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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移动测量近景影像的建筑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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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影像灭点理论分析建筑物道路特征线与影像平面线段间数学关系，对影像所提取线段进行分类。

实验通过立体影像中模拟数据和基于影像边缘提取线段的处理实现了地物特征线段的快速自动分类，无关

线段过滤效果显著，是移动测量地物自动量测与影像理解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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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动 测 量 系 统 （ｍｏｂｉｌ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ＭＭＳ）是一种可更好地满足当前社会各行业对空

间信息迅速增长需求的新数据源，是符合空间数据

采集加工在成本和更新速度两个方面需求的测量

新技术典型代表，是多学科、多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简单来说，它是在移动载体平台（一般是汽车）集成

ＧＰＳ、ＩＮＳ或ＤＲ以及ＣＣＤ等多种传感器设备，在

移动平台高速行驶中通过多种传感器自动快速采

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然后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所

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加工，快速生成各种空间信

息数据的科学和技术［１４］。ＭＭＳ为实现测绘工作

从“按规范测量”向“按需测量”的革命性转变［５，６］提

供了新的技术支持，逐步成为信息化测绘体系［７］构

建中的一种有效技术力量，具有空间数据采集实时

性强、信息量巨大、精度和自动化程度高等突出特

点，特别是“可量测实景影像”的自动生产能力强

大［１，２，５］，对解决当今信息社会对ＧＩＳ数据日益增

长的采集更新速度和质量方面的需求［８９］有突出优

势。然而，ＭＭＳ外业数据采集后的基于影像地物

量测中，地物特征选择是其中非常重要而复杂的基

础工作，特别是从一般影像线特征中自动快速获取

目标地物如建筑物道路的线特征，是实现基于

ＭＭＳ序列影像自动地物量测、降低人工作业工

作量、工作强度和提高 ＭＭＳ整体测绘能力和速

度的关键性环节之一；此外，影像特征线段的快速

自动分类也是研究影像物体识别这一摄影测量领

域的重点难点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１　影像线段分类理论分析

ＭＭＳ用于地物量测的基本数据是近景实景

影像，所包含信息非常丰富，地物（建筑物和道路）

量测工作通过选取特征点线如建筑物轮廓边线、

建筑物表面管线、窗台线，道路边线、中心线、分道

线等［４，１０１１］的方式开展。为简化对实景影像的处

理，一般先进行影像线段特征提取，通过Ｃａｎｎｙ

算子边缘检测、基于影像边缘的霍夫变换、基于影

像支持区域的相位编组［１２１７］等方法实现。然而这

样获得的线段数量非常多，线段与目标地物之间

的关系也复杂多变。对此提出本文的解决办法：

根据影像内外方位元素与目标地物主要线特征三

维属性，建立灭点数学关系，根据灭点对影像线段

分类，获取影像内地物的特征线段，有效过滤大量

无效甚至是干扰的影像线段，为基于移动测量的

地物自动识别与量测作好准备；理论分析主要包

括灭点计算和灭点线段分类。

１．１　目标地物平行线影像灭点计算

根据摄影测量共线原理［１１１８］，得到地面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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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共线方程如下：

犺－犺０＝

－犳
犪１（犡－犡狊）＋犫１（犢－犢狊）＋犮１（犣－犣狊）

犪２（犡－犡狊）＋犫２（犢－犢狊）＋犮２（犣－犣狊）

狏－狏０＝

－犳
犪３（犡－犡狊）＋犫３（犢－犢狊）＋犮３（犣－犣狊）

犪２（犡－犡狊）＋犫２（犢－犢狊）＋犮２（犣－犣狊

烅

烄

烆 ）

（１）

　　一般三维空间的直线参数方程为：

犡－犡０ ＝犿·犾

犢－犢０ ＝狀·犾

犣－犣０ ＝狆·

烅

烄

烆 犾

（２）

式（２）代入式（１）可得：

犺－犺０ ＝－犳
犪１（犿·犾＋犡０－犡狊）＋犫１（狀·犾＋犢０－犢狊）＋犮１（狆·犾＋犣０－犣狊）

犪２（犿·犾＋犡０－犡狊）＋犫２（狀·犾＋犢０－犢狊）＋犮２（狆·犾＋犣０－犣狊）

狏－狏０ ＝－犳
犪３（犿·犾＋犡０－犡狊）＋犫３（狀·犾＋犢０－犢狊）＋犮３（狆·犾＋犣０－犣狊）

犪２（犿·犾＋犡０－犡狊）＋犫２（狀·犾＋犢０－犢狊）＋犮２（狆·犾＋犣０－犣狊

烅

烄

烆 ）

（３）

　　影像灭点（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的含义
［８，１９，２０］：空

间一组平行线的无穷远点在影像上的构像，即该

组平行线投影在影像平面上直线的交点。灭点是

摄影测量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通过影像实现地

物三维重建的重要理论基础，通过灭点能获得目

标特性在三维空间与影像二维平面的一种对

应［２１］。当式（２）中犾→∞的时候，三维直线上点在

影像上对应位置即为该空间平行线簇的影像灭

点，灭点的计算过程如下。

先将式（３）改写为：

犺－狏０ ＝－犳

犪１（犿＋
犡０－犡狊
犾

）＋犫１（狀＋
犢０－犢

犾 狊

）＋犮１（狆＋
犣０－犣狊
犾

）

犪２（犿＋
犡０－犡狊
犾

）＋犫２（狀＋
犢０－犢

犾 狊

）＋犮２（狆＋
犣０－犣狊
犾

）

犺－狏０ ＝－犳

犪３（犿＋
犡０－犡狊
犾

）＋犫３（狀＋
犢０－犢

犾 狊

）＋犮３（狆＋
犣０－犣狊
犾

）

犪２（犿＋
犡０－犡狊
犾

）＋犫２（狀＋
犢０－犢

犾 狊

）＋犮２（狆＋
犣０－犣狊
犾

烅

烄

烆
）

（４）

当犾→ ∞，

犡０－犡狊
犾

０

犢０－犢狊
犾

０

犣０－犣狊
犾



烅

烄

烆
０

，即有

犺犾∞ －犺０ ＝－犳
犪１·犿＋犫１·狀＋犮１·狆
犪２·犿＋犫２·狀＋犮２·狆

狏犾" －狏０ ＝－犳
犪３·犿＋犫３·狀＋犮３·狆
犪２·犿＋犫２·狀＋犮２·

烅

烄

烆 狆

（５）

　　所求得 犺犾∞狏犾∞（ ）即为空间平行线簇的影像灭

点坐标。式（５）表明空间平行线簇的影像灭点取决

于该平行线簇的三维向量与影像内外方位元素。

当（犿狀狆）＝（００１），代入式（５）得到空间垂直

线灭点 犺狏"狏狏（ ）
"

：

犺狏∞ －犺０ ＝－犳
犮１
犮２

狏狏∞ －狏０ ＝－犳
犮３
犮

烅

烄

烆 ２

（６）

　　当 ＭＭＳ进行道路测量时，其三维行进方向

结合ＣＣＤ在 ＭＭＳ中标定信息可转换为道路三

维方向（犿犱狀犱狆犱），从而得到与道路中心线、边线

一致的道路平行线簇的影像灭点 犺犱∞狏犱∞（ ）：

犺犱∞ －犺０ ＝－犳
犪１·犿犱＋犫１·狀犱＋犮１·狆犱
犪２·犿犱＋犫２·狀犱＋犮２·狆犱

狏犱∞ －狏０ ＝－犳
犪３·犿犱＋犫３·狀犱＋犮３·狆犱
犪２·犿犱＋犫２·狀犱＋犮２·狆

烅

烄

烆 犱

（７）

　　综合式（６）与式（７）分析垂直线与道路行进方

向两类平行线的影像灭点。ｈｏｖ影像平面中，垂

直线表现为近似于与纵轴平行的形式，其灭点将

远超出影像平面所在范围，而在影像狏轴方向的

无穷远处，道路三维方向平行线灭点则一般位于

影像范围内，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ＭＭＳ影像中垂直线与道路方向平行线灭点

Ｆｉｇ．１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ｏａ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ｉｎＭＭＳＩｍａｇｅｒｙ

１．２　基于灭点的影像平面线段分类

求得灭点后，即可对影像平面线段进行分类

过滤。根据 ＭＭＳ影像垂直线灭点不在影像平面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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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而在纵轴向无穷远处的特点，计算影像平面的

线段倾斜角，及灭点与线段中点连线倾斜角，然后

计算两角度之差。此分类方法对道路平行线同样

适用，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影像灭点的平面线段分类计算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ｒｙ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α＝ａｒｃｔａｎ
狏２－狏１
犺２－犺１

α′＝ａｒｃｔａｎ
狏狏狆 －（狏２＋狏１）／２
犺狏狆 －（犺２＋犺１）／

烅

烄

烆 ２

（８）

　　当｜α′－α｜＜θ０，线段属于该灭点类。其中，

（犺狏狆，狏狏狆）为灭点像平面坐标；（犺１，狏１）与（犺２，狏２）

为影像当前线段的端点坐标。θ０ 为共线差阈值，

一般参考外业采集中未记录的翻滚角、影像畸变

等因素判断，本文中根据移动测量外业经验对θ０

设置为３°；对于模拟线段的分类，由于不需要考

虑翻滚和影像畸变，θ０ 可以设置更小，例如１°也

能得到正确的分类结果。

２　移动测量影像的线段提取和灭点

计算

２．１　影像线段提取

影像提取线段不是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但它

是线段分类的基础。下面的立体影像采集于同济

大学“一二九礼堂”西南角方向。本文影像线段提

取采用Ｃａｎｎｙ算子和参数空间区域极值霍夫变换

结合的方法，所提取线段很好地描述了 ＭＭＳ实景

影像内地物特征的完整性和细节性，且线段定位的

准确度与标准霍夫变换效果相同，但线段数量有明

显增长（图３）
［２２］。这也从另一角度提出了进行影

像线段分类得到目标地物线段子集的必要性。

２．２　犕犕犛影像灭点计算

根据§２．１，ＭＭＳ影像可以求得垂直线灭点、

行进方向平行线灭点，图４列出了 ＭＭＳ立体像对

的内外方位元素参数和灭点计算结果。

标准霍夫变换线段提取 区域极值霍夫变换线段提取

参数空间离散化粒度：θ（０～６．２８，按０．０１分割），

ρ（０～ρｍａｘ，按１ｐｉｘｅｌ分割）

提取有效线段数：６６７ ３６８４

图３　霍夫变换提取影像线段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ｒｙ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Ｈ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左影像 右影像

ＭＭＳ

立体

像对

影像

内外

方位

元素

内方位元素（像素单位）：

像主点（８３１．８９，６３６．３４），

焦距：１８８０．６８
外方位线元素（高斯坐标）：

犡＝３４６３３１８．３２，

犢＝４０６４２８０９．８５，

犖＝１５．２２
旋转矩阵：

－０．９４４ ０．３２８ ０．０１６

－０．３２８－０．９４４－０．００７
烄

烆

烌

烎０．０１３－０．０１２ ０．９９９

像主点（８２８．０９，５８５．６２），

焦距：１８８７．４９

犡＝３４６３３１６．７５，

犢＝４０６４２８０９．４３，

犖＝１５．２２

－０．９７６ ０．２１４０．０３１

－０．２１４ －０．９７７０．００３
烄

烆

烌

烎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０．９９９

灭点

计算

结果

以影像左上角为原点的像

平面坐标系内：

垂直线灭点：（２９５４．６８，

－１６１７１７．２９）

平台行进方向灭点：

（７００．７１，６１１．２２）

垂直线灭点：（１６６６９．３１，

－５１７１６１．６３）

平台行进方向灭点：

（９２１．５４，６５１．５９）

图４　ＭＭＳ立体像对灭点计算效果

Ｆｉｇ．４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ＭＳＩｍａｇｅＰａｉｒ

　　分析图４中计算结果，垂直线灭点坐标远超

出影像平面范围（影像实际大小１６２４像素×

１２３４像素，而该灭点纵坐标值＞１００×１２３４）。

此时垂直线灭点到影像平面内线段任一点的距离

都远大于线段自身长度，若计算灭点与平面线段

端点夹角来进行线段分类就将很不敏感，而§１．２

提出线段分类方法能很好地适应，而且对其他灭

点的线段分类同样适用。

以上 ＭＭＳ影像的线段提取及灭点计算，是

本文线段分类的准备工作。

３　建筑物道路线段分类实验

３．１　犕犕犛立体像对三维模拟线段的添加与灭

点分类

实验图５中 ＭＭＳ像对采集于同济大学嘉定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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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选择该像对的原因是：像对表现了多层次地

物背景，如建筑物、灯杆、分道线等，且 ＭＭＳ移动

平台行进方向与道路平行线方向基本一致。三维

模拟线段包括垂直线簇、道路行进方向平行线簇

以及其他线段。添加的方法是：量取若干立体像

对同名特征点，计算其三维点坐标；以此点为起点

按给定物方长度计算垂直方向、ＭＭＳ平台行进

方向的两类平行线簇的另一端点；按共线方程计

算三维线段在立体像对中对应平面线段并在影像

上叠加，共添加１９根垂直线、１４根行进方向线

段；为检验灭点线段分类的抗干扰能力，再选择像

对内同名特征点连接成像对内同名线段２０根，它

们具有任意三维方向的特点。模拟线段添加后，

按式（６）、式（７）计算灭点和式（８）作线段分类，再

对照三维线段原属性检查分类结果。图５是模拟

线段在影像的叠加，及线段分类的实验结果。

左影像 右影像

模拟三维

线段投影

到 ＭＭＳ立

体像对

影像平

面线段

基于灭

点分类

结果

分类结果

灭点分类的垂直线：２０

与行进方向一致的平

行线：１４

灭点分类得垂直线：１９

与行进方向一致的平

行线：１４

图５　模拟三维线段投影在地面立体像对后

的基于灭点的线段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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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三维线段投影到影像平面中表示为图６

立体像对的深灰色线段，而通过灭点分类的影像

内平面线段中，垂直线为影像内灰度浅一点的线

段，与行进方向一致的平行线为浅白色线段。

３．２　基于灭点的立体像对影像边缘实际提取平

面线段的分类实验

下面是根据 ＭＭＳ影像边缘实际提取特征线

段基础上的灭点线段分类。虽然图４只包括建筑

物的垂直线，因而起作用的灭点分类只有以建筑

物垂直线为主体的影像平面线段，但实际上只要

移动平台行进方向与道路中心线方向一致，仍然

可进行基于灭点的道路中心线、分道线、边线等空

间平行线簇的影像平面线段分类。

左影像 右影像

灭点分

类前的

影像特

征线段

灭点分

类前的

影像特

征线段

分类结

果统计

影像提取线段数：３６８２，　
灭点分组后垂直线段数：８９９

影像提取线段数：３４２１，　
灭点分组后垂直线段数：８８０

图６　地面立体像对提取平面线段后

基于垂直线灭点的线段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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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说明本文方法的线段分类能力，下

面列出了包含建筑物垂直线、道路行进方向平行

线的立体影像所提取线段的分类结果。该立体像

对采集于同济大学本部健身中心东侧的巷子，其

中巷子两边墙体、建筑物水平边缘等表示道路行

进方向平行线。从图７可知，空间垂直线和道路

行进方向平行线对应的影像线段均在灭点的指导

下得到准确分类。分类后线段经过基于重叠度、

平行度与间距条件的综合后即可得到兼具整体性

和定位准确的建筑物道路边缘特征线段［２２］。

左影像 右影像

灭点分

类前的

影像特

征线段

灭点分

类后的

影像特

征线段

灭点计

算线段

分类结

果

影像提取线段数：３５４２

垂直线灭点：

（－１０６０７．７，８１５０２６．２）

分类后线段数：４８２

道路平行线灭点：（６１０．８，

　５８３．１）

分类后段数：８１１

影像提取线段数：３３７４

垂直线灭点：

（－４６６６．５，１８４３９５．８）

分类后线段数：６４７

道路平行线灭点：（８４３．１，

　６１９）

分类后段数：４５５

图７　兼具垂直线与道路平行线的地面

立体像对的灭点线段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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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ｏａｄ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３．３　犕犕犛立体像对影像平面线段基于灭点分

类的实验结果分析

以上基于灭点对模拟三维线段的影像线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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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像边缘提取实际线段的分类实验结果表明，基

于灭点的平面线段分类有以下３个特点：① 分类

准确可靠，从图４的模拟线段中垂直线和行进方向

平行线分类、图４、５的影像所提取线段中的空间垂

直线的分类均得到准确可靠的结果；② 分类效率

高，实验是在１ｓ时间内将影像中超过３０００根影

像线段中分类得到每类数百根线段的数据集，即快

速从大量的无序平面线段中得到具有指定三维属

性的平面线段子集；③ 分类处理完全自动进行，实

验中的灭点计算和线段分类中没有人工干预。

进一步对图３～图７中立体像对平面线段基

于灭点分类的详细检查发现，所有的垂直线、与行

进方向一致的影像线段均被正确分类，但反过来灭

点所属线段集内还有极少数不属于此类的线段，即

具有“不弃真”、“纳伪”的特点。但即使“纳伪”，也可

以通过研究立体像对同名线段匹配、求解三维线段

后有效物距判断、物方空间特征线基于目标物体规

则的分析处理等排除线段误分类现象的干扰［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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