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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广义点摄影测量理论对建筑物立面框架轮廓进行重构。广义点是对当代线摄影测量以及无穷远

点（灭点）理论的升华。实验结果表明，采用线面基元进行立面重构相比于经典的点云重构方法，不仅简洁、高

效，还能获得清晰的三维边缘轮廓，且自动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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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三维建模中，车载序列影像的获取具有

经济、快捷的特点。同时，因为生成纹理的清晰度

高，车载序列影像还弥补了航空影像和直升机载影

像建筑墙面纹理清晰度低的不足［１］。本文以地基

近景平台为基础，重构城市沿街立面建筑物。建筑

摄影测量和计算机视觉界对“无穷远点”，即“灭点”

在建筑物测量及其三维重建中的作用十分重视［２］。

针对当前建筑物重建中存在的问题，并考虑

到街道建筑存在大量的线面特征，大部分凹凸的

边界都是规则的线和面，故基于线、面特征进行三

维重建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３］。本文通过灭点解

算方位元素、直线匹配获得同名直线并前交得到

空间直线、空间直线拟合平面自动识别立面边界，

加上边缘跟踪确定屋顶，根据线、面特征提出了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重构城市建筑物立面的方法。

１　灭点解算及方位元素初值获取

１．１　影像的获取及预处理

首先，通过普通数码相机拍摄获取建筑物序

列影像，对序列影像进行自动抽稀选片、相机检

校、消除畸变差。然后，对影像作相对定向消除相

邻影像间的上下视差，并为后续匹配和构建自由

网奠定基础。影像坐标系为：原点为条带第一张

影像的像空间坐标系原点，犡 轴取物方水平方

向，犢 轴取物方铅垂线方向，犣轴取垂直于建筑

的深度方向（右手坐标系，见图１）。

图１　坐标系说明及大倾角影像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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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广义点之灭点方程及其解算

在传统摄影测量中，物理意义上的点都满足

共线方程：

狓＝狓０－犳·

　
犪１（犡－犡犛）＋犫１（犢－犢犛）＋犮１（犣－犣犛）

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犣犛）

狔＝狔０－犳·

　
犪２（犡－犡犛）＋犫２（犢－犢犛）＋犮２（犣－犣犛）

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犣犛

烅

烄

烆 ）

（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式中，（犡，犢，犣）表示空间点坐标；（狓，狔）为像点

坐标；（犡犛，犢犛，犣犛）表示相机所在位置；［犪犻　犫犻　

犮犻］（犻＝１，２，３）表示相机姿态角的旋转矩阵；犳为

相机的主距；（狓０，狔０）为像主点坐标。

若空间里分别平行于犡、犢、犣 轴的直线束在

影像上投影的３个交点（灭点）狆犡∞、狆犢∞、狆犣∞的

坐标分别为（狓犡∞，狔犡∞）、（狓犢∞，狔犢∞）、（狓犣∞，

狔犣∞），将式（１）右端分式的分子分母均除以犡 ，

并令犡 趋于无穷，可得平行于犡 轴直线对应的

灭点狆犡∞的共线方程
［４］：

狓犡∞ ＝狓０－犳
犪１
犪３
，狔犡∞ ＝狔０－犳

犪２
犪３

（２）

同理可得平行于犢、犣轴直线对应的灭点：

狓犢∞ ＝狓０－犳
犫１
犫３
，狔犢∞ ＝狔０－犳

犫２
犫３

（３）

狓犣∞ ＝狓０－犳
犮１
犮３
，狔犣∞ ＝狔０－犳

犮２
犮３

（４）

从式（２）～（４）可以看出，利用平行于犡、犢、犣 轴

的３个无穷远点与对应的灭点，就能够求得影像

的３个内方位元素狓０、狔０、犳 以及３个角元素φ、

ω、κ。再加上相对定向获得的线元素，可恢复平面

二维影像与空间三维物体几何关系。相关说明如

下：

１）由于建筑物的灭点大多都是水平、铅垂线

和深度方向的直线簇的交点，需对提取出的直线

进行随机抽样一致性计算来完成灭点方向分组。

２）在有噪声的情况下，空间平行线在影像上

的投影未必交于一点，即存在闭合差。可以按灭

点和每条直线上两个端点共线，列出条件方程，这

是一个附有未知数（灭点）的条件平差模型。在平

差时采用粗差探测的“选权迭代法”［５］，可在计算

灭点坐标的同时将不支持此灭点的粗差直线（误

分组）剔除掉，得到精确可靠的灭点坐标。

１．３　获取影像外方位元素初值

由于拍摄建筑物时往往是仰角拍摄，造成大

倾角影像，故需要对影像进行纠正。通过上述灭

点分组的直线必然是空间的平行直线，以此为约

束条件可定义出观测方程，计算出影像的方位角

元素。纠正的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在纠正的同

时完成了对外方位角元素的计算。根据已匹配的

同名点可以解算出相邻两张影像的相对位置关

系，然后，通过模型连接统一坐标系获得外方位线

元素。

１．４　匹配直线段

直线匹配识别出同名直线后可获得空间直

线，通常直线匹配难度比点匹配难度大［６］。由于

空间三维物体整体不连续、不光滑，而在局部连续

光滑，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对矛盾［７］。由于直线

本身就具有连续性的几何特征，显然满足连续性

约束，并结合观测值独立性［７］的影像匹配原则，本

文提出的直线段匹配步骤如下所示［８］。

１）首先独立观测匹配出直线段的候选端点

（空间物体整体不连续、不光滑）；

２）目标直线段与候选直线段重采样，消除建

筑物起伏引起的同名直线段长度不等；

３）利用连续性约束对候选直线段作整体匹

配（空间物体局部连续光滑）；

４）对直线段端点进行最小二乘影像匹配，通

过拉入端点精度来提升直线段精度；

５）通过随机抽样一致性剔除误匹配直线。

为克服影像间的几何变形，先用少量ＳＩＦＴ

匹配点估算影像间的整体几何变换关系，从而可

以几何变换重采样参考影像，以补偿相关系数法

对于大转角影像间相似性测度的失效。直线段匹

配的结果如图２所示，上面有左右同名直线段的

对应编号。

图２　基于“对立统一思想”的直线段匹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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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ｉｆｙ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　广义点（直线）光束法平差

首先，通过相对定向所得的线元素结合灭点

获取的角元素作为初值进行模型连接，构建条带

自由网。然后，进行无控制点区域网光束法平差：

在使用基于广义点的直线测量模型时，把空间犣

值作为约束条件，即犢 的直线段两个端点的犣 值

应该相等，然后进行区域网光束法平差。

以两度重叠的影像为例，根据广义点理论，非

退化的１条直线只能列２个方程，一对同名直线

可以列４个观测方程。把空间直线坐标的犣值

作为约束条件，即犢 的直线段两个端点的犣 值应

该相等，一对同名直线可以增加１个方程，故可列

４＋１个方程。而对于空间直线存在６个未知数

（直线的参数描述），每张影像有６个外方位元素

未知。假设两度重叠的影像中共有狀对同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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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那么共有６×狀＋１２个未知数，而根据广义点

理论和犣值相等的约束条件只能列出４狀＋狀个

观测方程，未知数大于方程数，故不能直接通过光

束法平差求解，但是可以借助光束法平差中交替

趋近的方法［９］来解决此问题。

１）把方位元素当成已知值，进行前方交会得

到空间直线段坐标，并加入犣值相等的约束条件

（一条空间直线６个未知数，可列８＋１个方程），

解算方法见式（５）～（８）。

２）把空间直线坐标当成已知值作单片后方

交会解算方位元素（此时单片６个未知数，按广义

点理论可列２狀个方程），方程见式（９）。

３）重复步骤１）、２），当所有值的改正数小于

阈值时结束迭代。

空间前方交会严密公式［９］为：

犾１犡＋犾２犢＋犾３犣－犾狓 ＝０

犾４犡＋犾５犢＋犾６犣－犾狔 ＝
｛ ０

（５）

犾１ ＝犳犪１＋（狓－狓０）犪３，犾２ ＝犳犫１＋（狓－狓０）犫３

犾３ ＝犳犮１＋（狓－狓０）犮３，犾４ ＝犳犪２＋（狔－狔０）犪３

犾５ ＝犳犫２＋（狔－狔０）犫３，犾６ ＝犳犮２＋（狔－狔０）犮３

犾狓 ＝犳犪１犡犛＋犳犫１犢犛＋犳犮１犣犛＋（狓－狓０）犪３犡犛＋

（狓－狓０）犫３犢犛＋（狓－狓０）犮３犣犛

犾狔 ＝犳犪２犡犛＋犳犫２犢犛＋犳犮２犣犛＋（狔－狔０）犪３犡犛＋

（狔－狔０）犫３犢犛＋（狔－狔０）犮３犣犛 （６）

将同名直线段两个端点坐标分别代入式（５）并加

入约束条件得：

犾１犡１＋犾２犢１＋犾３犣１－犾狓 ＝０

犾４犡１＋犾５犢１＋犾６犣１－犾狔 ＝０

犾′１犡１＋犾′２犢１＋犾′３犣１－犾′狓＝０

犾′４犡１＋犾′５犢１＋犾′６犣１－犾′狔＝０

犽１犡２＋犽２犢２＋犽３犣２－犽狓 ＝０

犽４犡２＋犽５犢２＋犽６犣２－犽狔 ＝０

犽′１犡２＋犽′２犢２＋犽′３犣２－犽′狓＝０

犽′４犡２＋犽′５犢２＋犽′６犣２－犽′狔＝０

犣１－犣２ ＝

烅

烄

烆 ０

（７）

式中，犾１、犾２、犾３、犾４、犾５、犾６、犾狓、犾狔，犽１、犽２、犽３、犽４、犽５、犽６、

犽狓、犽狔表示左影像的参数；犾′１、犾′２、犾′３、犾′４、犾′５、犾′６、犾′狓、

犾′狔，犽′１、犽′２、犽′３、犽′４、犽′５、犽′６、犽′狓、犽′狔表示右影像的参数；

（犡１，犢１，犣１）、（犡２，犢２，犣２）分别表示空间直线段

两个端点的坐标。另外，犣１和犣２表示犢 方向直线

段端点的犣值，对于不是犢 方向的直线不添加此

约束条件。此为带限制条件的间接平差，其矩阵

形式为：

犞＝犅^狓－犔

犆^狓＋狑狓 ＝｛ ０

法化后解为：

狓^＝ （犖－
１
犅犅－犖

－１
犅犅犆

Ｔ犖－１犆犆犆犖
－１
犅犅）犠－犖

－１
犅犅犆

Ｔ犖－１犆犆犠狓

（８）

其中，犖犅犅＝犅
Ｔ犘犅，犖犆犆＝犆犖

－１
犅犅犆

Ｔ。

将前交后的空间直线反投到影像上，与影像

中的直线段对应并列误差方程。根据广义点摄影

测量理论，按照直线的方向（角度θ）选择误差方

程［４］，一条直线段可列两个方程，其中一个端点的

广义点方程为：

狏狓 ＝
狓

犡狊
Δ犡狊＋

狓

犢狊
Δ犢狊＋

狓

犣狊
Δ犣狊＋

狓

φ
Δφ＋

狓

ω
Δω＋

狓

κ
Δκ－犾狓 ， θ ≥４５°

狏狔 ＝
狔
犡狊
Δ犡狊＋

狔
犢狊
Δ犢狊＋

狔
犣狊
Δ犣狊＋

狔
φ
Δφ＋

狔
ω
Δω＋

狔
κ
Δκ－犾狔 ， θ ＜４５°

（９）

式中，犾狓＝狓－（狓）；犾狔＝狔－（狔）；犾狓、犾狔为闭合差；

（狓）、（狔）为近似值；θ为像方直线角度。以上交替

趋近解算均采用选权迭代法［５］剔除粗差。

３　建筑物轮廓边界识别与重构

３．１　影像纠正与拼接

１）影像自动纠正。由于本文处理的是大倾

角近景数据，所以必须对影像进行纠正。通过上

述光束法平差引入犣方向约束后最终得到影像

的方位元素。

２）影像自动拼接。对于近景拍摄的影像，如

果建筑物比较大的话，一幅影像通常无法完全包

括建筑的纹理，这就需要对所有相关的影像进行

拼接来获得整个建筑的纹理，拼接应基于纠正后

的影像。

３．２　自动识别街道建筑凹凸边界

由于噪声和提取直线算法的影响，凹凸面的

关键边界直线未能提取出来，如图３椭圆区域的

图３　立面场景：共面簇及边界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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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直线未被识别。那么，如何识别无法提取出

的关键凹凸面边界直线成为关键。本文方法

为［１０］：通过同名直线（对应直线）前方交会出空间

直线，空间直线按共面性以深度方向为参考进行

聚类分组；然后，用分组直线拟合出空间平面，空

间平面再相交，交出关键边界直线，可解决上述关

键边界直线提取缺失的问题，达到自动识别关键

凹凸边界直线的目的。为了获得最优的平面拟合

结果，需考虑平面间的拓扑关系，如平面间的平行

和垂直关系，以此作为限制条件进行间接平差。

３．３　三维模型空间与纹理空间的映射

虽然通过二维矢量图可以确定凹凸边界角点

和对应纹理，以及纹理与矢量图的比例尺，就可将

模型纳入到地面坐标系中完成三维建模［１］。但此

方法人机交互过多，所以本文提出了一种自动处

理的算法，如果模型仅是相对模型，不必纳入到地

面坐标系中，只需确定纹理的凹凸边界和对应的

空间模型的映射即可完成建模。具体过程为：

１）由于建筑物屋顶上方是天空，其亮度差异

大，易于自动化检测，可在生成的纠正影像上自动

跟踪屋顶边缘。

２）将自动识别的空间凹凸边界直线反投于

纠正影像上，与跟踪的屋顶边缘联立确定建筑物

的纹理面片和对应的空间模型。

３）地面边界暂时还需人工选定。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相对模型，可以将模型

进行缩放，使得其模型空间与纹理空间的比例为

１∶１。若已知真实模型的长、宽，则可计算出该模

型与上述自由模型的比例关系，从而重建出真实

大小的模型。

４　实验结果

实验开发工具为ＶＣ＋＋６．０，选用的影像是普

通数码相机拍摄的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建筑物数

据。像素大小为０．０２５ｍｍ，主距２４ｍｍ。三维

显示通过调用ＯｐｅｎＧＬ完成。图４（ａ）、４（ｂ）比较

了传统基于点云构网与本文基于线面特征的三维

重构方法，可以看出，传统方法在模型轮廓的边界

处有很多毛刺，轮廓不如基于线特征的清晰。图

４（ｂ）是纠正拼接生成的纠正影像，在上面跟踪屋

顶边缘、识别凹凸边界并对应纹理区域后可映射

纹理生成物方模型。图４（ｃ）、４（ｄ）就是完成深度

方向重构并贴上纹理后的模型。严格来说，深度

方向可借助二维矢量图的比例获得，若仅关注立

面信息，则此比例可适当假设，该方向建筑物结构

具有重复性和相似性，容易重构出其深度模型。

尤其是屋顶模型，可根据跟踪出的屋顶边缘曲线

及其在深度方向的相似性，重构出对应的屋顶

模型。

图４　武汉市江汉路街景建筑立面模型

Ｆｉｇ．４　３Ｄ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Ｃｉ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ｉｎＷａｌｋｉｎｇ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

５　结　语

本文所得的边缘框架轮廓虽很清晰，但建筑

物的非边界区域损失了局部的精细特征，而这正

是点云建模的优势，所以，取长补短，基于点、线和

面混合多元特征的匹配、联合平差和精细三维重

构是将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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