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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并实现了基于交比这一射影变换不变量的单幅图像平面几何信息提取方法。该方法首先利用结

构化场景中的平行、垂直等几何关系计算平面的灭点灭线；然后利用平面上已知长度的参考线段及灭点、灭线

信息构建交比；最后依据待求线段与已知几何信息的位置关系计算待求线段的长度。对实验数据计算结果的

精度分析验证了算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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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像中实现对空间对象几何尺寸的量测有

基于多幅图像量测和基于单幅图像量测两类［１］。

单幅图像的几何量测过程由于仅依赖于图像中的

几何约束，避免了图像匹配过程，而且不需要事先

对相机进行标定［２］，尤其适合于各类历史图片、变

焦相机照片、序列视频图像、古建筑图片等的处

理，已受到摄影量测、摄像量测、计算机视觉等领

域的广泛关注，并应用于交通［３］、建筑［４］、公安［２］、

施工［５］等行业。

单幅图像几何量测的关键是单应矩阵求解和

不同变换层次的不变量计算［１，２］。单应是空间点和

对应图像点之间的映射矩阵，一旦建立单应，即可

通过逆向映射获得空间点的坐标，进而计算空间中

的几何信息。单应矩阵计算有基于控制点（线）的

整体求解［１，６，７］和基于不变量的分步求解［８］两种。

前者原理简单，其精度依赖于控制点（线）的提取精

度［７］；后者利用图像中的几何关系计算不变量信

息，对于结构化场景的几何信息提取方便，精度主

要取决于不变量的计算精度［４］。常用不变量中的

灭线、虚圆点常与单应结合应用［８］，而交比是共线

四点所构成的四条相关线段长度的几何关系，常与

灭点结合实现直线上线段长度的计算［５］，但这些算

法在一条直线上仅利用交比一次，使得几何信息量

测局限于与已知线段共用端点的线段的长度，并且

有时还需要考虑待求线段端点与参考几何信息之

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减弱了算法的灵活性。

事实上，交比作为仿射变换不变量，可在同一

条直线上多次嵌套应用，从而实现直线上任意两

点之间的距离计算，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１　原理与方法

１．１　直线上线段长度的计算

在共线四点中，如果其中一点为灭点，交比的

定义仍然有效。如图１所示，犞 为由犡１、犡２、犡３、

犡４四点组成的直线的灭点，已知线段犡１犡２的长

度为犱，则有交比：

Ｃｒｏｓｓ（犡１，犡２，犡３，犞）＝Ｃｒｏｓｓ（狓１，狓２，狓３，狏）

（１）

以距离的形式表示为：

ｌｉｍ
犞→!

犱（犡１，犡２）犱（犡３，犞）

犱（犡１，犡３）犱（犡２，犞）
＝
犱（狓１，狓２）犱（狓３，狏）

犱（狓１，狓３）犱（狓２，狏）

（２）

式中，犡犻表示现实中的空间点；狓犻表示犡犻在图像

中的对应点；犱（犡犻，犡犼）、犱（狓犻，狓犼）（犻，犼＝１，２，３；

犻≠犼）分别表示空间和图像上两点之间的距离。

由于犞 为灭点，因此在直线的无穷远处，

犱（犡３，犞）也无穷大，式（２）左边通过变换有：

ｌｉｍ
犞→!

犱（犡１，犡２）犱（犡３，犞）

犱（犡１，犡３）犱（犡２，犞）
＝
犱（犡１，犡２）

犱（犡１，犡３）
（３）

式（２）右边可以从图像中直接获取，设其值为犮狉１，

则犱（犡１，犡３）＝犱／犮狉１，可求得线段犡１犡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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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直线上的交比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ｆｏｒ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ａＬｉｎｅ

实际距离。仿上述过程，有Ｃｒｏｓｓ（犡３，犡１，犡４，犞）

＝犱（犡３，犡１）／犱（犡３，犡４）＝犮狉２，线段犡１犡３之间的

实际距离已知，即可计算线段犡３犡４之间的实际

距离犱（犡３，犡４）＝（犱／犮狉１）／犮狉２。

由以上分析可得结论１：已知一条直线上某

段线的长度以及直线的灭点，则可获得直线上任

意两点之间的距离。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交比性

质与点的位置无关，在计算过程中无需考虑待求

线段相对于已知线段的位置。

１．２　二维平面上线段长度的计算

交比本为一维空间上的射影不变量，可实现

一维直线上几何信息的提取，经过与其他几何条

件的复合，还可实现对二维平面上几何信息的提

取和计算。

１．２．１　平行直线上线段长度的计算

如图２所示，若图像中已知平面内的灭线狏犾以

及参考线段狆１狆２的长度犱，与其平行的线段犪１犪２的

长度可通过以下过程获得：连接狆１犪２，与灭线交于

灭点狏狋，那么连接狏狋与狆２所形成的直线交犪１犪２于

点犪狓。由于平行直线必然交于同一灭点，那么由

狆１狆２犪２犪狓构成的四边形为平行四边形，犪２犪狓所对应

的实际长度必定等于狆１狆２所对应的实际长度。

此时，平面上线段的计算转化为直线上线段长度

的计算，依据结论１，可获得待求线段的长度。

图２　平行直线上的交比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ｏｎａＬｉｎ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

可得结论２：已知平面内一条参考线段的长

度及所在平面的灭线，即可获得参考平面中与参

考线段平行的直线上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

１．２．２　平面上任意线段长度的计算

在上节描述的约束条件下，只能实现与已知

直线相平行的直线上线段长度的计算。若要实现

平面内任意两点距离的测量，必须加入新的约束

条件。如图３（ａ）所示，在平面内两条相互垂直的

线段犔１、犔２，通过各顶点的延长相交，可形成一个

矩形犛１犛２犛３犛４，其边长设为犾１、犾２。犃１、犃２为平面

中的任意两点，其组成的线段为待求线段。犃１犃２

与已知矩形犛１犛２犛３犛４有如下三种关系：① 犃１犃２

平行于犛１犛２犛３犛４的任一边长，如图３（ａ）中的线段

犃２１犃２２；② 犃１犃２与犛１犛２犛３犛４的边长（或其延长

线）重合，如图３（ａ）中的线段犃１１犃１２；③ 犃１犃２与

犛１犛２犛３犛４斜交，如图３（ｃ）所示，犅１、犅２、犅３、犅４为

犃１犃２与犛１犛２犛３犛４四条边的交点。

图３（ｂ）、３（ｄ）分别为图３（ａ）、３（ｃ）对应的图

像，狊犻（犻＝１，２，３，４）、犪犼（犼＝１，２）、犫犼（犼＝１，２）为相

应的图像点；狏１、狏２分别为两个方向的灭点；狏犾为

平面灭线。由于一个平面仅有一条灭线，任何直

线必定与灭线交于一点，因此图３（ｂ）中的线段

犪１１犪１２与灭线交于灭点狏１，线段犪２１犪２２与灭线交于

灭点狏２，图３（ｄ）中直线犫１犫２犫３犫４与灭线交于灭点

狏犪。

图３　平面中线段交比的应用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ｏｎａＰｌａｎｅ

由结论１知，若已知直线上任一线段长度，即

可获得直线上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因此，如何获

取待求线段所在的直线上某一线段长度是本方法

的核心过程，此过程依赖于待求线段与已知矩形的

空间关系。算法流程描述如下：① 获取直线犪１犪２

与灭线狏犾的交点狏犪；② 若灭点狏犪与狏１或狏２重合，则

表示待求线段所在的直线与矩形的某一边平行或

在其中一条边所在的直线上；③ 若待求线段在其

中一条边所在的直线上，则可直接应用结论１获得

待求线段的长度；④ 若待求线段所在的直线与矩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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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某一边平行，则依据结论２获得待求线段的长

度；⑤ 若待求线段所在直线与矩形四条边都有交

点，分别交于点犫１、犫２、犫３、犫４，见图３（ｃ），其交点相

对于矩形的分布有两种情况，以犛３为基准进行说

明：

１）待求线段所在的直线与矩形四条边的交

点不重合于犛３。此时可根据§１．１的结论获得

狊３犫２、狊３犫３所对应的实际长度。根据勾股定理，则

可获得直角三角形狊３犫２犫３的斜边犫２犫３所对应的实

际长度，从而可获得犪１犪２所对应的实际长度。

２）待求线段所在的直线与矩形四条边的交

点重合于犛３。首先可获得狊２犫１所对应的实际长

度，然后根据几何关系可获得直角三角形狊２狊３犫１

的斜边狊３犫１所对应的实际长度，最终可获得犪１犪２

所对应的实际长度。

基于上述相关过程，可得结论３：已知平面上

一矩形及两条边长，则可获得平面上任意两点之

间的距离。

２　实例测试

为对上述过程进行测试，分别选取了室内场

景和室外场景图像各一幅，如图４、图５所示，图

像大小均为１５６８像素×１１６８像素，由ＫＯＤＡＫ

Ｖ６０３数码相机拍摄，并以人机交互的形式提取场

景中点和直线的信息，实验计算在 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下

通过编程实现，图像畸变预先采用二分法进行校

正［９］。

图４　室内场景测试图像

Ｆｉｇ．４　Ｉｎｄｏｏｒ’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在图４的室内场景中，以白色ＣＤ信封犃１犃２

犃３犃４作为参考对象，其边长已知为１２．３ｃｍ×

１２．４ｃｍ，场景中贺卡信封的两条边长、Ａ４纸张

的边长、烟盒边长以及其他信息为待求长度。为

验证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待测对象的长度以其制

造标准作为其真实值。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在图５的室外场景中，所有线段的长度均由

手持测距仪测得。以羽毛球场地内白色矩形犃１

犃２犃３犃４作为参考对象，长宽分别为７４５．０ｃｍ、

２４３．４ｃｍ，分别计算场地中各类矩形的边长，结

果如表１所示。

图５　室外场景测试图像

Ｆｉｇ．５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３　分析与讨论

３．１　计算精度

由表１可见，计算值与标准值相差最大为７９

ｍｍ，最小为－１ｍｍ，其相对误差分别为０．８％和

１％，而最大、最小相对误差分别为６％和０．０８％，

表明此方法已可满足一般的应用需求。但还存在

着一定的误差，从计算过程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表１　室内场景和室外场景测试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ｇ．４ａｎｄＦｉｇ．５

待求线段
标准值

／ｃｍ

计算值

／ｃｍ

误差／相对

误差／％

室内

场景

测试

结果

Ａ４纸长犪１犪２ ２９．７ ２８．６ １１／４

Ａ４纸宽犪２犪３ ２１ ２０．８ ２／１

香烟盒长犪１１犪１２ ８．７ ８．８ －１／１

茶叶盒正面犪９犪１０ ５ ５．２ －２／４

红色信封长犪４犪６ ２２．９ ２２．５ ４／２

红色信封宽犪４犪５ １６．２ １５．３ ９／６

脸谱笔筒正面长犪７犪８ ９．５ ９．２ ３／３

室外

场景

测试

结果

砖块长犪７犪８ ６０．１ ６０．３ －２／０．３

砖块宽犪８犪９ ３０．１ ３１．９ －１８／６

场地长犪５犪６ ９６６．８ ９５８．９ ７９／０．８

场地宽犪２犪５ ４８７．９ ４８４．５ ３４／０．７

黑色矩形长犪１犪２ １２５．８ １２５．３ ５／０．４

黑色矩形宽犪２犪３ １２２．５ １２４．８ －２３／１．９

包含圆形矩形长犪３犪４ ２４３．４ ２４３．２ ２／０．０８

　　１）灭点、灭线计算误差。本算法的核心是灭

点和灭线，灭点一般由计算平行线组的交点获得，

然后再由灭点求得灭线。若图像中两条平行线交

于图像外很远的点，一旦平行线提取存在误差，交

点的误差将被放大，最终影响计算结果。因此，在

求取灭点的过程中，尽量采用鲁棒性好的算法进

行直线拟合，如ＲＡＮＳＡＣ
［１０］等，并采用最小二乘

法求取多条平行线的交点，以达到提高精度的

目的。

２）误差传播。在一维直线上，任意两点的距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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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计算需要两次应用交比，且第二次需要应用第

一次计算的结果，第一次计算的误差将被传播到

最终的结果中，同理，在平面上几何信息提取的误

差经过多次传播，也将影响到最终结果。因此，应

尽量提高初始计算的精度，而初始计算的精度又

依赖于灭点、灭线的精度。

３）图像本身的清晰程度。图像中参考对象

的边缘、待求线段不清晰或被遮挡必然影响其提

取的精度。为提高解算精度，应尽可能选取质量

高的图像，并且图像中参考对象和待测对象边缘

应清晰，便于提取。

４）图像畸变。普通数码相机和摄像机属于

非量测摄影机，利用其图像进行量测时，物镜畸变

直接影响到量测精度，而且距离图像中心愈远，变

形愈大。因而要提高量测精度，可对图像进行畸

变纠正。考虑到近景影像获取的途径多样化，通

过相机的标定来获取物镜畸变参数不现实，因此

发展基于图像本身的畸变参数的计算就显得非常

必要。

３．２　基于任意度量参考的距离量测

本算法在已有算法的基础上考虑了待求线段

与参考线段在一条直线上的情况、待求线段与参

考线段平行的情况以及待求线段与矩形的四条边

都有交点的情况，满足已知条件下平面上几何信

息提取的需求。已有算法如 Ｗａｎｇ的基于交比的

算法，在一条直线上仅运用一次交比，依赖于待求

线段与已知线段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分布关系来

推求待求线段的长度，而本算法多次应用交比，无

需考虑此限制。

在包含矩形的平面上，上文中的三个结论可

作进一步推广。如图６（ａ）所示，包含边长未知矩

形犛１犛２犛３犛４的平面上，有两条非互相平行、长度

分别为犾１、犾２的线段犃１１犃１２与犃２１犃２２，以矩形顶点

犛２为基准，线段犃１１犃１２与犃２１犃２２所在的直线分别

与矩形边犛１犛２和犛２犛３所在的直线交于点犅１１、

犅１２、犅２１、犅２２，图６（ｂ）为其对应的图像。根据结论

图６　矩形及非互相平行的两条线段

Ｆｉｇ．６　Ｐｌａｎｅｗｉｔｈａ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ｗ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１，可获得线段犅１１犅１２与犅２１犅２２的长度，分别记作

犽１犾１和犽２犾２，其中犽１、犽２为与图像中相关点交比值

相关的常数。假设矩形的两条边长犛１犛２和犛２犛３

的长度分别为狓、狔，根据结论１，矩形两条边

犛１犛２、犛２犛３所在直线上的线段 犛２犅１１、犛２犅２１、

犛２犅１２、犛２犅２２的长度分别为犽３狓、犽４狓、犽５狔、犽６狔，其

中犽３、犽４、犽５、犽６为与图像中相关点交比值相关的

常数。在直角三角形犛２犅１１犅１２和犛２犅２１犅２２中，

根据勾股定理，可形成方程组：

（犽３狓）
２
＋（犽５狔）

２
＝ （犽１犾１）

２

（犽４狓）
２
＋（犽６狔）

２
＝ （犽２犾２）

烅
烄

烆
２

（４）

　　考虑到狓＞０，狔＞０，可唯一确定矩形的两条

边长，从而可利用结论３获取平面上任意两点之

间的距离。在图６中讨论了已知长度的线段所在

的直线与矩形边有两个交点的情况，与§１．２．２

类似，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平行与共线的情况，

两者平行时可借助于结论２计算，两者共线时计

算过程将得到简化。

３．３　三维空间中算法的扩展

如图７所示，场景中包含地平面和两个垂直

于地平面的平面，垂直墙面上包含的窗户为矩形，

根据建筑标准可获取窗户的长、宽作为参考对象，

那么垂直墙面上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即可获得，

且垂直平面与其他平面的交线也可提取，如图７

中的线段犃１犃２和犃３犃４的长度。若另外一个垂直

平面中也包含矩形，并已知一条不平行交线的线

段长度，则可获得另外一个平面上任意两点之间的

距离，如图７中的线段犃５犃６的长度。由于犃３犃４和

犃５犃６都在地平面上，且互相垂直，那么地平面上任

意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可获得。若以墙角点作为坐

标系原点、以三个垂直平面的交线作为坐标轴建立

坐标系，则三个平面上任意点的三维坐标都可获

得，从而空间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即可获得。

图７　图像包含建筑物场景

Ｆｉｇ．７　ＩｍａｇｅｏｆａＳｃｅｎｅｗｉｔ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在实际场景中，尤其是包含人造物体的场景，

很多物体的制造规格都有统一标准，满足计算条

件的要素可能有多条，不同的要素对计算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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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同，若能够将多约束条件统一到计算过程

中，将能提高计算的精度。另外，场景中除了包含

可用的点与直线外，还包含圆形（见图４），可作为

灭点、灭线计算的重要线索，与其他约束条件联合

提高灭点、灭线的计算精度。

４　结　语

本文首先从一维直线入手，多次运用交比获

得直线上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然后将此结论推

广到二维平面内线段的几何量测，给出了相应的

计算流程，最后通过实例对算法进行了分析验证。

本算法的特点是基于灭点、灭线，通过射影变换不

变量交比的嵌套利用，实现了平面内任意线段长

度的计算，避免了一次交比和几何关系联合求解

的不足，提高了平面内线段计算的灵活性，尤其适

合于结构化场景对象的几何量算。灭点、灭线的

精度是本文算法精度的决定性变量，如何提高灭

点求解的精度，将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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