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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已知的结构光摄影测量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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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激光经纬仪，介绍了铅垂面扫描方式和圆锥面扫描方式的数学模型，详细推导了角度已知的结构

光摄影测量中目标点三维坐标计算的数学模型。使用非量测数码相机，通过试验统计了两种方式下的测量精

度，并以人体服装模特为目标，分别重建了服装模特的三维模型，结果证明了基于激光经纬仪的角度已知结构

光摄影测量原理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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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视觉界把具有某种特性的光通称为结

构光［１］。由激光器或投影仪投射出的光点、光条、

光面都称为结构光，它们从结构光光源发出时在

空间的方向是未知的，只有通过复杂的系统检校

或借助精密导轨、精密设备才能确定，用于后续的

三维坐标量测［２，３］；而对于那些使用双目视觉的

量测方案，所投射的结构光从摄影测量的角度来

看，仅仅是给被测目标增加了纹理，便于后续的图

像处理和影像匹配［４］。

测量界现有的容量最大的结构光生成设备是

激光经纬仪（光学及电子）和带激光照准的全站

仪。采用全站仪对光靶进行观测，从而确定其三

维坐标［５，６］。本文着重讨论了角度已知的结构光

摄影测量的三维重建。

１　带有角度限制的结构光扫描数学

模型

　　常规的激光经纬仪只有两个自由度，出射激

光束可以分别绕横轴、竖轴旋转，形成两种扫描方

式［６］：① 水平度盘制动，视准轴（出射激光束方

向）绕横轴旋转的铅垂面方式；② 竖直度盘制动，

视准轴（出射激光束方向）绕竖轴旋转的圆锥面方

式。

在物方空间坐标系犇犡犢犣 中，激光经纬仪

架设于点犔（犡犔，犢犔，犣犔），所定义的仪器坐标系

犔犡犢犣的各坐标轴与物方空间坐标系的坐标轴

平行。设犖 为铅垂面或圆锥面中的任意一点，它

在坐标系犇犡犢犣 中的坐标为（犡，犢，犣），在坐标

系犔犡犢犣中的坐标为（犡犖，犢犖，犣犖）。

１．１　铅垂面扫描数学模型

安置水平角 犎 后，使视准轴绕横轴转动，形

成过犔点的铅垂面犛，如图１所示。在犔犡犢犣坐

标系中，铅垂面的表达式为：

ｔａｎ犎·犡犖 －犣犖 ＝０ （１）

在犇犡犢犣坐标系中，铅垂面的表达式为：

ｔａｎ犎·（犡－犡犔）－（犣－犣犔）＝０ （２）

图１　铅垂面扫描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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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犎＝０°时，扫描面为犣＝犣犔的平面；当 犎

＝９０°时，扫描面为犡＝犡犔的平面。

１．２　圆锥面扫描数学模型

安置天顶距犞 后，转动经纬仪照准部，使视

准轴绕竖轴转动，形成过犔点的圆锥面犆，如图２

所示。在犔犡犢犣坐标系中，圆锥面的表达式为：

犡２犖 ＋犣
２
犖 －ｔａｎ

２犞·犢２犖 ＝０ （３）

圆锥面顶点为经纬仪横竖轴的交点。在犇犡犢犣

坐标系中，其表达式为：

（犡－犡犔）
２
＋（犣－犣犔）

２
－ｔａｎ

２犞·（犢－犢犔）
２
＝０

（４）

图２　圆锥面扫描方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ｏｎｅ

　　当犞＝０°或１８０°时，圆锥面退化为过点犔的

铅垂直线，方程式为 犡＝犡犔，犣＝犣犔；当犞＝９０°

或２７０°时，圆锥面退化为过点犔的水平平面，方

程式为犢－犢犔＝０。

２　不同扫描方式下目标点三维坐标

的确定

　　由于结构光扫描面在空间的方位已知，因此

只需一台已知内、外方位元素的相机对其摄影，计

算摄影光线与结构光扫描面的交点，即可确定此

交点的三维坐标。

设结构光照射在被测物表面形成的光点为犘

（犡，犢，犣），影像上相应的像点狆的观测值为（狓，

狔），考虑系统误差改正后的共线条件方程式

为［８］：

犡－犡犛
犣－犣犛

＝

　
犪１（狓－狓０＋Δ狓）＋犪２（狔－狔０＋Δ狔）－犪３犳
犮１（狓－狓０＋Δ狓）＋犮２（狔－狔０＋Δ狔）－犮３犳

犢－犢犛
犣－犣犛

＝

　
犫１（狓－狓０＋Δ狓）＋犫２（狔－狔０＋Δ狔）－犫３犳
犮１（狓－狓０＋Δ狓）＋犮２（狔－狔０＋Δ狔）－犮３

烅

烄

烆 犳

（５）

其中，（狓０，狔０）为像主点坐标；犳为相机主距；犡犛、

犢犛、犣犛为相机外方位直线元素；犪犻、犫犻、犮犻（犻＝１，２，３）

为旋转矩阵中的方向余弦值；（Δ狓，Δ狔）表示由各种

系统误差引起的像点位移，这里主要指畸变差。

令珚狓＝狓－狓０＋Δ狓，珔狔＝狔－狔０＋Δ狔，表示以像

主点为原点并改正了系统误差后的像点坐标。若

同时考虑像点在像空间坐标系与像空间辅助坐标

系间的关系，则有：

犡′

犢′

熿

燀

燄

燅犣′

＝

犪１ 犪２ 犪３

犫１ 犫２ 犫３

犮１ 犮２ 犮

熿

燀

燄

燅３

珚狓

珔狔

－

熿

燀

燄

燅犳

（６）

可将式（５）改写为：

犡－犡犛
犣－犣犛

＝
犡′
犣′
，犢－犢犛
犣－犣犛

＝
犢′
犣′

（７）

其中，（犡′，犢′，犣′）表示像点在像空间辅助坐标系

（其坐标轴与物方空间坐标系相应的坐标轴平行）

中的坐标，如相机内、外方位元素及畸变系数通过

空间后方交会求得，则（犡′，犢′，犣′）可由式（６）计

算得到。

２．１　基于铅垂面扫描的目标点三维坐标的确定

绕横轴旋转的铅垂面扫描方式中，目标点三

维坐标犡、犢、犣的确定实质上就是解求由相机确

定的摄影光线与此铅垂面的交点。

在图１所示的坐标系犇犡犢犣 中，由式（２）与

式（７）联立组成线性方程组，求解得目标点的三维

坐标为：

犡＝
犡′（ｔａｎ犎·犡犔－ｔａｎ犎·犡犛＋犣犛－犣犔）

ｔａｎ犎·犡′－犣′
＋犡犛

犢＝
犢′（ｔａｎ犎·犡犔－ｔａｎ犎·犡犛＋犣犛－犣犔）

ｔａｎ犎·犡′－犣′
＋犢犛

犣＝
犣′（ｔａｎ犎·犡犔－ｔａｎ犎·犡犛＋犣犛－犣犔）

ｔａｎ犎·犡′－犣′
＋犣

烅

烄

烆
犛

（８）

２．２　基于圆锥面扫描的目标点三维坐标的确定

绕竖轴旋转的圆锥面扫描方式中，目标点三

维坐标的确定实质上就是解求由相机确定的摄影

光线与此圆锥面的交点。

为简化推导过程，在图２所示的坐标系中，首

先推导出目标点在犔犡犢犣坐标系中的坐标（犡犖，

犢犖，犣犖），然后再平移至物方空间坐标系犇犡犢犣

中。此时，约定相机的外方位直线元素在坐标系

犔犡犢犣 中的坐标为犡′犛＝犡犛－犡犔，犢′犛＝犢犛－

犢犔，犣′犛＝犣犛－犣犔。同时，由于坐标系犔犡犢犣 与

犇犡犢犣只存在平移，外方位角元素不变，相应地，

像点在像空间辅助坐标系中的坐标（犡′，犢′，犣′）

也不改变。

在坐标系犔犡犢犣 中，由式（３）与式（７）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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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方程组后，整理得到关于犣犖的一元二次方程

为：

［犡′２－犢′
２ｔａｎ２犞＋犣′

２］犣２犖 ＋

２［犡′犣′犡′犛－犢′犣′ｔａｎ
２犞·犢′犛－犡′

２犣′犛＋

犢′２ｔａｎ２犞·犣′犛］犣犖 ＋［（犣′犡′犛－犡′犣′犛）
２
－

（犣′犢′犛－犢′犣′犛）
２ｔａｎ２犞］＝０ （９）

解得目标点在坐标系犔犡犢犣中的三维坐标为：

犡犖 ＝犡′犠 ＋犡′犛

犢犖 ＝犢′犠 ＋犢′犛

犣犖 ＝犣′犠 ＋犣′犛 （１０）

其中，

犠 ＝
－犡′犡′犛＋犢′ｔａｎ

２犞·犢′犛－犣′犣′犛
犡′２－犢′

２ｔａｎ２犞＋犣′
２ ±

　
（犡′犢′犛－犢′犡′犛）

２ｔａｎ２犞－（犡′犣′犛－犣′犡′犛）
２
＋（犢′犣′犛－犣′犢′犛）

２ｔａｎ２槡 犞

犡′２－犢′
２ｔａｎ２犞＋犣′

２

　　进行坐标转换后，得到目标点在物方空间坐

标系犇犡犢犣中的三维坐标表达式为：

犡＝犡′犠 ＋犡′犛＋犡犔

犢 ＝犢′犠 ＋犢′犛＋犢犔

犣＝犣′犠 ＋犣′犛＋犣

烅

烄

烆 犔

（１１）

计算后，需确定目标点取哪一组坐标。

３　带有角度限制结构光的试验分析

带有角度限制结构光获取目标点三维坐标的

试验主要包括精度检查试验和目标物三维建模试

验，试验均在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的室内

高精度三维控制场［９］中进行。

３．１　精度检查试验

精度检查试验共进行了两组，分别对应铅垂

面扫描方式、圆锥面扫描方式，激光经纬仪照准高

精度控制场中的控制点，使用数码相机拍摄黑暗

环境中的结构光光点，以便于后续的结构光光点

影像坐标的提取。

３．１．１　铅垂面扫描方式的精度检查

试验采用的结构光生成设备是ＢＯＩＦＤＪＤ２

１ＧＪＡ型激光电子经纬仪，测角精度为±２″，出射

的激光束与视准轴同轴；数码相机为ＦＵＪＩＦｉｎｅ

ＰｉｘＳ１Ｐｒｏ型单反数码相机，影像分辨率为３０４０

像素×２０１６像素，像元大小约为７．７μｍ。

试验中，将激光经纬仪架设于控制场左测墩

的强制对中装置上，故认为激光经纬仪中心的水

平投影为坐标原点，而其高程可通过观测控制场

数个控制点的垂直角反求激光经纬仪的中心高

程。在安置数码相机于适当位置后，拍摄控制场

影像，平均摄影距离为０．５ｍ，按空间后方交会解

算数码相机的内、外方位元素及畸变系数。

在控制场中选定２０个控制点，激光经纬仪照

准后读取水平角，同时，数码相机曝光拍摄激光点

影像。按式（８）求得其三维坐标，表１为计算的控

制点坐标（计算值）与经纬仪测量的控制场点坐标

（视为真值）的差值。

表１　铅垂面扫描方式坐标差值／ｍｍ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ｏｆＰｌｕｍｂＰｌａｎｅ／ｍｍ

Ｎｏ． ｄ犡 ｄ犢 ｄ犣 Ｎｏ． ｄ犡 ｄ犢 ｄ犣

４３０８ ０．０８５ －０．３４５ ０．６５１ ４８０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８２ ０．９９５

４３０７－０．３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８０３ ４４０７ ０．３９６ ０．５８５－０．９２９

４３０６－０．４２６ １．１６５ ０．８３０ ４４０６ ０．３７５ －０．４０４－０．８９７

４３０５－０．６２０ ０．２４６ ０．７４８ ４４０５ ０．６１５ ０．３９１－１．０２９

３８１０ ０．３５５ －０．３６７－０．８０１ ３４０６ ０．５２４ ０．１６５－１．１７３

３８０９ ０．１２１ ０．５５５－０．７４６ ３４０７ ０．４７８ －０．２８０－０．９７７

３８０８－０．０２７ －０．４８４－０．７９６ ３４０８ ０．７０９ ０．６４３－０．７６８

３８０７ ０．５８６ ０．４２１－０．６２５ ２８１０－０．９０６ ０．０３５ ０．６０１

３８０６ ０．２６４ ０．１７６－０．５７９ ２８０９－０．０３８ ０．２０９－０．８３３

４８０６ ０．０６０ －０．３７８ ０．９５４ ２８０８ ０．２６７ －０．４５４－０．９６６

　　由表１统计得三个坐标方向的中误差分别

为：

犿狓 ＝±０．４４ｍｍ

犿狔 ＝±０．４５ｍｍ

犿狕 ＝±０．８５ｍｍ

３．１．２　圆锥面扫描方式的精度检查

试验采用的结构光生成设备是 ＳＯＫＫＩＡ

ＳＥＴ１１３０Ｒ３型全站仪，能发出与视准轴同轴的激

光束，测角精度为±１″；数码相机为 ＫｏｄａｋＤＣＳ

ＰｒｏＳＬＲ／ｎ型单反数码相机，影像分辨率为４５００

像素×３０００像素，像元大小为８μｍ。

仿照§３．１．１的做法，确定激光全站仪及数

码相机的有关参数。在控制场中选定４７个控制

点进行测量，表２为计算的控制点坐标（计算值）

与经纬仪测量的控制场点坐标（视为真值）的差

值。计算得三个坐标方向的中误差分别为犿狓＝

±０．３４ｍｍ，犿狔＝±０．１２ｍｍ，犿狕＝±０．７０ｍｍ。

３．２　目标物三维重建试验

三维重建试验中，分别采用铅垂面扫描方式

和圆锥面扫描方式对玻璃钢质地的人体服装模特

进行扫描，其大小约为高９５ｃｍ，宽４０ｃｍ，厚３０

ｃｍ，在其身体的头、肩、腰及下部的固定板上布置

有１３个公共连接点（由钢钉制作），结构光扫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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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时，将模特放置于控制场前。

３．２．１　铅垂面扫描方式的目标物三维重建

试验采用与§３．１．１相同的设备，数码相机

与服装模特的距离大约为２．４ｍ，在黑暗环境中，

采用长时间曝光模式，以获取线状形式的结构光，

每幅影像只记录一条结构光扫描线，相机在整个

试验中保持不动。由于对服装模特进行整体三维

重建，试验中必须人工转动服装模特，使其不同侧

面朝向激光经纬仪及数码相机，借助公共连接点

实现不同侧面目标点的坐标拼接。

表２　圆锥面扫描方式坐标差值／ｍｍ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ｏｎｅ／ｍｍ

Ｎｏ． ｄ犡 ｄ犢 ｄ犣 Ｎｏ． ｄ犡 ｄ犢 ｄ犣

２２０３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４ －０．４０４４３１０ －０．７２６ －０．０２２ ０．９２３

２２０４ ０．２５７ ０．０９９ －０．６０９２８０７ ０．５０６ ０．１３０－０．７７３

２２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２２８０８ ０．４５６ ０．１５２－１．０９９

２２０６－０．１６５ －０．１００ －０．２４０２８０９ ０．５５１ ０．００７－１．１３５

２２０７－０．０８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３０２８１０ －０．０２８ －０．１６２－０．２５６

２３０４ ０．５９８ ０．４７９ －０．６７１２８１１ －０．０７６ －０．２０４－０．２９２

２３０５ ０．４３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３３８０５ ０．３１０ ０．１９４－０．３２９

２３０６ ０．４３５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０３８０６ ０．２８５ ０．１９６－０．７５２

２３０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５ ０．２７７３８０７ ０．４６７ ０．１４３－１．１９２

２３０８－０．４２８ ０．０５７ １．３５６３８０８ ０．２２６ ０．０７７－１．０６８

２３０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７ ０．９５２３８１０ －０．５２７ ０．０５８ ０．５０１

２３１０－０．０７４ －０．０９６ －０．３９８３８１１ －０．２３３ ０．０６３－０．２４９

３３０４ ０．２８７ ０．１９１ －０．５２８４８０５ －０．２１３ ０．２０６ ０．６８８

３３０５ ０．３２９ ０．１３５ －１．０２２４８０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１ １．０９８

３３０７ ０．２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４７９３４０５ ０．３９０ －０．００８－０．４３４

３３０８ ０．２１６ ０．０８２ －０．８１７３４０６ ０．２４３ －０．０４８－０．２３４

３３０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２ －０．４４６３４０７ －０．１６６ ０．００８ ０．３６６

３３１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７３４０８ －０．１４７ －０．０７７－０．１３１

３３１１－０．２６２ ０．０３１ ０．３５２３４０９ －０．５９４ －０．１４２ ０．４８０

３３１２－０．１３０ －０．０９８ －０．４７５４４０６ ０．３９１ ０．０７１－１．０２２

４３０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４ －１．３３７４４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３－０．５０４

４３０７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５ －１．３２９４４０８ －０．５３８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２

４３０８ ０．２５４ ０．１４８ －０．９０８４４０９ －０．８６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５１

４３０９－０．３００ －０．０２５ －０．５１１

　　试验中共拍摄铅垂面扫描方式的结构光扫描

影像９０幅，计算得到目标点８７０４６个，图３为以

结构光扫描线形式显示的不同侧面的服装模特目

标点。

图３　提取的铅垂面扫描线

Ｆｉｇ．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ｏｆＰｌｕｍｂＰｌａｎｅＭｏｄｅ

经重采样后，构建模特表面三角网，图４为经

过渲染的服装模特不同侧面的三维模型与实拍影

像对比图。从三维重建结果可以看出，所建模型

较好地符合了实际的情况。

图４　服装模特三维模型与实拍影像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３Ｄ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ａｎｎｅｑｕｉｎ

３．２．２　圆锥面扫描方式的目标物三维重建

圆锥面扫描方式采用的仪器设备与§３．１．２

的设备完全相同，试验步骤同§３．２．１，只是扫描

方式改为圆锥面扫描方式。试验中，共拍摄圆锥

面扫描方式的结构光扫描影像２４９幅，共计算得

到目标点１１５３０２个。图５为以结构光扫描线形

式显示的不同侧面的服装模特目标点。

图５　提取的圆锥面扫描线

Ｆｉｇ．５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ｏｎｅＭｏｄｅ

经重采样后，构建服装模特表面三角网，图６

为经过渲染的服装模特不同侧面的三维模型显

示。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所建模型较好地符合

了实际情况。同铅垂面扫描方式一样，胸腹处的

模型也逼真地反映了服装模特的外形，取得了较

为满意的重建结果。

图６　服装模特三维模型

Ｆｉｇ．６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ｎｎｅｑｕｉｎ

结构光角度对重建的影响可参照前方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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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估算［７］。

４　结　语

带有角度限制的结构光摄影测量方法只需计

算摄影光线与结构光扫描面的交点，即可获得结

构光目标点的三维坐标，避免了影像匹配处理，适

合于缺乏纹理目标的测量，同时由于激光结构光

的高亮特征，也特别适应于光照不足或难以达到

均匀照明的目标物测量。本文所述的结构光扫描

数学模型有可能作为某种激光扫描系统ＬＳＳ（ｌａ

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的设计原型，如配以先进的

硬件，则可以实现扫描测量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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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Ｘ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ｘｌｉ２１２６＠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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