｓ

Δ珘犽／

（°）
Δ犡／

ｍｍ

Δ犢／

ｍｍ

Δ犣／

ｍｍ
Δφ／（°） Δω／（°） Δκ／（°）

－５ －０．３７ －１．５６ ０．０１ ０．１３１９ －０．１４８９ ５．０４０６

－４ －０．２２ －１．３２ ０．０１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４９５ ４．０１６９

－３ －０．２３ －１．０２ ０．０９ －０．２８０４ －０．２３３８ ３．６５４７

－２ －０．００ －０．７９ ０．０４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４４９ ２．４９８４

－１ －０．１９ －０．４１ ０．１３ －０．２８２３ ０．０３３３ １．２７９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１．７９ －１．４８－０．００ ０．１０３１ ０．２６９５－５．１６４４

４ ０．４８ －１．１０ ０．２４ －０．７３７７ ０．２１０６－３．５６４１

３ １．０４ －０．９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５ ０．１８６９－３．０４３６

２ ０．７５ －０．７１－０．０１ －０．００９８ ０．１１８６－２．３７５９

１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２１ －０．６２５９ ０．１２２９－１．１７７５

移情况类似，Δκ显示的是需要调节的角度值，而

不是当前角度的旋转量。

由表２可见，虽然实验数据整体趋势上是正

确的，但与理论值仍然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犡

和犢 方向上比较明显。产生偏差的原因除了在平

移实验中分析到的一些情况外，还有如下原因：①

Δφ、Δω和Δκ仅是对于用户坐标系的原点而言的，

所以在进行旋转实验时，就需要物方坐标系的犣

轴与转盘中心的竖轴重合。而在实际操作中很难

满足要求，这两个轴的不完全重合会造成犡 和犢

方向比较明显的偏差，而这一原因对Δ犣、Δφ和

Δω影响较小。② 由于旋转转盘并不完全水平，

会存在一定变形和起伏造成犣方向的误差。

尽管存在以上原因造成的误差，但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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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Δφ和Δω基本在０．３°以

内；当κ的偏差小于１°时，位置偏差接近小于０．３

ｍｍ的要求。

５．２　实体实验

在对真人牙体进行实验时，采用的方法是软

件操作者将软件提供的偏移量告知实验对象，实

验对象自行移动头部达到调节的目的。表３是实

验对象在初始位置经过平移、旋转移动到最佳位

置时的牙体偏移量。

表３　实体牙体实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ａｌＴｅｅｔｈ

偏移量 Δ犡／ｍｍ Δ犢／ｍｍ Δ犣／ｍｍ Δφ／（°） Δω／（°） Δκ／（°）

初始位置 －１２．７４ １０．５８ －１．２６ －１１．６４３ －２．５４９５ １．２３２７

平移后 －２．４４ －０．４３ －０．０４ －１．４７９９ －０．４０５１ －３．０７１４

旋转后 －３．２２ －２．４５ ０．２５ －１．５２８１ －１．３３７３ －０．２２７８

最佳结果 ０．５７ ０．４７ ０．５５ ０．２５６７ ０．７６４４ －１．３９７８

　　由以上实验可以看出，由于没有仪器的精密

控制，调整角度时没有很好地顾及到位置的移动，

所以ｄ犡、ｄ犢、ｄ犣 又开始变大，只有不断反复调

整，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最佳结果（表３

的最后一行）。在有硬件支持的条件下，利用本文

介绍的方法达到实验的预期效果和精度是完全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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