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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光系统结合数码相机的小物体高质量纹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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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双鸟饕餮纹夔神鼍鼓等小文物或其他小型物体，提出了基于结构光扫描系统结合普通高分辨率

单反数码相机的纹理重建方法。该方法具有自动化程度高、效率和质量高的特点，其中主要解决了单张高分

辨率影像与物体几何模型的自动配准，以及配准后从多张影像生成无缝纹理模型的问题。实验证明了本文方

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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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的三维重建主要包括几何重建和纹理重

建两个部分［１］。近年来，随着硬件技术的飞速发

展和学者们的持续研究，基于激光扫描或结构光

系统的几何重建方法越来越成熟，相比传统的基

于影像的摄影测量或多视几何的方法，它更加简

单快速、可靠性高，在城市建筑建模［２］、大型文物

景观三维重建［３］和小文物重建［４］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但几何重建完成之后，结合数字影像的纹

理重建方法仍不成熟，是当前的又一热门课题，如

在数字文物等领域，就需要具有高质量真实纹理

的三维模型。翟瑞芳曾对小型文物双鸟饕餮纹夔

神鼍鼓进行了纹理重建尝试［４］。本文针对这类小

文物或其他类似的小型目标，从结构光扫描系统

出发，结合普通高分辨率（相对扫描系统的同步影

像而言）单反数码相机，提出了一种高效率、高质

量的纹理重建方法。它包含两个问题：① 高分辨

率影像与点云的配准，即恢复高分辨率影像相对

几何模型的方位元素；② 多张影像的无缝纹理映

射［５７］。

１　方法综述

１．１　影像与点云的配准

通常，光学影像与点云的配准可以分为单张

影像配准和多影像配准［８］。其中，多影像配准主

要是通过摄影测量方法先恢复所有高分辨率影像

的相对方位元素，然后再整体跟扫描点云配准，如

通过配准摄影测量点云与扫描点云［９］，或通过其

他公共参照物，如平面格网板［４］完成配准。对于

小物体的纹理重建来说，公共参照物的限制很大，

而且也并不需要配准所有的高分辨率影像。另

外，对于补拍的数据等仍然需要进行单张影像的

配准。因此，单张影像与点云的配准是小物体纹

理重建的重点问题。

目前，单张影像与点云的配准包括基于点特

征、线特征［７，８］和面特征［９］的配准方法以及基于互

信息［１０］的配准方法。这些方法中，基于互信息的

点云与光学影像配准尚处于实验阶段，基于线和

面特征的配准主要应用于建筑物和城市地区的重

建。而基于点特征的配准目前虽然已有成熟的商

业软件，如Ｐｏｌｙｗｏｒｋｓ和 ＭＡＹＡ等，但是它们均

需要大量的人机交互，且由于点云的离散性质，像

方与物方的特征点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小物体及其场景复杂多变，难以保

证存在足够的线或面特征，仍然只能通过点特征

进行配准，因此，对于小物体的纹理重建来说，如

何提高点特征的对应性以及配准的自动化程度，

是单张影像配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１．２　无缝纹理映射

纹理接缝的产生可以归结为几何和辐射两方

面的原因。几何上主要是由点云精度、配准误差

以及透视变换等引起的；辐射上主要是由光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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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相机感光变化等原因引起。２００７年，Ｌｅｍ

ｐｉｔｓｋｙ首 先 将 该 问 题 视 为 马 尔 柯 夫 随 机 场

（Ｍａｒｋｏｖ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问题
［５］，为无缝纹理走出

了开创性的一步。之后，Ａｌｌｅｎｅ等人在此方法的

基础上使用了多波段混合方法来处理纹理辐射上

的差异［６］。２０１０年，Ｇａｌ等人又对Ｌｅｍｐｉｔｓｋｙ的

方法进行了改进，考虑了纹理的几何误差，允许投

影三角形在影像上作小范围内的平移，寻找其最

佳投影，从而解决了接缝的几何问题［７］。他在辐

射处理上使用的是泊松影像处理方法，这是Ｐéｒｅｚ

等人２００３年提出的一种用于二维影像的无缝镶

嵌和插值的综合性处理方法［１１］，也是该领域的经

典方法之一。

１．３　本文方法

在高分辨影像与点云的配准问题上，本文针

对单张影像提出了利用结构光同步影像的自动配

准方法。其主要思路是：首先对同步影像与高分

辨率影像进行快速匹配，然后从同步影像的匹配

点出发进行光线投射，在物体的几何模型上内插

出匹配点所对应的物方点，最后使用 ＲＡＮＳＡＣ

稳健方法进行后方交会，实现高分辨率影像的自

动配准。图１是本文配准方法的示意图，它实际

上是一个利用匹配和光线投射代替人工选点的过

程，相比以往人工选点的方法，它不但自动化程度

高、速度快，而且特征点的对应性提高了，因此精

度和可靠性也提高了。

图１　本文的高分辨率影像自动配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

在无缝纹理的问题上，本文使用了Ｇａｌ的方

法，不过本文利用了前面的配准结果来约束Ｇａｌ

方法中几何改正的取值范围，因此提高了结果的

可靠性。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假设目标的几何重

建结果是不规则三角网点云模型，且单反相机已

经经过了标定，内方位元素已知，配准只需要恢复

其相对于点云坐标系下的外方位元素。

２　单张高分辨率影像与点云的自动

配准

　　当前结构光扫描系统在获取点云的同时还能

获取一幅扫描场景的同步影像。利用这些同步影

像实现高分辨率影像与点云的自动配准是本文纹

理重建方法的主要步骤，其中主要解决了如下４

个问题：① 同步影像与高分辨率影像匹配的效果

和效率问题；② 像方特征点在物方的对应点的问

题；③ 大量错匹配下稳定估计外方位元素的问

题；④ 配准精度与可靠性问题。

２．１　基于犌犘犝加速的犛犐犉犜匹配

由于结构光同步影像与单反相机所拍摄的高

分辨率影像之间的分辨率和色彩属性的差别非常

大，再加上成像角度、光照条件也不相同，基于灰

度的匹配往往失效，因此，本文采用了基于ＧＰＵ

加速的ＳＩＦＴ特征匹配。一方面，相比其他常用

的点特征算子，如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ＳＵＳＡＮ算子等，

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ｉｋ等
［１２］通过实验对比研究发现，ＳＩＦＴ

算子是各种现有的特征描述算子中综合性能最好

的，它不但提取的特征多、抗噪性强，而且对图像

缩放、旋转甚至仿射变换保持不变的优点。另一

方面，当前基于ＧＰＵ加速的ＳＩＦＴ匹配在内存消

耗和匹配速度方面都远超基于ＣＰＵ的ＳＩＦＴ匹

配［１３］，这是提高本文方法效率的关键之一。封三

彩图１是某陶塑玩偶正面和背面的匹配结果，其

中左影像为结构光同步影像（分辨率为１２８０×

１０２４），右影像为高分辨率同步影像（分辨率为

４２８８×２８４８）。

从封三彩图１可以看出，由于两幅影像差异

太大，匹配粗差率非常高。表１给出了陶塑玩偶

所有站的匹配结果，可以看到，最小的粗差率都达

到了３１％。目前，常规的剔除匹配粗差是使用

ＲＡＮＳＡＣ等稳健方法进行相对定向或估计基础

矩阵，恢复左右影像的核线关系，从而剔除上下视

差很大的错误匹配点。本文直接通过ＲＡＮＳＡＣ

稳健后方交会来消除这些错匹配的影响，这样不

但省去了剔除匹配粗差的工作，而且还有计算上

的优势，效率更高。

２．２　光线投射

从二维像点直接求其三维坐标是个病态问

题。本文采取的方法是使用光线投射，在物体的

几何模型（ＴＩＮ）上内插出特征点的物方近似点。

具体如下：从同步影像上的像点出发，恢复特征点

的空间射影光线，计算其与三角网的相交情况，若

存在交点，则取第一个交点作为该特征点对应的

物方点。图２是本文光线投射的示意图。

经过光线投射，对于高分辨率影像而言，像点

及其对应的物方点都有了，接下来就是以这些物

方点为控制点进行后方交会，解求其外方位元素。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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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光线投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Ｒａｙｃａｓｔｉｎｇ

２．３　基于单位四元数后方交会的犚犃犖犛犃犆稳健

估计

ＲＡＮＳＡＣ是１９８１年Ｆｉｓｃｈｌｅｒ和Ｂｏｌｌｅｓ提出

的一种鲁棒性很强的参数估计方法，它通过对数

据点进行随机采样，寻找数据点的最佳一致集，最

后以该最佳一致集所估计出的参数作为模型的最

佳参数［１４］。不过ＲＡＮＳＡＣ作为一种随机算法，

它最大的缺点是在有限迭代次数内只能以一定的

概率保证结果的正确性。这说明除非尝试所有可

能的采样组合，否则结果不可能完全稳定。因此，

一次采样所需的点越少，采样组合总数就越小，最

终有限次迭代覆盖所有可能采样组合的概率也就

越高。这就是本文采用基于单位四元数的后方交

会的最大原因。

表１　陶塑玩偶高分辨率影像自动配准结果

Ｔａｂ．１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ｔｔｅｒｙ“Ｐｌａｙｅｒ２３”

同步

影像

扫描

站

ＳＩＦＴ

匹配

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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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点数

目视判别

的错匹配

（对应了

大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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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粗

差的点

数

粗

差

率

平均

反投

差／像

素

配准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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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１８ １８ ６ ７ ３９％（７／１８）２．１６２ ０．５８２

ＩＩ ２７ ２７ ６ １２ ４４％（１２／２７）２．６０４ ０．６９８

ＩＩＩ ２５ ２４ ６ １３ ５４％（１３／２４）２．２５７ ０．５９９

ＩＶ ３７ ３５ ６ １１ ３１％（１１／３５）３．３８３ ０．９０２

Ｖ ４８ ４６ ６ １５ ３３％（１５／４６）２．９５０ ０．７９２

ＶＩ ３２ ３１ ６ １５ ４８％（１５／３１）２．７１１ ０．７３７

ＶＩＩ ２４ ２３ ７ １４ ６０％（１４／２３）２．５８８ ０．６９９

ＶＩＩＩ ４３ ４０ １１ １８ ５５％（２２／４０）２．４７８ ０．６６９

　　基于单位四元数的后方交会与传统的基于欧

拉角的后方交会一样，最少需３对点就能解算，但

它具有不依赖于外方位元素初值和迭代收敛快的

优点［１５］，且相比繁琐的后方交会直接解法，它又有

计算上的优势。而另一个不依赖初值的直接线性

变换一次最少需要６对点。前面提到的剔除匹配

粗差，用相对定向法最少需要５对同名点，且依赖初

值（当然也有比较繁琐的直接解法），而计算机视觉

中的基础矩阵估计常用的是７点法或８点法，因此，

相比较而言，本文直接在后方交会时剔除粗差，不但

省去了一个步骤，而且还有明显的计算上的优势。

采样迭代完成后，得到了 ＲＡＮＳＡＣ最佳一

致集，为了增加结果的可靠性以及最终定位所有

的粗差，本文令它们的权为１，其他非一致集的点

的权为一极小数，然后进行一次整体的验后方差

选权迭代法平差。在封三彩图１的陶塑玩偶正面

及背面的结果截图中，红色点表示选权迭代中被

判别为粗差的点，绿色点表示判别为正确的匹配

点，可以看到，ＳＩＦＴ匹配中的错误匹配点都能被

正确地识别出来。其他站的数据如表１所示。

２．４　配准精度分析与可靠性评定

由于高分辨率影像的外方位元素没有真值，

也没有外界控制，考虑到本文配准方法中低分辨

率同步影像的基准作用，对精度的评定步骤如下：

① 借鉴文献［７］的精度评定方法，将物方控制点

反投回高分辨率影像，计算像方投影点与其对应

的特征点之间的距离，本文称之为反投差。② 分

别估计同步影像和高分辨率影像的空间分辨率

（ＧＳＤ）。③ 计算配准精度：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珚犱×ＧＳＤＨｉｇｈ／ＧＳＤＬｏｗ （１）

其中，珚犱为高分辨率影像的平均反投差；ＧＳＤＨｉｇｈ
为高分辨率影像的 ＧＳＤ；ＧＳＤＬｏｗ为同步影像的

ＧＳＤ。这实际上是计算高分辨率影像的平均反投

差相对于低分辨率同步影像的值。

表１给出了陶塑玩偶８张高分辨率影像的自

动配准精度结果。从平均反投差来看，所有影像

都在２～３个像素左右，但按本文方法计算的配准

精度均小于１个像素。这是由于二者的ＧＳＤ相

差将近４倍，虽然在高分辨率影像上有几个像素

的偏差，但相对于低分辨率的同步影像而言，配准

实际上已经达到子像素级精度。这一方面对于本

文以低分辨率同步影像为参考基准的配准来说，

精度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对于纹理重建来说，

尤其是本文后续的无缝纹理处理具备较强的几何

误差容忍能力，高分辨率影像平均反投差在３～４

个像素时，对最终的纹理结果几乎没有影响。

在配准完成后，将整个点云反投回高分辨率

影像，由人工目视判别投影点的覆盖范围与影像

上的目标范围是否重合，如封三彩图１（ｃ）所示，

这主要是为了判别配准结果的可靠性。

综上所述，本文判别某次配准是否成功的方

法是配准精度小于１个像素，且点云的反投范围

重合良好。

３　多张影像的无缝纹理映射

当恢复了所有相关的高分辨率影像的方位元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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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后，从这些各个不同角度的影像生成无缝纹理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包含两个步骤，① 几何上

寻求最优纹理；② 辐射上的无缝镶嵌。本文在这

两个问题上分别使用了Ｇａｌ改进的考虑几何误差

的马尔柯夫随机场方法和多波段混合法。

在最优纹理的问题上，传统的方法只考虑每

个三角形的纹理都应取自其质量最优的一张影

像，而最优准则包括顾及纹理正射性的最佳角度

准则，或者顾及纹理分辨率的最大投影面积准则，

或者顾及影像畸变的投影与像主点距离最小准则

等。Ｌｅｍｐｉｔｓｋｙ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同时考虑接缝

处的纹理差别，并用能量函数来描述最优准则［５］。

设一几何模型包含 犖 个三角形，记为｛犜１，犜２，

…，犜犖｝，又有犕 张影像为其纹理来源，记为｛犐
１，

犐２，…，犐犕｝，此时纹理的选择可视为一标记向量

犔＝｛犾１，犾２，…，犾狀｝，其中犾犻∈［１，狀］表示三角形

犜犻的纹理取自影像犐
犾犻。则对犔建立能量函数：

犈（犔）＝犈犙（犔）＋λ犈犛（犔） （２）

其中，犈犙（犔）表示某一标记状态下三角形纹理的

质量之和，质量越好，能量越小；犈犛（犔）表示某一

标记状态下接缝处的纹理差别之和，差别越小，能

量越小。因此，最优纹理的问题就转化为寻找某

一标记向量犔，使得全局能量最小，即

犈（犔）＝ｍｉｎ｛犈（犔）｝ （３）

　　式（３）的求解过程是一个典型的离散标记马

尔柯夫随机场的问题。之后，Ｇａｌ对该方法所作

的改进是将标记向量扩充为犔＝｛（犾１，狋１），（犾２，

狋２），…，（犾犖，狋犖）｝，其中狋犻∈犚
２，为三角形犜犻在影

像犐犾犻上的投影在像平面的二维平移向量。这时

所求得的最终标记向量不但最优化了纹理，还能

改正由于几何误差而引起的纹理错位现象，如特

征线断裂等［７］。不过文献［７］中狋犻的分量取值范

围为经验值［－１，１］，而本文则利用前面配准结

果中的平均反投差对平移向量狋犻的取值范围进行

了约束，这样有利于提高结果的可靠性。

在确定了每个三角形的最佳纹理片之后，本

文在无缝镶嵌上沿用了文献［５］的多波段混合方

法。封三彩图２是一组关于纹理效果的对比截图，

其中封三彩图２（ｂ）为按传统的最大投影面积原则

取纹理且不作辐射上的无缝过渡处理的纹理效果，

封三彩图２（ｃ）是经过本文的无缝纹理处理之后的

结果，通过图中放大的细节对比可以看出，无缝纹

理处理之后，纹理镶嵌自然，没有可见的接缝。

４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的纹理重建方法，笔者对各种

材质类型和不同结构的小物体进行了大量的纹理

重建实验。实验使用的结构光系统为武汉大学数

字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中心研制的三维摄影测

量扫描系统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ｎｅｒ。扫描时，光栅机向物

方投影结构光，摄像头实时捕捉影像，快速匹配前

交，生成目标表面点云。在结构光投影完毕后，摄

像头会再采集一张影像作为目标的纹理影像，这两

幅１２８０×１０２４的纹理影像即是本文所指的结构

光同步影像。在所有站扫描完成后，经过点云拼

接，各同步影像的外方位元素便统一到一个坐标系

下。另外，本文实验数据中所有的高分辨率影像均

由尼康Ｄ３００相机拍摄，其分辨率为４２８８×２８４８，

镜头焦距约５０ｍｍ，拍摄距离约５０～７０ｃｍ，而扫描

仪镜头焦距约１２ｍｍ，扫描距离约６０ｃｍ。

表２列出了本文的４个实验数据及其纹理重

建结果。通过本文方法重建的纹理模型分别如封

三彩图２、彩图３和彩图４所示。其中，彩瓷狮子

和“ＢｌｕｅＬｏｖｅ”的结构非常复杂，从表２可以看

到，它们的扫描站数和纹理片数都很多，不过正如

封三彩图３、彩图４所示，使用本文的纹理重建方

法仍然能得到十分好的纹理结果。

表２　不同材质和结构的小型物体纹理重建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ｘ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数据
扫描

片数

ＴＩＮ（简化后

的点数／三角

形数）

高分辨率

影像共

拍摄片数

自动配

准成功

片数

最终

纹理

片数

陶塑“２３号” ８ １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０００ １１ ８ ８

双鸟饕餮纹

夔神鼍鼓
１６ １０００２９／２０００００ ２７ １１ １１

彩瓷狮子 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 ４８ ２２ ２２

塑料雕塑

“ＢｌｕｅＬｏｖｅ”
２６ ５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０ ２７ １８ １８

　　值得指出的是，纹理重建并不需要配准所有

拍摄的高分辨率影像，表２的数据也反映出了这

一点。

５　结　语

目前，本文的纹理重建方法还不是全自动化，

首先是为了保证较好的匹配结果，需要人工选定

内容最为接近的一对扫描同步影像与高分辨率影

像来进行匹配。这方面可以改进的方法是使用互

信息匹配，自动找出最相似的一对。然后是当匹

配结果差而配准失败，但该影像又不可或缺时，需

要人工编辑增加一些匹配点，当然在影像之间选

点肯定比在影像和点云之间选点的效率和准确性

２３５



　第３７卷第５期 郑顺义等：结构光系统结合数码相机的小物体高质量纹理重建

要高。另外，由于使用了光线投射的方法内插物

方点的三维坐标，因此包括点云拼接和三维构网

的精度自然会影响到配准的精度。综上所述，使

用本文的方法进行纹理重建，效率和效果都十分

可观，对数字文物、工业建模和虚拟现实等都有着

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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