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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两种基于圆形的单幅图像平面几何量测方法。第一种算法首先计算出与待测对象平行的直

径，然后获得圆形所在平面上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受待测线段位置、方向等影响，量测结果的精度各向差异

大。第二种算法首先求取圆形的外接正方形，将问题转化为包含正方形的平面距离量测。模拟图像与真实图

像的测试结果表明，第二种算法的量测精度更具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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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幅图像几何量测突破了传统摄影测量来自

“双眼视觉”的束缚［１］，已广泛应用于刑侦、交通、

建筑［２］等领域。早期基于单幅图像几何量测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点、直线特征的运用［１］，近年来，圆

形逐渐受到广大研究人员的关注。目前研究多将

同心圆、共面圆、共轴圆、平行圆、圆与直线等应用

于相机内部参数标定［３］，已经积累了一些圆心、虚

圆点、灭线等几何信息计算方法。部分研究将同

心圆、平行圆用于平面的欧式重构，其重构的平面

与实际平面相差一个比例因子，少数研究在此基础

上结合已知度量信息进行几何量测［４６］。这些研究

的基本原理是将平面单应分为为３个不同层次的

矩阵分别求解，然后，根据参考线段对图像上的线

段进行量测。算法的精度受到椭圆拟合精度与参

考长度的选择影响，且不同方向的待测线段的长度

量测结果精度不同，导致测量结果精度不稳定。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直线上交比

的单幅图像几何量测算法。首先，计算出与待测

对象平行的直径；然后，根据交比不变性获得圆形

所在平面上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信息。然而，由

于直径计算受椭圆拟合精度、圆心、灭线等计算精

度影响，算法的结果精度各向差异仍然较大。为

了提高量测结果的正确性与稳定性，本文提出了

基于平面上交比的方法，首先求取圆形的外接矩

形，将问题转化为包含正方形的平面距离量测。

１　原理与方法

文献［７］已经讨论了基于交比不变性进行距

离量测的方法，并得出几个结论：① 已知一条线

段长度以及线段所在直线的灭点，则可获得这条

直线上任意两点之间的长度。② 已知一条线段

长度以及线段所在平面的灭线，则可获得与这条

线段平行的任意线段的长度。③ 已知平面内矩

形的两条边长，则可获得平面内任意两点之间的

长度。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于圆形

的几何量测。

１．１　基于交比的平面线段长度的计算

如图１所示，犞 为由空间４点犡１、犡２、犡３、犡４

组成直线的灭点，已知线段犡１犡２的长度为犱，经

过相机犘映射后，由图像４点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组成

直线，狏为对应的灭点，则根据交比不变性，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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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式中，犱（犡犻，犡犼）（犻，犼＝１，２，３，犻≠犼）表示空间两点

之间的实际距离；犱（狓犻，狓犼）（犻，犼＝１，２，３，犻≠犼）表

示图像上两点之间的距离。式（１）左边通过变换

其值可表示为犱（犡１，犡２）／犱（犡１，犡３）；式（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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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实际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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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上述过程，有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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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直线上的交比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ｆｏｒ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ａ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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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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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犪狓构成的四边形为平行四边形，

犪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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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的线段计算转化为直线

上的线段长度计算，依据结论①，获得待求线段实

际长度。

图２　平行直线上的交比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ｏｎＬｉｎ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

如图３所示，狊１狊２狊３狊４是一矩形所成的像，若

边长已知，选定一个顶点作为参考点，如狊２，则可

依据结论①或结论②获得三角形狊２犫１犫３所对应的

直角两条直角边的实际边长，通过勾股定理，可获

得其斜边的实际长度，再根据结论①获得犪１犪２所

对应的待求线段长度。若待求线段所在直线通过

点狊２，则改选其他顶点作为参考点，重复上述过

程，仍可获得待求线段长度。

１．２　包含圆形的平面上线段长度的计算

１．２．１　基于圆形直径交比的方法

圆形直径长度各向同性，相当于在平面上有

“无数条”参考线段，但现实场景中圆形直径通常

没有显式地以线段表示。虽然直径为通过圆心的

线段，借助圆心可确定直径，但圆形的圆心通常也

不显式地表示，然而，在图像中圆形被映射为椭

图３　平面中线段交比的应用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ｏｎａＰｌａｎｅ

圆，其所在平面的灭线与圆形映射后的圆心关于

椭圆成对极关系，由此可获得圆心的像，进而获得

直径的像。

由于在图像中必然有一条平行于待求线段的

直径，而空间中平行的两条直线在图像中汇聚于

一灭点，因此，若能够确定这一灭点，同时圆形经

过映射后的圆心已知，由这两点可确定平行于待

求线段的直径所在直线。这条直线被椭圆所截取

的线段即为平行于待求线段的直径的像。如图４

所示，狏犾 为包含椭圆犆 的平面的灭线，狆犮为圆形

映射后的圆心，可根据上述过程计算与待求线段

狓１狓２平行的直径的像犮狆１犮狆２。

图４　基于直线上交比的长度计算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ｎａＰｌａｎｅ

ｗｉｔｈＯｎｅＣｉｒｃｌｅ

在确定与任意待求线段平行的直径的像之

后，可根据结论②，求得待求线段的长度。具体步

骤为：① 椭圆识别犆；② 获得圆心的像狆犮与平面

灭线狏犾；③ 计算与待求线段狓１狓２平行的直径

犮狆１犮狆２；④ 使犱（犮狆１，犮狆２）＝犚，犚 为圆形直径长

度；⑤ 根据结论②，计算任意线段狓１狓２的实际长

度。

此算法的核心是与待测线段平行的直径的获

取，并且将其映射到待测线段所在的直线上。此

过程中需要连接待测线段的一个端点与直径的一

个端点形成一条直线，当此直线几乎平行于灭线

时，此直线的灭点位于图像之外接近无穷远的方

向，使得灭点的计算受误差影响敏感，并且圆形直

径在待测线段上等价线段的长度受待测线段的位

置和方向影响尤为明显，导致了此算法最终计算

９４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３月

结果的误差的不确定性。

１．２．２　基于圆形外接矩形的方法

为了降低几何量测结果对计算过程误差的敏

感度，本节将关于圆形的几何信息转化为与其外

接的矩形，然后根据结论③进行几何量测。

图５（犪）为圆形，其圆心为犘犆，犔＿犚１为过圆

形圆心犘犆的直线，与圆周交于两点，犔３、犔４分别

为过这两点的切线。显然，犔３、犔４相互平行，同

理，犔１、犔２相互平行，且垂直于犔３、犔４。因此，由

犔１、犔２、犔３、犔４四条直线相交所形成的矩形犘１犘２

即为圆形的外接矩形，其边长即为圆形的直径。

图５（ｂ）为图５（ａ）经过映射射影变换后的图像，由

于射影变换是一种保线性映射，直线犔１、犔２、犔＿

犚１、犔３、犔４、犔＿犚２映射为直线犾１、犾２、犾＿狉１、犾３、犾４、犾＿

狉２，且其保持相交、相切等性质，犾＿狉１、犾＿狉２相交的

点为圆心的像，犾１、犾２、犾３、犾４仍然为圆形的像的切

线；但平行直线不再平行，而是汇聚于一点———灭

点，犾１、犾２、犾＿狉１汇聚于点狏狆１，狆１狆２狆３狆４即为圆形外

接矩形犘１犘２犘３犘４的像。

图５　圆与外接正方形

Ｆｉｇ．５　Ｃｉｒｃｌ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Ｓｑｕａｒｅ

因此，已知平面上一圆形的像及其圆心的像，

则可获得其外接矩形。一旦圆形外接矩形确定，

利用结论③，则可获得平面上任意两点之间的距

离。具体步骤为：① 识别椭圆犆；② 计算圆心狆犮

或者灭线狏犾，根据对极关系计算灭线或圆心；

③ 计算圆形外接矩形的像狆１狆２狆３狆４；④ 使矩形

两边长度ｌｅｎｇｔｈ＝犚，犚为圆形直径长度；⑤ 根据

结论③，计算平面上任意线段的实际长度。

此算法在获得圆形的外接矩形后，待求线段

的计算过程只与外接矩形有关，其核心是计算以

矩形某一顶点确定的三角形的两条边。由于当灭

点位于很远时，直线上的交比结果受影响较小，因

此，与待测线段共线的三角形斜边的长度受待测

线段的位置影响不大；且选择椭圆的长轴方向作

为外接矩形一条边的方向，则矩形的另外一条边

的方向近似于椭圆的短轴，这样既可减少椭圆各

个方向上单位像素表示实际距离的不同所带来的

误差，也使得求解的过程更具有鲁棒性。

２　测　试

本文首先设计了包含各种可用于求解圆形映

射后圆心、灭线的几何特征，包括同心圆、共面圆、

平行线组（矩形），以及一些待求对象，比较不同的

求解方法所求结果的精度，进而分析各个过程对

几何量测的影响。同时，为了验证算法的可用性，

本文还选用真实场景进行几何测量。实验计算在

Ｍａｔｌａｂ环境下通过编程实现，图像畸变事先采用二

分法进行校正，并以人机交互的形式提取图像中的

直线信息。针对场景中的圆形的像，首先手工提取

其边缘点，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椭圆进行拟合［７］，为

了保证拟合的精度，手工提取边缘点的个数不低于

５０个。为保证两算法的可比性，两个算法在针对

同一幅图像的测试过程中采用同一椭圆拟合参数。

２．１　模拟数据

模拟测试图像大小为１５６８像素×１１６８像

素，由ＫＯＤＡＫＶ６０３数码相机拍摄。在图６的

合成测试图像中，黑色同心圆的外圆直径为参考

长度，其值为７ｃｍ，待测对象的长度以其制造标

准作为真实值。分别利用① 同心圆，根据文献

［８］求得圆心的像，再利用外圆求灭线；② 同心圆

外圆与单独圆，首先求得两个圆的交点即虚圆点，

再求灭线，然后求圆心的像；③ 同心圆外圆与外

接矩形，首先由外接矩形计算平面的两个灭点，然

后计算平面的灭线，再计算圆心的像。椭圆拟合

如表１所示，几何信息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量测

结果如表３所示。

图６　模拟测试数据

Ｆｉｇ．６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表１　模拟图像中椭圆的表示

Ｔａｂ．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ｉ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椭圆参数（中心点、长短轴、旋转角）

同心圆外圆犆１
（１０３７．９，９３８．４１，２１４．１６，１７６．２１，

－０．０５９８０８）

同心圆内圆犆２
（１０３８．３，９３４．６９，１０６．５４，

８７．８０３，－０．０６２０１３）

单独圆犆３
（１４６４．４，７３１．４４，１４５．３４，１１５．０６，

０．１０１３７）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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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模拟图像中几何信息计算

Ｔａｂ．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同心圆犆１、犆２ 共面圆犆１、犆３ 灭线＋外圆犆１

犆１
圆

心

真值 （１０３６，９３１） （１０３６，９３１） （１０３６，９３１）

计算值
（１０３８．６，

９３２．５）

（１０４０．２，

９３２．０）

（１０３９．１，

９３２．２）

灭线

狔＝犽狓＋犫

狔＝０．０６０５狓－

４４２１．９

狔＝０．２２５１狓－

４２１２．２

狔＝０．０６４１狓＋

３９０３．５

表３　模拟图像中线段几何量测结果

Ｔａｂ．３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名

称

真值

／ｃｍ

计算值／ｃｍ

同心圆犆１、犆２ 共面圆犆１、犆３ 灭线＋外圆犆１

算法１ 算法２ 算法１ 算法２ 算法１ 算法２

犔１ ３ ２．６１ ２．９８ ２．６２ ２．９１ ２．６１ ２．８７

犔２ ４ ５．３１ ３．９８ ５．４３ ４．００ ５．３４ ３．９７

犔３ ６ ７．５３ ５．９３ ７．９９ ６．１７ ７．６８ ５．９５

犔４ ５ ５．４２ ４．９２ ５．４４ ５．００ ５．４１ ４．９０

犔５ １０ ９．５２ ９．９４ ９．４６ ９．８４ ９．５１ ９．９５

犔６ ５ ４．６０ ４．９６ ４．６８ ５．０５ ４．６３ ５．００

犔７ ５ ４．８９ ５．０１ ５．０７ ５．０２ ４．９６ ５．１２

犔８ １２ ８．３３ １２．０２ ８．５５ １２．４８ ８．４５ １２．１７

犔９ ５ ４．６２ ４．９８ ４．８０ ５．１５ ４．６８ ５．０１

２．２　真实数据

真实测试图像（见图７）由网络上下载而得，

其大小为２８１６像素×２１１２像素，由 Ｃａｎ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ＸＵＳ８００相机拍摄。在图７的真实测

试图像中，以图像中心的圆的直径作为参考对象，

其长度为３．６ｍ，待测对象的长度以其建造标准

作为真实值。

椭圆拟合结果如表４所示，分别利用：① 圆

犆５ 和圆犆６；②犆５ 与中间的整个球场所构成的四

边形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５所示。

图７　真实测试数据

Ｆｉｇ．７　Ｒｅａｌ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表４　真实图像中椭圆的表示

Ｔａｂ．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ｉｎＲｅａｌ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椭圆参数（中心点、长短轴、旋转角）

犆５ （１３５６，１２１７．４，９６．５３２，５１．４９４，－０．００３１１２５）

犆６ （１２８０．１，１４８７．２，１１１．３７，６７．９２５，－０．０３３３７８）

表５　真实数据的几何量测计算

Ｔａｂ．５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Ｒｅａｌ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名

称

实际值

／ｃｍ

计算值／ｃｍ

共面圆犆５、犆６ 灭线＋外圆犆５

算法１ 算法２ 算法１ 算法２

犔１ １４ １４．９６４ １３．８５２ １５．２８７ １４．０８７

犔２ ２８ ３４．６２３ ２８．１９３ ３４．４５５ ２７．７８８

犔３ ６ ６．３１６ ５．９８３ ６．３３１ ６．０１７

犔４ １２．５ １４．８７２ １２．５９９ １４．５７２ １２．５２８

犔５ ４．６ ４．８６４ ４．８７５ ４．７７９ ４．９３

犔６ ３．６ ３．５５８ ３．５７６ ３．５７１ ３．５８７

３　分析与讨论

３．１　误差分析

表６、７所示为实验结果与精度分析。

表６　模拟图像几何量测结果的精度分析

Ｔａｂ．６　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犔１ 犔２ 犔３ 犔４ 犔５ 犔６ 犔７ 犔８ 犔９

犆１犆２算法１ －０．３９ １．３１ １．５３ ０．４２ －０．４８ －０．４ －０．１１ －３．６７ －０．３８

犆１犆２算法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犆１犆３算法１ －０．３８ １．４３ １．９９ ０．４４ －０．５４ －０．３２ ０．０７ －３．４５ －０．２

犆１犆３算法２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１５

灭线犆１算法１ －０．３９ １．３４ １．６８ ０．４１ －０．４９ －０．３７ －０．０４ －３．５５ －０．３２

表７　真实数据几何量测结果的精度分析

Ｔａｂ．７　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Ｒｅａｌ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

犔１ 犔２ 犔３ 犔４ 犔５ 犔６

犆５犆６算法１ ０．９６４ ６．６２３ ６．３１６ ２．３７２０．２６４ －０．０４２

犆５犆６算法２－０．１４８ ０．１９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９０．２７５ －０．０２４

灭线犆５
算法１

１．２８７ ６．４５５ ０．３３１ ２．０７２０．１７９ －０．０２９

灭线犆５
算法２

０．０８７ －０．２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８０．３３ －０．０１３

　　１）椭圆提取。椭圆提取是本文算法实现的

最基本过程，圆形圆心、平面灭线、圆形直径等过

程都由椭圆方程计算而得，椭圆识别的误差将在

各个过程中传递。椭圆提取的误差可通过采用手

工采集足够多的点进行拟合提高，或通过选择自

动椭圆提取算法来提高。

２）灭线的计算。灭线是本文两种算法计算

的必要前提，本文所采用灭线的方法包括３种：两

组平行线、同心圆、相离两个圆形。灭线计算的误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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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依赖于这些几何特征提取的误差。

３）与待测线段平行的直径的映射。算法１

中与待测线段平行的直径的映射受待测线段的位

置、方向影响，直径映射后的长度对灭线与圆心的

位置相关敏感，容易出现映射后的直径的长度过

长或过短，影响最终的距离量测精度。

４）外接矩形的计算。算法２在获得圆形的

外接矩形后，计算过程转化为一次线性求解过程，

避免了直径在待测线段上的映射过程，利用勾股

定理求解待求线段上一段线段的长度。另外，在

矩形求解过程中选择椭圆的长轴方向作为外接矩

形一条边的方向，则矩形的另外一条边的方向近

似于椭圆的短轴，这样可减少椭圆各个方向上单

位像素表示实际距离的不同所带来的误差。

３．２　讨　论

算法１的椭圆拟合精度各向差异大，其根源

是算法计算过程对待测线段的位置、方向的误差

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进而影响了后续的计算过程。

因此，本文建议采用第二种算法对包含圆形的图

像进行几何量测。

除了算法本身对计算精度的影响，影响几何

量测精度的因素还包括图像本身的质量、参与计

算的对象在图像中的分布、算法计算过程。图像

本身的质量包括分辨率、清晰度、畸变等因素，图

像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测量精度的提高；在计算过

程中参与计算的待求线段、椭圆等应相互靠近，因

为相互靠近的单位像素所表示的实际长度相当；

同时，若没有预先对图像进行畸变纠正，则应选择

分布在图像中心的对象，减少图像畸变对结果精

度的影响。

本文算法适用于包含多个圆、单个圆及两组

平行线的场景。在现实的场景中，圆形的组合方

式以分离、同心圆为主，较少表现为相交、相切，包

含但不同心的圆在现实场景中则几乎不出现，且

此两个圆在图像中的椭圆相交得到两组共轭的

点，无法直接确定哪一组才是真正的虚圆点，无法

单独利用其进行虚圆点、灭线的计算。因此，本文

算法针对场景中不同的圆形组合方案，在计算圆

心、灭线时采用了不同方法。① 分离、相交、相切

的两个圆形。首先，拟合两个椭圆；其次，求两个

圆形的交点，并根据所求交点是虚数还是复数、一

组共轭点所形成的直线与两个圆形的关系，确定

两个虚圆点；然后，计算灭线；最后，计算圆形经过

映射后的圆心。② 包含但不同心的两个圆形、单

个圆形。针对此类情况，需要借助其他几何条件，

例如两组平行线等计算平面灭线，然后再计算圆

形经过映射后的圆心。③ 同心圆。同心圆由于

两个圆共用圆心，使得其圆心可以直接计算，也可

以类同第一类组合情况计算灭线。然而，由于同

心圆的拟合存在误差，使两个圆映射后的圆心不

再完全重合，其逆向映射后为包含但不同心的两

个圆。因此，在包含同心圆的场景中，应首先利用

同心圆之间的几何关系直接计算圆心，然后再由

圆心计算灭线。

本文算法能够计算各个方向上的长度，基于

此可计算平面上点到直线的距离、三角形的面积、

多边形面积、直线的夹角等其他几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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