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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面约束的近景摄影测量影像
人工标志点匹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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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已知点和核面约束的近景摄影测量人工标志点分组匹配算法。首先利用定向棒点和

编码标志点等已知点对所有像片进行分组；然后按三张一组进行组合，并计算各组合的几何质量；最后选择几

何质量最好的部分像片进行组合，按核面约束进行匹配。实验证明，该算法匹配１００余张像片、１００００余像点

的速度约为５ｓ，像点匹配率高于９５!

，误匹配率低于０．１‰，满足近景摄影测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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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４．１

　　人工标志点自动匹配技术是实现近景摄影测

量自动化的关键技术之一，目前研究较多的是基

于核线约束的匹配算法［１，２］。按照核线约束，理

论上，相应像点一定在相应的核线上，但在实际测

量中，由于相机内、外部参数和像点坐标等均有误

差，实际的相应像点通常会偏离计算核线一定的

距离。因此，凡是到相应核线的距离小于给定阈

值的所有像点均作为相应候选像点［３］。

１　像点到核面距离的计算

为计算候选像点到核面的距离，首先要将所有

的像点坐标统一到物方空间坐标系中，并计算核面

方程。像点坐标可采用Ｃａｎｎｙ算子和灰度加权质

心法获得［４］，像片外方位元素可利用基于四个非共

线控制点的单像空间后方交会直接解算法求解［５］。

设相机主距为犳，像主点在像平面内的坐标为（狓０，

狔０），像点狆１的坐标为（狓１，狔１），所在像片犐１的摄站

坐标为（犡犛
１
，犢犛

１
，犣犛

１
），旋转矩阵为：

犕１ ＝

犪１１ 犪１２ 犪１３

犫１１ 犫１２ 犫１３

犮１１ 犮１２ 犮

烄

烆

烌

烎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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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像点狆１在物方空间坐标系中的坐标为：

［犡１　犢１　犣１］
Ｔ
＝

犕１［狓１－狓０　狔１－狔０　－犳］
Ｔ
＋

［犡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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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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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点狆１与像片犐１、犐２投影中心构成的核面方程犈

为［６］：

犡－犡１ 犢－犢１ 犣－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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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犡１ 犢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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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一般式为：

犃犡＋犅犢＋犆犣＋犇＝０ （４）

像点狆２到核面犈的距离为：

犱＝
犃犡２＋犅犢２＋犆犣２＋犇

犃２＋犅
２
＋犆槡

２
（５）

式中，（犡２，犢２，犣２）为像点狆２在物方空间坐标系

中的坐标。

２　三张像片的匹配过程

三张像片匹配的具体过程如下：① 将三张像

片上的所有像点坐标转换到物方空间坐标系内；

② 依次选取第一张像片犐１上的各未匹配像点为

目标像点，计算其在另两张像片犐２、犐３上对应的核

面犈１２、犈１３；③ 给定距离阈值ε，分别计算像片犐２、

犐３上各候选像点到相应核面的距离犱，若犱＜ε，则

将其标记为初始匹配像点，两像片犐２、犐３上的初始

匹配像点集合分别记为犌１、犌２；④ 若犌１、犌２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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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为空，则该目标像点匹配失败，继续下一目

标像点的匹配；否则，计算犌１中各像点在像片犐３

上对应的核面犈２３及犌２中各像点到核面犈２３的距

离珟犱，若珟犱＜ε，则将其标记为最终匹配像点。两像

片犐２、犐３上的最终匹配像点集合分别记为珟犌１、珟犌２；

⑤ 若珟犌１、珟犌２中均只有一个像点，则为目标像点的

同名像点；否则，目标像点匹配失败，继续下一目

标像点的匹配。

３　三张像片的几何质量

理论上，只要利用２张像片就可进行匹配，但

由于误差的干扰，需利用第３张像片消除误差导

致的误匹配。而三张像片如何选择，则要考虑其

几何质量。

如图１所示，第３张像片犐３之所以能消除误

匹配，是因为核面狆１犛１犛３与狆２犛２犛３相交，反映在

像片犐３上，即为核线犔１３与犔２３相交于同名像点

狆３。若在核面狆１犛１犛２上存在干扰像点狆′２时，其在

像片犐３上的同名像点狆′３不在核面狆１犛１犛３内，因

此，不会出现误匹配。但若犘、犛１、犛２、犛３四点共

面，则核面狆１犛１犛２与狆１犛１犛３重合，像点狆′３将处在

核面狆１犛１犛３内，从而使（狆１，狆２，狆３）、（狆１，狆２，狆３）

都有可能是同名像点，导致无法正确匹配。即如

果核面狆１犛１犛３与狆２犛２犛３重合，则第３张像片犐３不

能提供更多的约束条件，此时，相当于只利用像片

犐１、犐２进行匹配。

图１　像片的几何质量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ＩｍａｇｅＴｒｉｐｌｅｔｓ

为避免这一问题，应使选择的３张像片犐１、

犐２、犐３满足犛１、犛２、犛３尽可能不共线。为此，选择

△犛１犛２犛３的最大内角αｍａｘ作为对像片犐１、犐２、犐３的

几何质量犜犐
１
犐
２
犐
３
进行定量判断的依据，公式为：

犜犐
１
犐
２
犐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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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αｍａｘ＋

３

２
（６）

　　该函数图形如图２所示，当αｍａｘ＝６０°（△犛１

犛２犛３为等边三角形）时，几何质量最好，犜犐
１
犐
２
犐
３
＝

１；当αｍａｘ＝１８０°（犛１、犛２、犛３共线）时，几何质量最

差，犜犐
１
犐
２
犐
３
＝０。根据经验，当几何质量犜犐

１
犐
２
犐
３
≥

０．４时，匹配效果较好，基本不会产生误匹配。

图２　几何质量函数

Ｆｉｇ．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４　所有像片的匹配

在近景摄影测量中，一次测量拍摄的像片少

则十几张，多则数百张，将像片按３张一组进行组

合，得到的组合数量极大，难以对每一种组合都进

行匹配。另外，当被测目标尺寸较大时，多采用部

分覆盖摄影，即有些像片之间没有重叠部分，因此

对这些像片的组合进行匹配没有意义。

综上考虑，为提高匹配速度，本文提出了一种

基于已知物方点的像片分组方法，将像片按已知

物方点划分为若干组，然后对每一组像片计算的

几何质量较好的部分组合进行匹配，最后利用物

方点反算在其他像片上的同名像点上。这里采用

的已知物方点为定向棒点和编码标志点［７，８］。

假定一次测量共拍摄犿 张像片犐１～犐犿，有狀

个已知点犘１～犘狀，具体过程如下：① 对每一个已

知点犘犻，在犐１～犐犿中搜索其所有成像的像片，记

为犙犻（犻＝１，…，狀）；② 对犙犻中的像片，按３张一组

进行组合，计算所有组合的几何质量。选择几何

质量最好的前狊个组合，记为珟犙犻。根据经验，狊的

取值范围为１０≤狊≤２０；③ 对珟犙犻中的每一种组

合，按三张像片的匹配方法进行匹配，匹配出的所

有同名像点对应的物方点记为犗犻，并通过前方交

会计算犗犻中所有物方点的三维坐标；④ 反算犗犻

中的物方点在其他犿－３张像片上对应的像点坐

标，根据距离阈值ε寻找同名像点。

５　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验证该算法的性能，分别选取室内控制架、

某２．８ｍ星载天线、“探月工程”５０ｍ地面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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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天线等三组测量数据进行匹配实验［９］。作为

比对，分别采用基于核线约束的匹配算法（算法

１）、ＶＳＴＡＲＳ软件
［１０］（算法２）和基于已知点和

核面约束的分组匹配算法（算法３）进行匹配。由

于ＶＳＴＡＲＳ软件难以对像点进行统计和干预，

在此只给出物方点数和时间的概略统计。实验数

据统计量见表１，实验结果见表２，算法３匹配出

的物方点的三维分布见图３。

表１　实验数据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ｃｏｆＤａｔａ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统计量 室内控制架 ２．８ｍ天线 ５０ｍ天线

像片／张 ９０ ２６ １１０

像点／个 ２１６０８ １０５３２ １００６７

已知物方点／个 １４ ２２ ４９

表２　匹配实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统计量
室内控制架 ２．８ｍ天线 ５０ｍ天线

算法１ 算法２ 算法３ 算法１ 算法２ 算法３ 算法１ 算法２ 算法３

匹配成功像点／个 ２０８４６ ２１５９６ ９６５２ １０４４１ ８２５８ ９６３５

剩余像点／个 ７６２ １２ ８８０ ９１ １８０９ ４３２

误匹配像点／个 ９ ２ ８ ０ １０ ０

匹配出物方点／个 ２７２ ２９４ ２８４ ６３０ ７０７ ７０６ ６４５ ８６９ ８１９

耗时／ｓ ６．４ ５７．５ ４．６ ９．１ ２．０ ２．９ ６．０ ６．８ ５．０

图３　匹配出的物方点

Ｆｉｇ．３　ＯｂｊｅｃｔＰｏｉｎｔｓＭａｔｃｈｅｄ

　　分析上述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算法的整

体性能优于基于核线约束的匹配算法，与 Ｖ

ＳＴＡＲＳ软件性能相当，其主要特点如下：① 匹配

速度快，对于约１００张像片、１００００多个像点进行

匹配，只需数秒时间；② 匹配率高，能正确匹配出

９５％以上的像点；③ 误匹配率低，３组数据中只

有一组出现了２个误匹配像点，误匹配率低于

０．１‰；④ 完全覆盖摄影（控制架、２．８ｍ天线）比

部分覆盖摄影（５０ｍ天线）的匹配速度快，这是因

为前者只需少数像片组合便能匹配出所有物方

点，其他像片上的同名像点只需利用物方点反算

即可得到。

６　结　语

采用核面约束代替核线约束寻找同名像点，

克服了像片与核面夹角对恢复摄影光线几何关系

的影响，使约束条件更为准确、有效。实验证明，

基于已知点和核面约束的分组匹配算法在各方面

的性能优异，能有效地解决近景摄影测量中大量

人工标志点的快速、自动匹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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