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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景影像和激光点云数据的匹配中引入“虚拟投影球面”的假设，提出了基于光源归一的投影回归

方法，并对该方法进行了严密的数学论证，在此基础上，采用球面投影中的角度逼近法进行了不同角度分辨率

下全景影像的空间测量实验，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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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景技术是一种基于图像绘制生成真实感图

形的视觉新技术，已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并逐步

流行，全景影像也已成为数字城市建设框架中的重

要表达方式和技术手段。鱼眼镜头成像立体视觉

系统在全景影像的视觉导航和近距离大视场物体

识别与定位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可以带来良好的视

觉感知，但同时也引入了非常严重的图像变形。激

光扫描是近十几年来快速发展的一种新型测量技

术，它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取目标表面的三维坐标。

由于激光扫描数据和光学影像数据对目标的描述

有诸多互补性［１］，采用激光点云与全景光学影像配

准来获取三维城市数据模型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很多学者对激光点云与光学图像之间的配准

方法进行了研究，可以归纳为配准基元、相似性测

度、变换函数和匹配策略四个基本问题［２］。配准

基元通常可分为基于灰度区域和特征信息两

类［３５］；变换函数则是描述待配准数据之间变换关

系的函数；相似性测度是用数学的方式表达相关

配准基元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互信息［６］、共线方

程［７］和法向距离［６，８］等；匹配策略是将配准基元和

相似性度量进行有效组织，常用的匹配策略有单

纯形算法［９］、梯度下降法［６］、迭代最邻近点（ＩＣＰ）

算法［１０］等。但这些方法的通用性、算法的速度、

结果的精确度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解决，如

大多数方法都只适用于城市中有较多具有规则形

状目标的区域，不太适用于对灰度或特征变化不

明显的图像进行配准。本文在研究鱼眼镜头图像

成像的数学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虚拟投影球

面”的投影回归配准方法，并采用球面投影中的角

度逼近法实现了全景影像的空间测量功能。

１　投影回归

１．１　鱼眼镜头成像的数学基础

目前，采用鱼眼镜头拍摄图像生成全景图的

绘制技术得到了广泛研究与应用［１１］。但鱼眼镜

头所拍摄的是具有明显“桶形”畸变的像片，图像

变形的主要原因是鱼眼镜头的真正成像面不是平

面，而是近似于球状的曲面。其成像原理如图１

所示，成像过程具体见文献［１２］。上述的单位球

面即“虚拟投影球面”，拼接完成的３６０°全景影像

可通过重新纹理映射到该球面实现全景漫游。

为了从高斯光学认为不能成像的角空域获取

信息，只能对物方空间进行“变形压缩”。从光学

的角度出发，这种压缩可通过引入大量的“桶形”

畸变来解决，在数学上则是选择适当的理想成像

公式。

鱼眼镜头在采用组合变形处理后符合具体的

投影模式，包括等距投影、等立体角投影、体视投

影、正交投影等［１３］，这样，成像投影模式决定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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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鱼眼镜头的成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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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物点与图像的一一映射关系。

１．２　投影回归法证明

投影回归即指鱼眼镜头成像到平面，然后进

行纠正和拼接，最后纹理映射回球面的过程。根

据光路传播可逆原理，假设物点反射的光线透过

鱼眼镜头直线传播，鱼眼镜头成像可视为一个光

线发射过程，由鱼眼镜头的光学系统可构造一个

“虚拟投影半球面”（角度均为１８０°的鱼眼镜头）。

在获取全景光学影像数据时，通常可以获取相应的

激光扫描数据，而激光扫描仪的数据采集则是主动

发射激光进行距离探测。因此可以将激光扫描仪

和鱼眼镜头的光源进行归一，从而实现鱼眼图像与

激光点云在“虚拟投影球面”上的数据匹配。

为了实现鱼眼图像与激光点云数据的匹配，

需要证明在上述过程中，每一个鱼眼镜头“虚拟投

影半球面”上的点映射回球面的过程没有发生任

何的位置改变。证明思路如下：假设鱼眼镜头“虚

拟投影半球面”的空间坐标为（狓，狔，狕），成像至平

面的圆形图像对应的坐标为（狓１，狔１），纠正为方形

图像对应的坐标为（狓２，狔２），纹理映射回球面的坐

标为（狓３，狔３，狕３），则狓＝狓３，狔＝狔３，狕＝狕３。投影

回归过程如图２所示。

假设“虚拟半球面”上成像点犘 的空间坐标

为（狓，狔，狕）（球半径为犚，狔１≠０），其中，θ为犘 与

犣轴的夹角，φ为犘 投影在犡犗犢 平面的方位角。

等距投影到犡犗犢平面后，圆形鱼眼图像对应的

坐标为（狓１，狔１）（圆半径为犚１），与圆心的距离为

狉。校正后，方形图像对应的坐标为（狓２，狔２），方形

图像纹理映射到球体上的空间坐标为（狓３，狔３，狕３）

（球半径为犚３）。假定虚拟球面、纹理映射球体的

半径均为１个单位，即犚＝犚３＝１，圆形鱼眼图像

的半径也为１，经经纬映射法投影得到的方形图

像的边长值为π，由图２（ｃ）可得：

狉＝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φ＝ａｒｃｔａｎ（狔１／狓１）

由于球面与圆形图像是等距投影模型（图２（ｆ）），

可以得出：

图２　鱼眼图像的投影回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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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
犚１
＝
θ
π
２

θ＝
π
２
×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１）

　　综合上式及球面坐标公式，可推导得：

狓＝ｓｉｎ（
π
２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狓１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狔＝ｓｉｎ（
π
２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狔１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狕＝ｃｏｓ（
π
２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烅

烄

烆
）

（２）

由于圆形图像无法拼接，故先校正为方形图像。

校正方法采用经纬映射法，即球面的经纬度坐标

为投影平面的坐标值，为（狓２，狔２），由此可以推出：

ｔａｎ狓２ ＝
狔
狓

ｔａｎ狔２ ＝
狕

狓２＋狔槡

烅

烄

烆 ２



狓２ ＝ａｒｃｔａｎ（
狔
狓
）

狔２ ＝ａｒｃｔａｎ（
狕

狓２＋狔槡
２

烅

烄

烆
）

（３）

将式（２）代入式（３），可得：

狓２ ＝ａｒｃｔａｎ（
狔１
狓１
）

狔２ ＝
π
２
（１－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烅

烄

烆
）

（４）

　　由经纬映射法将方形图像纹理映射至球面全

景的过程中，因为（狓２，狔２）代表映射到球面的经纬

度，则经纬度与全景球面空间计算公式的推算过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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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下：

狓３ ＝ｓｉｎ（
π
２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狓１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狔３ ＝ｓｉｎ（
π
２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狔１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狕３ ＝ｓｉｎ（
π
２
（１－ 狓１

２
＋狔１槡

２

烅

烄

烆
））

（５）

经过数学运算，可得狓３＝狓，狔３＝狔，狕３＝狕。由此，

投影回归法的正确性得以证明。

２　具体测量方法

全景影像上两点之间的空间距离测量即为与

之匹配的点云内两个空间点之间的距离。与全景

影像像素相比，点云数据的角度分辨率远低于像

素的密集程度。因此，可通过两种方法实现全景

影像的测量问题：一是采用最近邻全景图像点的

点云数据取代全景图像点；另一种是通过计算相

邻全景图像点的点云数据获取该点的空间坐标

值。因此，如何确定球面上距离全景图像点最近

的点云中的点是解决全景影像测量的关键问题。

本文采用角度逼近法获取球面距离最近的点云数

据，即根据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角度搜索查找

最近的点云数据。

２．１　角度逼近法

角度逼近法是否正确需证明球面上相邻两点

的经纬度坐标差越大，两点之间的球面距离越大。

根据两点之间的球面距离，当两点位于同一经度

时，即θ１＝θ２，则：

犱＝犚× φ１－φ２ （６）

由 此 可 判 定 距 离 犱 与 纬 度 差 的 绝 对 值

φ１－φ２ 成正比，即两点在同经度时，纬度差绝

对值越大，球面距离越大。当两点位于同一纬度

时，φ１＝φ２，则：

犱＝犚×ａｒｃｃｏｓ［１－ｃｏｓ
２

φ１＋

ｃｏｓ２φ１ｃｏｓ（θ１－θ２）］ （７）

令犳（狓）＝犱／犚， 狓＝ θ１－θ２ ，犵（狓）＝１－ｃｏｓ
２

φ１

＋ｃｏｓ２φｃｏｓ狓，由于两点相邻，θ１－θ２ 在［０，π］区

间内，ｃｏｓ狓在狓∈［０，π］上单调递减，而ｃｏｓ
２

φ１∈

［０，１］，于是可以得出犵（狓）在狓∈［０，π］上单调递

减。犳（犵（狓））＝ａｒｃｃｏｓ［犵（狓）］在犵（狓）∈［０，１］区

间上单调递减，进而得出犳（犵（狓））在狓∈［０，π］上

单调递增，可见，距离 犱 与经度差的绝对值

θ１－θ２ 成正比，即两点在同纬度时，经度差绝对

值越大，球面距离越大。由此，角度逼近法的正确

性得以证明。

２．２　投影方式

全景影像主要有球形全景和立方体全景两种

表现方式。球面距离最近的相邻点并不符合立方

体面上的投影面距离最短，因此球形全景和立方

体全景均需通过搜索球面近邻点进行空间距离测

量。以下是立方体投影面距离相等点与球面投影

不一致的证明过程。

如图３所示，点犗为立方体和外接球的中心

点，点犆为立方体的一个顶点，点犅为立方体某

一面的中心点，点犃对应边长的中心点。因此在

立方体投影面上，犃犆 与犃犅 的距离相等，假设

犃犆的距离为１，则犃犅＝１，犃犗 槡＝ ２，犆犗 槡＝ ３，由

此可以得出 ∠犃犗犅＝４５°，ｓｉｎ∠犃犗犆 槡＝ ３／３，所

以∠犃犗犅≠∠犃犗犆，即犃 点分别与犅 点和犆 点

在球面上投影的球面距离并不相等。由此可得出

立方体投影面距离相等点与球面投影不一致，故

球形全景的空间测量须采用球面投影，而不能采

用立方体投影。

图３　立方体投影面距离相等点与

球面投影不一致

Ｆｉｇ．３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Ｅｑｕｉｄｉｓｔａｎｔ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Ｃｕｂ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２．３　具体算法

由于全景采集和激光扫描的光源发射点归一

为同一点，成像像素与激光点云均不存在遮挡关

系。全景影像中选取的点为投影球面上距离最近

的点，而非空间距离最近的点。具体算法如下：

１）已知犘点坐标，根据扫描参数设定搜索半

径，搜索距离犘 点最近的点云数据犘′。如果犘′

存在，则犘′为待测点。

２）假如犘′为无效点，即点云数据中不存在

该点，则以犘′为中心，将搜索半径扩大为２倍，顺

时针搜索最近的点。

３）如果搜索到有效点，将这些有效点与犘点

的球面距离进行排序，计算后的最近点为待测点。

４）如果未搜索到有效点，重复步骤２），直到

搜索到有效点为止。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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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面近邻点的搜索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全景影像近邻点搜索算法

Ｆｉｇ．４　Ｎｅａｒ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３　实验分析

本实验采用ＳＩＧＭＡ８ｍｍ鱼眼镜头采集鱼

眼图像。该镜头的水平和垂直视角分别达到

１２０°和１８０°。采用德国ＳＩＣＫＬＭＳ５１１激光扫描

仪获取全景点云数据。扫描仪设置的俯仰角度分

辨率分别为１°、０．５°、０．２５°，频率分别为５０Ｈｚ、５０

Ｈｚ、２５Ｈｚ。该实验采用旋转全景云台，根据鱼眼

镜头的光学结构和成像模式，将鱼眼镜头的成像

中心（黄色金属圈圆心）置于全景云台的旋转中心

位置，通过测量成像中心的高度和水平坐标，获取

光源归一点。同样，在进行点云采集时，将激光扫

描仪的发射中心置于该点，并把该点设为坐标原

点。鱼眼图像经纠正、拼接后从原点（球心，也是

视点）纹理映射到球面，全景影像与点云数据的匹

配结果如图５所示。本实验针对扫描仪不同的俯

仰角度分辨率，分别对１０ｍ、２０ｍ、３０ｍ的距离

进行了５组测量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测量精度

受点的分布情况影响不大，仅随角度分辨率和距

离的不同变化明显。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测量误差

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测量误差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角度分辨率／（°）
距离

１０ｍ ２０ｍ ３０ｍ

１ ≤１２ｃｍ ≤１９ｃｍ ≤３０ｃｍ

０．５ ≤６ｃｍ ≤１０ｃｍ ≤１７ｃｍ

０．２５ ≤３ｃｍ ≤５ｃｍ ≤８ｃｍ

　　表１的实验结果表明，使用该方法进行全景

影像测量，在近距离且具有较小角度分辨率的情

况下，可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另外，当点云数据

存在“空洞”时（如激光可穿透玻璃等材质），需要

图５　全景影像与点云数据的匹配

Ｆｉｇ．５　Ｍａｔｃｈｏｆ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Ｄａｔａ

根据影像信息进行“补洞”。此时，该区域的点云

精度将受周边点云和“补洞”算法的影响，本文未

对此展开专门研究。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全景影像采集和激光扫描的光传播

原理，提出了“虚拟投影球面”的假设，通过把全景

影像采集和激光扫描的光源进行归一重合，实现

了全景影像与激光点云在投影球面上的数据匹

配，并采用球面投影中的角度逼近法获取球面上

距离全景影像点最近的点云数据，并对不同扫描

仪俯仰角度的分辨率和测量距离进行了实验验

证，得到了稳定而满意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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