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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横向切片的地物可量测性三维重构方法，利用平面单应变换和未标定的多视图完成

三维重建。通过对重构物体成像进行轮廓约束及场景约束，假设一组平行平面切割重构地物，通过单应变换

得到切片的轮廓线构成物体的形状，进而恢复各层轮廓线的三维值，并加入参考高度，求得重构物体的高度。

实验证明了此方法对规则与不规则物体的重建均有效，使得整个三维的求解过程具有可测量性。

关键词：二维图像；三维重建；未标定图像；单应变换；切片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基于二维图像的三维重构技术仅需要拍摄一

定数量的照片，其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１４］。基于单应变换进行测量的方法，利用平面

上４个控制点求解单应，通过共面性、平行性、垂

直性等实现三维重建［５，６］。然而，这些方法都没

完全解决非量测相机未标定时可量测性的三维重

建，得到的是未知尺度的切片或者仅仅是部分三

维信息。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横向切片的地物可

量测性三维重构方法，利用平面单应变换和未标

定的多视图完成三维重建。

１　横向切片的三维重建思想与物体

成像

　　围绕重构物体一周拍摄多张图像，图像分割

（ｓｅｇｍｅｎｔ）得到重构物体成像轮廓，特征提取（ｅｘ

ｔｒａｃｔ）物方平面（参考平面）上４个点作为控制点，

选取其中１张图像作为参考图像，对重构物体图

像二值化，并通过４个控制点在不同图像间的成

像求取的单应值（犎）旋转（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到参考图

像，叠加（ｏｖｅｒｌａｙ），求交（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此过程简称

为ＳＥＴＯＩ），得到的阴影部分就是该层的轮廓。

在原来平面上４个控制点中沿犣轴方向增加两

个控制点，可求出任意新层次的４个控制点，构成

新的平行平面去切割重构物体。在原有图像上，

通过ＳＥＴＯＩ操作，求得新的切片，这些切片堆积

起来就构成物体的轮廓外观。

横向切片的重建算法遵循经典的共线方

程［７］，利用平面间的单应变换实现三维重建，并加

入灭点理论。

摄像机将三维空间点犡狑 经过投影中心投影

到像平面上的像点狓犻，犡代表物方坐标，狓代表图

像坐标。用齐次坐标表示得到以下方程：

λ狓犻＝犘犡狑 ＝ ［狆１ 狆２ 狆３ 狆４］

犡

犢

犣

熿

燀

燄

燅１

（１）

假设参考平面犣＝０，此时由式（１）可得到：

狊狓犻＝犎犻犡狑 ＝ ［狆１ 狆２ 狆４］

犡

犢

熿

燀

燄

燅１

（２）

犎犻称为单应矩阵，也可称为同形矩阵
［４］，描述的

是空间中的犣＝０平面上的点与各张图像中像平

面点的关系。由此可以推导出：

狓犻＝犎狑犻犡狑 ＝犎狑犻（犎
－１
狑犼犡犼）＝犎犻犼狓犼 （３）

犎犻犼矩阵描述图像犻、犼之间的单应关系，需要图像

之间同一平面上的４个对应点求得。

由式（１）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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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犻狓′犻＝ ［狆１ 狆２ 狆４］

犡犻

犢犻

熿

燀

燄

燅１

＋狆３犣 （４）

狆３ 与犣方向的灭点对应，用狏狕 替代狆３，结合式

（２），可得：

λ犻狓′犻＝狊犻狓犻＋狏狕犣 （５）

以上方程的未知数是λ犻和狊犻，可由下式求得：

λ犻

狊
［ ］
犻

＝ （犃
Ｔ
犻犃犻）

－１犃Ｔ犻犫犻 （６）

其中，犃犻＝［狓′犻｜－狓犻］；犫犻＝狏狕犣。一旦狊犻 计算出

来，沿着直线狓犻狏狕 上的图像点坐标就可以计算出

来，便可计算新的层次控制点。

采用灭点理论的主要原因：① 平行于地面的

直线成像后相交于两个灭点狏１ 和狏２，其灭线犾狏

垂直于地面的平行直线相交于灭点狏狕，可代入

式（４）；② 利用灭点可求出一些在图像上看不到

的控制点和新层次的控制点。

２　横向切片的三维重建算法

首先，证明位于同一直线上的图像点缩放比

例因子保持不变，见定理１。通过这一性质，推导

各层的层次控制点；根据各层单应值进行ＳＥＴＯＩ

操作，得到各层的切片；求取图像平面与三维平面

的单应，最终达到恢复切片的三维坐标的目的；最

后，通过参考高度推导出重构物体的实际高度。

设狓１、狓２、狓３、狓４ 是已知像平面坐标的控制点，狓′１、

狓′２是已知像平面坐标的垂直方向的点，并给出两

平面的距离作为参考高度，狓″１、狓″２、狓″３、狓″４是未知像

平面坐标的空间层次控制点。

２．１　缩放比例因子的不变性

定理１　已知位于犣轴方向直线上的两个图

像点狓′１、狓１，根据这两个图像点求出的缩放比例

因子狊犻，其值保持不变。

证明　犡′１、犡１是平行犣轴的直线犾上的两个

不同的点，其犣坐标分别为０和狕１，其对应的平

面图像点分别为狓０、狓１，图像点的缩放比例因子

分别为狊０、狊１。

在式（５）中令λ犻＝狊１，狓′犻＝狓１，狊犻＝狊０，狓犻＝狓０，

统一采用狊犻来表示不同图像点的缩放比例因子，

可变换为：

狊１狓１ ＝狊０狓０＋狏狕狕１ （７）

由式（６）可求出狊０、狊１。

狓２ 为直线犾上的另一点，其犣坐标为狕２，平

面图坐标未知，其缩放比例因子为狊２。将狊０ 和狓０

＝（狓，狔，１）代入到式（５）中可求得狓２。由于狓２ 为

齐次坐标，因此，

狓２ ＝

狊０狓＋狏狕狓狕２
狊０＋狕２

狊０狔＋狏狕狔狕２
狊０＋狕２

熿

燀

燄

燅１

（８）

设狊是由狓０、狓２ 新求得的狓０ 的缩放比例因子，现

在要证明狊等于狊０。

将刚求出的狓２ 和狓０ 代入式（５），可以得到：

狊２狓２ ＝狊狓０＋狏狕狕２ （９）

将式（８）代入式（９）变换得出：

狊２狓２ ＝

狊狓＋狏狕狓狕２

狊狔＋狏狕狔狕２

狊＋狕

熿

燀

燄

燅２

（１０）

将式（１０）等式两边的坐标都化作齐次坐标，方程

等式左边的狊２ 可以约掉，因此可以得到：

狊０狓＋狏狕狓狕２
狊０＋狕２

＝
狊狓＋狏狕狓狕２
狊＋狕２

狊０狔＋狏狕狔狕２
狊０＋狕２

＝
狊狔＋狏狕狔狕２
狊＋狕

烅

烄

烆 ２

（１１）

由此可以得出：狊＝狊０。

２．２　空间层次控制点推导与横向切片的生成

１）方法１，求空间层次控制点。已知犣＝０

平面的４个控制点的像平面坐标狓犻（犻＝１，２，３，４）

和犣＝犣０平面的２个点的像平面坐标狓′犻和狓′犼。

求犣＝犣１（犣１≠０，犣１≠犣０）层次的４个控制点的像

平面坐标。步骤为：① 求３个方向的灭点狏狓、狏狔

和狏狕。② 求犣轴方向两条直线上点的两对缩放

比例因子。将狏狕 和已知的两对狓犻和狓′犻代入到式

（５）中，求出两对缩放比例因子。③ 求犣轴方向

两条直线上犣＝犣１层次上的点的像平面坐标：根

据定理１，缩放比例因子保持不变，因此可将步骤

②所求出的缩放比例因子代入到式（５）中，可得

λ″犻狓″犻＝狊犻狓犻＋狏狕犣１，然后将等式右边化作齐次坐

标，就可以求出狓″犻。④ 利用灭点理论，求犣＝犣１

层次上的另外两个点的像平面坐标：

狓″３＝ （狓３×狏狕）×（狓″２×狏狔）

狓″４＝ （狓４×狏狕）×（狓″１×狏狔）

　　２）方法２，横向切片的生成 。已知重构物体

轮廓像片的灰度图像，每张像片中的犣＝犣１层次

的４个控制点和垂直方向的２个点，求犣＝犣犻（犻

＝１，２，３，…，狀，犣犻值不超出参考像片）层次的所

有像片投射到参考图片中的叠加结果。步骤为：

① 在每张像片中，采用方法１计算犣＝犣犻层次的

４个平面图像控制点；② 选择参考像片，根据步

骤①中所求出的参考像片和其他像片中犣＝犣犻

层次的４个平面图像点，计算其他像片与参考像

２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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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犣＝犣犻层次的单应；③ 将其他像片的灰度图

像通过ＳＥＴＯＩ操作得到犣＝犣犻的第犻层切片。

２．３　横向切片的三维恢复与重构物体的高度推

导

把狆３＝狏狕 代入式（４），可得：

λ犻狓′犻－狏狕犣１ ＝ 狆１ 狆２ 狆［ ］４

犡犻

犢犻

熿

燀

燄

燅１

＝

犎犣
１

犡犻

犢犻

熿

燀

燄

燅１

（１２）

λ犻是缩放系数（其值不变），采用方法１求取狓′犻时

可同时求出，犣１ 可设为一个常数，前提值不超过

参考图像重构物体高度的犣轴坐标值。

１）方法３，恢复横向切片的三维坐标。已知

犣＝犣１层次的叠加求交的灰度图像，犣＝犣１层次的

４个控制点和４个点的缩放比例因子λ１、λ２、λ３、

λ４，要恢复犣＝犣１层次的轮廓点的三维坐标，步骤

为：① 求空间犣＝犣１平面与图像平面之间的单

应；将４个控制点和其缩放比例因子代入到式

（１２）中，求出犣＝犣１层次的单应犎犣
１
。② 提取叠

加灰度图像的边缘轮廓。③ 恢复犣＝犣１层次的

轮廓点的三维坐标（犡犻，犢犻，犣犻）。将提取的轮廓点

的平面图像坐标代入到式（１３）中：

犡犻

犢犻

熿

燀

燄

燅１

＝ｉｎｖ（犎犣
１
）（λ犻狓′犻－狏狕犣１） （１３）

　　方法３是对单独的二维切片进行三维恢复，

而物体完整的二维切片的三维重构具体算法在方

法４中详细描述。其中，犣犎 为重构物体高度的犣

轴坐标；ｄ狕是增量，控制着重构三维模型的层次

密度。三维重建从犣＝０的层次开始，直至达到

顶层（当犣＝犣犎 时）。ｄ狕可以取为０．１，以使重构

的数据量不太大。

２）方法４，基于横向切片的三维重建。已知

每一张像片中的４个控制点和垂直方向的２个控

制点，重构物体轮廓像片的灰度图像。参考高度

对应的犣轴值，要恢复物体的三维坐标，步骤为：

① 初始化变量犣＝０，设迭代增量ｄ狕。② 根据参

考高度对应的犣轴值，采用方法５求物体高度的

犣轴坐标值犣犎。③ 如果犣≤犣犎，反复运行步骤

④；否则跳至步骤⑤。④ 恢复犣层次切片的三维

坐标。首先，采用方法１，求出犣层次的空间控制

点；然后，采用方法２，求出叠加求交后的犣层次

的横向切片；最后，采用方法３，恢复犣层次横向

切片的三维坐标。犣＝犣＋ｄ狕，并跳至步骤②。

⑤ 输出物体的三维轮廓模型。

３）方法５，求重构物体的高度。已知每一张

像片中的４个控制点和垂直方向的２个控制点，

重构物体轮廓像片的灰度图像，求重构物体的实

际高度，以及高度对应的犣轴坐标值犣犎。步骤

为：①参考高度的确定。由控制点建立坐标系，并

确定参考高度对应的犣轴坐标值。② 设置变量

ｖａｒ犣＝０，步长犣犱，设范围上限为犣ｍａｘ，范围下限

为犣ｍｉｎ。③ 采用方法２进行犣＝ｖａｒ犣层次的叠

加求交，求取横向切片，判断横向切片面积是否大

于０。大于０，则ｖａｒ犣＝ｖａｒ犣＋犣犱，反复执行步骤

③；等于０，则设置犣ｍａｘ＝ｖａｒ犣，犣ｍｉｎ＝ｖａｒ犣－犣犱，

并跳至步骤④执行。④ 设置变量ｖａｒ犣＝（犣ｍｉｎ＋

犣ｍａｘ）／２，设范围上限 Ｈｉｇｈ＝犣ｍａｘ，范围下限Ｌｏｗ

＝犣ｍｉｎ，设阈值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⑤ 在步骤③中得到的

范围［犣ｍｉｎ，犣ｍａｘ］中，反复执行步骤⑤，进行小范围

逼近物体的最高点。如果 Ｈｉｇｈ－Ｌｏｗ＜ｔｈｒｅｓｈ

ｏｌｄ，跳至步骤⑥执行；否则，采用方法２进行犣＝

ｖａｒ犣层次的叠加求交，求取横向切片，判断横向

切片面积是否大于０。大于０，则Ｌｏｗ＝ｖａｒ犣；等

于０，则 设 置 Ｈｉｇｈ＝ｖａｒ犣。ｖａｒ犣＝ （Ｌｏｗ＋

Ｈｉｇｈ）／２，反复执行步骤⑤。⑥ 根据参考高度对

应的犣轴坐标值，求出ｖａｒ犣对应的物理高度，也

即重建物体的实际高度，输出实际高度和ｖａｒ犣

（实际高度的犣轴坐标值）。

３　实验与分析

以１个规则的路牌和１个非规则的雕塑地物

为例验证本文提出的算法。实验设备为普通笔记

本计算机，ＣＰＵ１．８６ＧＨｚ，内存２ＧＢ；相机型号

为ＣａｎｏｎＡ７１０，像素为７１０万，３０７２×２３０４。

实验程序环境为 Ｍａｔｌａｂ７．１。

３．１　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分析

方法４是方法１、方法２、方法３和方法５的

综合，对方法４和方法５进行时空复杂度的分析。

设拍摄的像片数为ＰｉｃＮｕｍ，每张像片的像素为

Ｒｏｗ×Ｃｏｌｕｍｎ，提取出的轮廓点数为犕，重建物

体的横向切片的层数为犖，重建物体的高度犣轴

值为犣犎，迭代的步长为犣犱，阈值为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则

方法５的算法运行时间为：

运行总时间＝ Ｒｏｗ×Ｃｏｌｕｍｎ×ＰｉｃＮｕｍ×

［犣犎／犣犱＋ｌｏｇ２（犣犱／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方法４）的算法运行时间为：

运行总时间＝方法５求物体高度的时间＋叠

加求切片的时间＋三维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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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４的时间复杂度为犗［（Ｒｏｗ×Ｃｏｌｕｍｎ

×ＰｉｃＮｕｍ ＋犕）×犖）］。

方法４和方法５运行时，所占的最大空间是

在进行ＳＥＴＯＩ操作时计算时。因此，方法４和方

法５的空间复杂度都为犗（Ｒｏｗ×Ｃｏｌｕｍｎ）。

３．２　物体的三维重构

不同角度拍摄重构物体像片，选择控制点和

参考高度，分别建立坐标系如图１所示。重构物

体相关信息以及求高结果如表１所示，并在最后

一列给出了文献［６］单张图像的求高结果。表１

中的参考比率为参考高度与重构物体高度之比。

图２为ＳＥＴＯＩ的结果。图３显示求交后底层、中

间一层与最高层的形状提取与参考像片进行对

比。图４为重构物体轮廓线的三维显示。对于规

则的路牌，求得各边的实际边长，见表２；对于非

规则的雕塑，得到其轮廓和高度，并在塑像上贴标

志点，如图５所示，测量标志点之间的距离，进行

三维重构实验后，恢复标志点的三维坐标，计算其

距离。将实际测量距离与计算得到的距离进行对

比，如表３所示。

表１　重构物体的拍摄像片数量及其高度的求解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ｈｏｔｏｓ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重构物体
像片数目

／张

计算高度

／ｃｍ

实际高度

／ｃｍ

参考高度

／ｃｍ

绝对误差

／ｃｍ

相对

误差

参考

比率

文献［６］方法的

计算高度／ｃｍ

路牌 ６ １３７．３ １３２．４ ４．５ ４．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４ １４２．０

雕塑 １７ １０２．５ １０３．０ ２５ ０．５ ０．００４９ ０．２４ １００．５

图１　控制点和参考高度的选择以及坐标轴的建立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ａｃｈＯｂｊｅｃｔ

图２　多张像片第一层与中间一层灰度叠加

求交结果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ｆｏｒ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ｙｅｒ

图３　求交后的形状提取与参考像片进行对比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ｐ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表２　路牌重建各边长的精度比较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ＥａｃｈＥｄｇｅｆｏｒＧｕｉｄｅｐｏｓｔ

路牌
边

边长１／ｃｍ 边长２／ｃｍ 边长３／ｃｍ 边长４／ｃｍ

计算长度 ６５．４３ ６．３３ ６６．８４ ６．４２

实际长度 ６６．６０ ６．３０ ６６．６０ ６．３０

绝对误差 －１．１７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１２

图４　轮廓线的三维显示

Ｆｉｇ．４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３ＤＳｈｏｗ

表３　雕塑实际测量距离与计算得到的距离对比表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ＥａｃｈＭａｒｋｅｄ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点到点 计算距离／ｃｍ 实际距离／ｃｍ 绝对误差／ｃｍ 相对误差

１到２ ４８．１ ４８．７ ０．６ ０．０１２

１到３ ５８．１ ５９．１ １．０ ０．０１７

１到４ ５０ ５１．３ １．３ ０．０２５

１到６ ３１ ２９．３ －１．７ ０．０５８

２到４ ６４．５ ６３．４ －１．１ ０．０１７

３到４ ３２ ３２．８ ０．８ ０．０２４

３到５ ５９．３ ６０．５ １．２ ０．０２０

４到５ ３２ ３３．１ １．１ ０．０３３

４到６ ５５．４ ５７ １．６ ０．０２８

图５　标志点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ｋｅｄＰｏｉｎｔｓ

　　重构过程中应拍几张图像为宜？一般要求全

部图像至少能包括整个物体的重构轮廓，图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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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构信息就越丰富，同时，处理起来就越是费

时耗力。通常来说，对于规则物体，其有明显的轮

廓，具有线性特征，可拍摄较少照片完成重构；而

对于非规则的，为了得到更细节的特征，照片要求

更多的重叠度。对于控制点的选择，并不一定要

求同一平面上的４个点有垂直关系，只是这样利

于物方坐标的建立。参考高度与重构物体高度之

比越是接近１，则其精度相对就越高，参考比率与

相对精度之间具有相反趋势的关系。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可量测性方法的优点在于：首先，

不需要进行相机标定，不需要求图像之间的基本

矩阵或重构物体的特征匹配，降低了计算的复杂

性；其次，可以选择感兴趣的切面得到其轮廓。在

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更为灵活，使得

非量测相机在整个三维数据获取中非常方便、快

捷，极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与工作量。本文的重建

方法加入灭点理论，其重建前提需保证直线成像

以后仍旧是直线，否则无法完成重建，如鱼眼

镜头。

下一步的工作主要包括：① 精度分析。本文

的三维恢复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图像分

割、图像特征提取、图像分辨率、光学畸变、灭点提

取、控制点分布等，其误差是如何传播的？② 自

动化程度。增加建模的自动化，加快重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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