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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球形标靶的特点，通过激光雷达方程描述了球心误差的产生过程和性质，研究统计了球心误差

随激光入射方向的分布，采取多项式拟合和模拟球面的方法确定了球心位置和误差大小。实测数据验证了球

心误差的系统性特点，并提出削弱球心误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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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激光扫描通常需要多站观测，通过每个

测站对相同的标靶进行扫描和拼接，才能获得目

标表面完整的三维空间数据［１］。球形标靶是经常

使用的一种标靶，其规则对称的几何特点使得不

同测站下都能获得同一球形标靶的半球面点云，

通过计算球心坐标完成点云配准。为了提高球心

坐标的精度，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方法，如最小

二乘法［２，３］以及为了消除系数阵误差的整体最小

二乘法［４］等。这些方法主要关注于球心的偶然误

差，没有考虑到球形标靶的几何特点可能产生的

系统性误差。当球形标靶用于多站配准时，球心

系统误差将通过配准发生传递和积累，造成点云

数据质量下降［５，６］。因此，本文研究了一种球心

系统误差的间接探测方法，通过统计实验和拟合

分析得出球心系统误差的大小和性质，为配准标

靶的合理布设和精度控制提供了依据。

１　球心误差的产生

球形标靶是地面激光扫描中常用的一种标

靶，在扫描过程中位置固定，依靠其不变的几何中

心完成坐标转换。

由于球心处于地面激光扫描坐标系下，其真

实的空间位置在球体内部，所以拟合的球形标靶

的几何中心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进行量测，也就无

法依靠球形标靶实现地面激光扫描坐标系同其他

坐标系的转换，所以球形标靶通常用来配准点云

数据，它能够将目标内部和外部扫描以及转角处

扫描的数据进行拼接［７］。

在扫描球形标靶时，激光束在球形表面形成

的光斑大小随着入射角的变化而变化，光斑大小

影响到激光测距接收信号的功率，从而间接决定

了测距值的精度以及位置精度［８］。光斑大小、激

光入射角、测距值之间存在关联性，为了准确描述

其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球心误差的产生，需要研究

激光信号的传输过程，确定测距值与光斑大小、激

光入射角间的定量关系。根据典型的激光雷达方

程，合并其常数项后得到其关系式如下：

犚＝
４

犽犃犜ｃｏｓθ／槡 犘 （１）

其中，犽为各种常量的综合表达；θ反映了目标相

对于激光束的倾斜状况；犃犜 反映了目标表面的起

伏状况。可见，激光测距值由接收的激光信号功

率和目标表面的状态所决定。

如图１所示，激光信号犛以入射角θ入射到

距信号源犚 处的球形标靶表面上的一点狆，在其

表面形成了面积为犃′犜的曲面光斑。该曲面光斑

所产生的接收激光信号可以等效于距信号源犚′

处的同等面积的平面光斑所产生的接收激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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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过点狆存在一个与激光光束呈θ角的平面，

则激光光束也可在该平面上形成面积为犃犜 的平

面光斑，显然，犃′犜＞犃犜。根据式（１），犚′＞犚，因

此，激光信号以θ角入射到球形标靶表面，其对应

的观测点并不在表面点狆上，而在球形标靶的内

部点狆′，且随着θ角的增大，犃′犜＞犃犜 的程度增

大，犚′＞犚的程度也增大。以上分析说明，对球形

标靶进行扫描，球面点云并不分布在真实球面上，

而是以椭圆的形式分布在真实球体内，因而其几

何中心犗′并不在真实位置犗，从而产生球心误

差。由于球体的对称性，其误差应只发生在犣方

向，且较之真实球心的位置更接近激光信号源。

图１　球心误差产生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ｒｒｏ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ｆＳｐｈｅｒｅＴａｒｇｅｔ

２　球心误差的确定

由于球心无法直接量测，因此只能通过间接

的方法来确定球心误差。本文的思路是根据实测

的球形标靶点云建立一个描述球面点云分布随入

射角的定量模型，然后用该模型在指定的球心位

置上模拟出新的球面点云，使模拟的球面点云分

布与实测数据相同，再对其进行球心拟合，得到模

拟数据的球心坐标，将其与指定的球心坐标进行

比较，从而确定球心误差。

为了得到球面点云的分布随入射角的定量模

型，将球面扫描瞬间抽象为如图２所示的示意图，

并进行统计分析。设激光信号源为犛，球形标靶中

心为犗，球面点云中的任意一点为狆，点狆处的激

光斜距犛狆＝犔，入射角为θ，对应的圆心角为φ，激光

信号源到球心的距离犛犗＝犕，球形标靶的半径为狉。

从图２可以看出，如果直接根据入射角来模

拟球面点云，需要给定激光信号源犛的位置和球

半径，但如果根据圆心角来模拟球面点云，只需要

给定球半径即可。不难看出，入射角与圆心角为

正相关变量，因此可以用圆心角来代替入射角建

立描述球面点云分布随圆心角的定量模型。

首先对球面点云拟合出球心坐标（狓犗，狔犗，

狕犗）。设点狆处的坐标为 狓狆，狔狆，狕（ ）狆 ，然后根据

图２　球面扫描瞬间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Ｓｐｈｅｒｅ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余弦定理计算圆心角，再以１°圆心角作为统计间

隔，对在同一统计间隔中的点云计算球半径均值，

最后以圆心角为横轴、球半径均值为纵轴，对球面

点云半径按照不同的圆心角进行描绘，从而间接

反映球面点云的分布情况。

实测数据采用的是ＴｒｉｍｂｌｅＧＳ２００地面激光

扫描仪随机配备的球形标靶，半径规格为３８．１

ｍｍ，分别在１ｍ、２ｍ、５ｍ、１０ｍ、１５ｍ、２０ｍ、２５

ｍ、３０ｍ等不同距离下摆设了８个球形标靶，再

分别进行扫描分辨率为１ｍｍ的高密度扫描，并

进行统计（如图３所示）。如果拟合球心未发生偏

移，统计结果应该是近似于一条直线分布在３８．１

ｍｍ周围。而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球面点云半

径呈现相同的分布特点，即随着激光入射角的增

大，圆心角随之增大，球面点到拟合球心的半径均

值呈规律性的起伏变化，反映出了拟合球心位置

偏离真实球心位置的情况。

为了定量描述圆心角和球半径均值分布的关

系，采取多项式模型对以上实测数据进行拟合：

狉＝∑
犖

犻＝０

犪犻φ
犻 （２）

其中，犪犻为多项式系数；犖 是拟合阶数。

当拟合阶数犖从１至９时，拟合中误差（ｍｍ）

分别为０．４９４、０．４９０、０．２９０、０．１２２、０．０６８、０．０６６、

０．０６５、０．０６５、０．０６５。可见，当犖≥５时，拟合中误

差趋于收敛，因此拟合阶数取到５次即可。

表１是对８组实测数据进行多项式拟合得到的

多项式系数。根据表１中的多项式系数分别模拟出

８个球面点云。为了计算方便，模拟的球心坐标为

０，０，（ ）０ ，其坐标原点是光源所在的位置犛，如式（３）

所示。然后对模拟出的球面点云拟合球心坐标

犡０，犢０，犣（ ）０ ，拟合坐标值即为球心误差值（见表２）。

狓＝狉ｃｏｓφｃｏｓφ＝ ∑
５

犻＝０

犪犻φ（ ）犻 ｃｏｓφｃｏｓφ

狔＝狉ｃｏｓφｓｉｎφ＝ ∑
５

犻＝０

犪犻φ（ ）犻 ｃｏｓφｓｉｎφ

狕＝狉ｓｉｎφ＝ ∑
５

犻＝０

犪犻φ（ ）犻 ｓｉｎ

烅

烄

烆 φ

（３）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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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球面点云半径随圆心角的分布情况

Ｆｉｇ．３　ＳｐｈｅｒｅＲａｄｉ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ｗｉ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ｇｌｅ

表１　８组实测数据的多项式系数（犖＝５）

Ｔａｂ．１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８ＳｅｔｏｆＤａｔａ（犖＝５）

犪０ 犪１ 犪２ 犪３ 犪４ 犪５

１ ４０．１６４２２３８８ －０．２９９５１０７１０ ０．０１０５０３５５６ －０．０００１０８６６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２ ４０．１０９４５３２９ －０．２９９１６６３３３ ０．０１０２７９６２８ －０．０００１０９８７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

３ ３９．１５９３９５５９ －０．１８６５０４１６２ ０．００５２８２６０４ －０．００００１３６６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０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

４ ３８．５６０６５１８５ －０．０７７０５９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５８８８５ ０．００００８３２９１ －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

５ ４１．１８７３８１５９ －０．５２０２９２２２８ ０．０２５２６７７９２ －０．０００５５０５８５ ０．０００００５６６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

６ ４０．７４６１９４５０ －０．４１８２６８１４７ ０．０２１３６６５８７ －０．０００４９９１１１ ０．０００００５６１７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５

７ ４１．１６２５１３６８ －０．３６０９６３２５３ ０．０１６４０９６６０ －０．０００３５２７１３ 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８５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５

８ ３９．８８４９４１５６ －０．２０３８２５５８０ ０．００５９４７３４４ －０．００００４９５５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表２中的８组拟合球心坐标在犡 和犢 方向

上存在多项式拟合引起的误差，误差量级较小，而

在犣方向上，均存在较大的球心误差，最小误差

为０．８１ｍｍ，最大误差为２．７３ｍｍ，并且误差值

均为正值，呈现出了系统性。实验结果与本文对

球心误差产生的原因分析相吻合，证明了在地面

激光扫描过程中使用球形标靶会产生系统性的球

心误差。

表２　模拟球面点云拟合的球心坐标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序号
球心坐标／ｍｍ

犡０ 犢０ 犣０

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６５２ ０．９４８９９９

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０５９４ ２．３１７７３７

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５７８ ０．９２３８０６

４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４９５ ０．８４８２６９

５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８１７ ２．７３８１９６

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１５１ ２．５２１５２９

７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５６７５ ０．８１１３４１

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３４７ １．１６９００６

３　球心误差的削弱方法

有以下三种途径可以削弱球心误差：

１）利用激光测距值与光斑大小、激光入射角

间的定量关系进行误差补偿。球心误差的产生根

源是光斑面积的增大引起激光测距值的增大，因

此对球面点云中的每一点都补偿一个测距误差

狆狆′（见图１），即可消除球心误差。首先利用垂直

入射条件解算式（１）中的常量因子犽，然后计算测

距误差Δ犚＝犚′－犚，其中接收激光信号功率犘可

由点云的激光强度值结合激光辐射定标后的增益

和偏移量来确定，光斑面积犃犜 可以根据激光束

在距离为犚 处的宽度公式结合入射角θ计算得

到，曲面光斑面积犃′犜则通过球面解析几何推导出

来。

２）利用多项式拟合模型进行误差补偿。按

照球面点云分布随入射角的定量模型，对每一个

点都施加一个对应补偿量。然而在不同的扫描距

离情况下，球面点云分布并非完全相同，如表１中

所示的８组多项式系数，并不存在一个相对固定

的多项式模型参数表征球面点云的分布规律。因

此，该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扫描距离所确定的参数

模型来补偿球心误差。

３）排除特定入射角的点云数据削弱球心误

差。通过观察图３可以发现，圆心角处于０°～２０°

和６０°～９０°的球半径分布误差较大。当圆心角为

０°～２０°时，激光束近似于垂直入射，球面点样本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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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得到的球半径统计值的统计特性不明显；当

圆心角为６０°～９０°时，激光束在球面上形成的光

斑较大，根据式（１），此时测距值误差较大，因此，

剔除处于以上两个圆心角范围内的点，可以有效

减小球心误差。

４　结　语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球形标靶球心系统误差

产生的机理，设计了一种球心系统误差的间接探

测方法，并以实测数据验证了球心误差的系统性，

提出了削弱该误差的方法。根据球心误差的性

质，还可以进一步得到不同的球形标靶布设格局

对配准误差的具体影响方式，从而可以设计出合

理的配准标靶的布设方案，以控制最终点云数据

的配准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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