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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灭点约束的犜犛犃犐两步法相机标定改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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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ＴＡＳＩ两步法相机标定过程无法求解相机主点位置的问题，引入灭点几何约束进行改进，推导并

建立了平面格网上两组正交直线透视投影形成的双灭点与相机内参数以及ＴＡＳＩ两步法相机标定过程参数

间的严格数学关系，详细阐述了综合运用双灭点与径向准直约束计算相机内参数的迭代过程，并以此为基础，

给出了相机外方位参数以及径向畸变参数的求解步骤。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改进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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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性价比高的数码相机广泛应用于计

算机视觉及摄影测量领域，以满足遥感、测绘、工

业控制等各种应用高效获取目标影像信息并进行

量测的目的［１８］。然而，由于普通数码相机并不是

为摄影测量专门设计的，相机内参数方面数据的

缺乏以及畸变差等光学缺陷的存在使后续影像空

间信息解译困难，因而要求进行严格的相机标定

以获得描述相机成像几何模型的精确参数［９］。

根据标定参照物（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ｂｊｅｃｔ）的不同，

现有相机标定方法可概略分为基于人工参照物的

标定方法、基于自然参照物的标定方法和无参照

物的自标定技术３类。基于人工参照物的相机标

定方法多利用已知的高精度空间控制点和影像点

之间的对应关系来建立相机参数的约束，并运用

线性或非线性的优化算法［１０］来求取这些参数，其

优点在于可以获得较高的精度，但需要专门的场

地、设施，且要求相机参数不经常变化；以影像中

某些自然场景透视形成的灭点为线索来解算相机

参数［２，８］，是基于自然参照物标定方法的典型代

表之一，其本质是利用场景特殊的空间几何特性

作为物方控制，该方法成本低、灵活，可做到“随时

随地”标定相机，甚至在线标定，但精度略低，对场

景内容有特殊要求，多应用于人工规则建筑物的

三维重建工作［９］；相机自标定仅仅依靠多视图对

应点之间的关系直接进行标定［３］，因而最为灵活、

方便，应用前景广泛，但稳健性较差，或要求相机

作特殊的运动［４］，或解算方程时初值选取要求高

且计算过于复杂［７］、方程系数矩阵易处于不良状

态［１１］等。

与基于自然参照物的标定方法以及自标定技

术相比，基于人工参照物的标定方法无疑在标定精

度、稳健性方面具有优势，但高精度三维控制场建

立比较困难，因而运用一些简易的二维人工参照物

进行相机标定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其中 ＴＳＡＩ

提出的以平面板为标定参照物的两步法（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相机标定过程
［５］，以精度适中、计算量不大

且实施简单、灵活而广泛应用于ＣＣＤ摄像机的标

定工作。然而，由于该方法不能计算相机主点位

置，需通过其他方法进行预标定，从而影响了其应

用范围和效果。本文借鉴灭点相机标定的思想，

引入灭点知识对单视条件下ＴＳＡＩ两步法标定进

行了改进，实验结果验证了改进方法的有效性。

１　带主点参数的犚犃犆扩展

ＴＳＡＩ两步法标定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径向畸

变约束（ｒａｄｉ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Ｃ）建立线

性标定方程，从而求解相机参数［５］。ＴＳＡＩ给出

了径向畸变约束的完整几何证明和解释，现根据

针孔相机透视投影过程对该约束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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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犡，犢，犣）、（犡犠，犢犠，犣犠）、（狓，狔）分别表示

同一点犘在相机坐标系、世界坐标系以及影像坐

标系下的坐标。其中，相机坐标系与世界坐标系

的欧氏变换可由旋转矩阵犚、平移矢量犜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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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可得到考虑畸变的透视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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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相机仅存在径向畸变（如犽１），即

!狓＝ （狓－狌０）犽１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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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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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式（１）、式（２）可得：

（狓－狌０）（１＋犽１狉
２）

（狔－狏０）（１＋犽１狉
２）＝

狉１犡犠 ＋狉２犢犠 ＋狉３犣犠 ＋犜犡
狉４犡犠 ＋狉５犢犠 ＋狉６犣犠 ＋犜犢

（３）

若令狌０＝狏０＝犣犠＝０，则式（３）可变为：

狔（犛１犡犠 ＋犛２犢犠 ＋犛３）－

狓（犛４犡犠 ＋犛５犢犠）＝狓 （４）

　　式（４）即为ＴＳＡＩ给出的径向畸变约束下的

相机标定线性方程，该方程在不考虑相机主点（位

于影像中心）的条件下，未知数恰好为独立的５个

参数（３个旋转角、２个平移），因而可线性求解。

若引入相机主点参数，并将右边项移至等式左边，

则可得带主点参数的ＲＡＣ扩展方程：

（狔－狏０）（犛１犡犠 ＋犛２犢犠 ＋犛３）－

（狓－狌０）（犛４犡犠 ＋犛５犢犠 ＋１）＝０ （５）

　　式（５）中引入的相机主点与其余５个参数相

关，故必须找出主点与其余参数的函数依赖关系，

才能进行标定方程求解，该函数依赖关系可通过

灭点约束进行描述。

２　犚犃犆下的灭点几何约束

针孔相机模型透视特性表明，与相机成像面

不平行的一组空间平行直线投影后将汇聚为一

点，即灭点（或称消失点）［２，８］。假定相机标定平

面上存在平行于世界坐标系犡、犢 轴的相互正交

的两组直线，则该标定平面透视投影生成的影像

上将会形成对应于犡、犢 轴平行直线的两个灭点

（犞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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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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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其在极限运算下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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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在径向畸变约束下，式（６）、式（７）各自相除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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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８）、式（９）左右同除以系数犜２犢，联立可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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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０）、式（１１）给出了ＲＡＣ扩展式（５）中主点与

其他未知参数的函数依赖关系，因而可联立式（５）

进行相机标定参数的严格解算。

３　单视标定实施步骤

３．１　相机内方位参数的求解

将式（１０）、式（１１）代入式（５）整理得到如下具

有５个独立参数的标定方程犉（犛１，犛２，犛３，犛４，

犛５）：

［（狔－犞
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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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式中，犃＝（犛１犡犠 ＋犛２犢犠 ＋犛３）；犅＝（犛４犡犠 ＋

犛５犢犠＋１）按泰勒级数将上式展开，取一次项建立

误差方程：

犞＝犅犡－犔０

式中，犔０ ＝ －犉 （犛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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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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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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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对二维平面格网上任一标定参考点可

建立方程，当点数大于５时，按间接平差原理
［１２］

进行最小二乘平差，并在给定初值的条件下迭代

求解参数，参数［犛０１，犛
０
２，犛

０
３，犛

０
４，犛

０
５］初值可按标准

的ＲＡＣ线性标定方程（４）计算得到。解算出５

个参数后，可利用式（１０）、式（１１）计算出相机主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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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置，进而根据主点与相机焦距、灭点间的几何 关系［２，８］，按下式计算相机焦距犳：

犳＝
（犞犢狔 －犞

犡
狔）

２
＋（犞

犢
狓 －犞

犡
狓）

２

４
－ 狌０－

犞犢狓 ＋犞
犡
狓（ ）２

２

－ 狏０－
犞犢狔 ＋犞

犡
狔（ ）２槡

２

３．２　相机外方位参数、径向畸变参数的求解

ＴＳＡＩ两步法标定给出了求解相机外方位参

数、有效焦距及径向畸变参数的严格数学公式及

计算步骤［５］，本文相机旋转矩阵元素以及平移矢

量参数犜犡、犜犢 求解与单视（ｍｏｎｏｖｉｅｗ）条件下

ＴＳＡＩ两步法相机标定计算原理、过程完全相同。

由于包括有效焦距在内的相机内参数已在上一阶

段中得到精确求解，这里采用以下更为严格的数

学模型来解算平移矢量参数犜犣 及径向畸变参数

犽１，即以犜犣、犽１ 为未知数，式（１）、式（２）可改写为

（这里影像点（狓，狔）以主点为坐标原点）：

犉狓（犽１，犜犣）：（狓＋狓犽１狉
２）（犫＋犜犣）－犪

狓
＝０

（１３）

犉狔（犽１，犜犣）：（狔＋狔犽１狉
２）（犫＋犜犣）－犪狔 ＝０

（１４）

犪狓 ＝狉１犡犠 ＋狉２犢犠 ＋犜犡；犪狔 ＝

狉４犡犠 ＋狉５犢犠 ＋犜犢

按泰勒级数展开上式，取一次项建立误差方程：

犞＝犅犡－犔０

式中，

犅＝

犉狓

犓１

犉狓

犜犣

犉狔
犓１

犉狔
犜

烄

烆

烌

烎犣

；

犡＝ ［ｄ犽１　ｄ犜犔］
Ｔ；

犔０ ＝
－犉狓（犽

０
１，犜

０
犣）

－犉狔（犽
０
１，犜

０
犣

［ ］）。

　　据此对二维平面格网上任一标定参考点可建

立方程，当点数大于１时，按间接平差原理
［１４］进

行最小二乘平差，并在给定初值的条件下迭代求

解参数，其中犽１ 初值为０．０，代入式（１３）或

式（１４）便可计算得到犜犣 的初值。

４　实验与结论

４．１　模拟相机标定实验

本文在ＶＣ＋＋６．０ＯｐｅｎＧＬ环境下模拟针孔

相机成像过程，对虚拟平面格网进行摄影，生成实

验所需的标定影像。虚拟平面格网为由长度相

等、相互正交的两组平行直线段（各２１根）构成，

相邻平行线间距５０，直线段相交得到的格网点将

作为标定参考点参与标定方程的求解及进行精度

评定。表１列出了生成模拟标定影像的相机内、

外部参数及径向畸变参数（由于ＯｐｅｎＧＬ渲染出

的透视影像不存在畸变，这里按给定畸变参数人

为添加畸变，并调用命令ｇｌＬｏｏｋＡｔ（－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来

完成相机外部参数的设置。关于 ＯｐｅｎＧＬ 环境

下摄影坐标系的建立以及相机参数描述、设置详

见文献［１３］），图１给出了 ＯｐｅｎＧＬ根据给定相

机参数生成的标定影像，尺寸大小１０２０像素×

６４２像素。

图１　模拟的标定影像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模拟标定影像上格网点的投影位置（像点）能

由ＯｐｅｎＧＬ相关函数、命令得到真实解算，因而

格网点及其像点可视作是无误差的标定参考点，

影像直线特征亦可由相应格网点的像点坐标拟合

得到。考虑到畸变对灭点位置计算的影响，这里

以靠近标定影像中心的格网点参与直线最小二乘

拟合运算以及进行灭点的最小二乘优化计算［８］。

为进行比较，我们从网上下载了ＴＳＡＩ两步法相

机标定程序（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ｄｅｓｏｓｏ．ｃｏｍ／ｃｏｄｅ／

ａ９１７８０．ａｓｐｘ），利用相同的格网点数据进行相机

参数标定或精度计算，其标定结果也列于表２。

表２中，犃表示引入灭点约束的ＴＳＡＩ相机单视

标定；犅表示传统ＴＳＡＩ相机单视标定。ＴＳＡＩ两

步法标定在相机坐标系的定义上与 ＯｐｅｎＧＬ默

认参考系统有差异，本文计算结果均转换到

ＯｐｅｎＧＬ坐标系统框架下；标定精度定义为检测

点在标定参数下的透视投影与标定影像上相应像

点之间的距离的均值、标准差，以下同。

４．２　犆犆犇相机标定实验

实际标定影像由用 ＣＣＤ 数码相机 Ｎｉｋｏｎ

Ｐ５１００获取，该相机传感器尺寸为１／１．７２ｉｎ，３．５

倍光学变焦。算法所需的二维参照格网为深圳

ＴｉＴｉｍｅｓ公司生产的棋盘格标定板（型号：ＣＧ

３００Ｔ１０．０），标定板尺寸３００×３００ｍｍ，网格尺

寸１０ｍｍ×１０ｍｍ，中心距１０ｍｍ，阵列２５×２５，

精度为０．００２ｍｍ。

本文利用 ＯｐｅｎＣＶ提供的角点检测算法
［１５］

进行标定影像内侧棋盘格角点提取，直线提取及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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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点计算与模拟影像处理过程相同，图２给出了

角点及直线提取结果。如图３所示，基于棋盘格

标定参考点以及灭点坐标的主点迭代计算过程仅

４次就收敛至稳定值，证明了本文主点迭代解算

模型的有效性与稳定性。以主点参数为基础，其

他相机参数可依据本文标定步骤计算得到，具体

解算参数如表３所示。

图２　棋盘格点、线影像特征提取

Ｆｉｇ．２　Ｄｅｐｉｃｔ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Ｌｉｎｅ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Ｃｈｅｓｓｂｏａｒ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对比表２、表３中相机参数可知，ＴＳＡＩ两步

法相机标定在不考虑主点参数的情形下显示出明

图３　ＣＣＤ相机主点迭代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ｐｉｃｔ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ｍｅｒ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Ｐｏｉ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显的局限性，体现为不仅参数的绝对误差较大，整

体的标定精度也显著下降。相反地，本文提出的

改进方法则得到了稳定的标定结果，无论是单个

参数的绝对精度，还是整体标定精度均较高。虽

然表３中ＣＣＤ相机标定精度提高的程度不如模

拟相机标定结果显著（ＣＣＤ影像棋盘格角点提取

精度有限进而影响了灭点计算精度），但仍取得了

与其相类似的改进结论，换算后的相机焦距犃、犅

分别为２０．８１７ｍｍ和２０．９３ｍｍ，与相机使用手

册给出的参考值（２０ｍｍ）相接近，吻合实际情况。

表１　模拟相机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ａｍｅｒａ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

相机内部参数犳，狌０，狏０）／像素 相机外部参数（相机位置，相机姿态） 径向畸变参数犽１

（６００，１０，－１５） （－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６．５６５０，２４．０９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７

表２　模拟相机标定结果与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ａｍｅｒａ

标定方案
内部参数（犳，狌０，狏０）

／像素
外部参数（位置；姿态） 径向畸变参数犽１

标定精度／像素

均值 标准差

犃 （５９９．６８，１０．４９，－１４．９９）
（－４９９．４８，－４９９．４７，９９８．９３）；

（２６．６１７０，２４．０９５４，－０．０２１２）；
－１．８０７１×１０－７ ０．０９１６ ０．１１９８

犅 （６０９．５７，０，０）
（－５０５．６０，－５０７．２２，１０１１．２８）；

（２５．５２６３，２５．５６０４，０．４３８８７）
－９．８９５８×１０－８ １．５８２３ １．５５７７

表３　犆犆犇相机标定结果与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ＣＣＤＣａｍｅｒａ

标定方案
内部参数（犳，狌０，狏０）

／像素

外部参数

（位置／ｍｍ；姿态／（°））
径向畸变参数犽１

标定精度／像素

均值 标准差

犃 （４１３７．７６，－５５．０６，－０．０１）
（－２２６．０８１，－２１２．３６１，３２１．４９９）；

（３２．７７７４，２９．２９９７，－１１．０６４４）；
９．３１０５×１０－９ ０．７３ ０．４６

犅 （４１６０．２４，０，０）
（－２２７．２８８，－２１３．６６９，３２３．５２９）；

（３３．５３７８，２９．２８９０，－１１．０６５０）
８．１１６９×１０－９ １．３６ ０．９１

　　本实验结果表明：

１）本文算法在计算代价增加不大（迭代次数

少）的条件下能对相机内部参数进行精确标定；

２）由于考虑了主点参数，本文改进算法的相

机参数标定精度明显优于单视条件下ＴＳＡＩ两步

法相机标定结果，更具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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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ａｍｅｒａ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ＲＡＣ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ＵＪｕｎ，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ａｂｏｕｔ３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ｍａｉｌ：ｗｕｊｕｎ９３１６１＠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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