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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控制点约束影像的密集匹配
及其在考古发掘中的应用

张春森１　吕佩育１　郭丙轩２

１　西安科技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５４

２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针对大场景考古挖掘现场的三维重建情况，选取半全局匹配策略作为研究基础，设计了一种基于附加

控制点约束的半全局匹配算法进行序列影像密集匹配。将稀疏匹配中的特征提取和匹配技术用于提取初始

特征，并由这些初始特征转化的同名特征点，生成视差空间影像中的视差控制点，以此作为一种可靠的约束，

提高其密集匹配的精度。同时，采用影像分块的策略，将原始大核线影像分成若干对小核线影像，进行密集匹

配，以达到提高计算效率，改善计算结果的目的。实验证明，该方法可实现大面积考古挖掘现场的快速三维重

建，并且能够在进行文物形态三维重建的同时获取挖掘现场文物分布的正射影像平面图，为准确记录挖掘现

场文物分布位置及考古发掘、调查及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等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影像匹配；ＳＧＭ算法；三维重建；文物考古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密集匹配的三维重建是在恢复影像序列

方位元素的基础上，通过获取逐像素的视差值，根

据已知的方位元素逐像素地恢复三维位置信息，生

成密集三维点云，最终实现景物三维重建。该过程

可根据影像的彩色信息生成彩色点云，能更加逼真

地实现目标物数字地面模型（ＤＥＭ）或数字表面模

型（ＤＳＭ）的获取以及模型的建立。因此，采用序列

影像生成三维彩色点云数据不失为一种理想的三

维重建方式。近年来，虽然三维激光扫描（ＬｉＤＡＲ）

技术迅速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１，２］，但其

系统价格昂贵，并且当场景范围较大时，一个完整

的场景往往需要几十次乃至上百次的扫描，受扫描

范围大小的限制。而点云噪声的存在，使点云拼接

及与数字影像的配准误差大量累积，导致所建三

维模型的精度大大降低，或者因误差过大不可能进

行三维建模。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根据需要，遗址中一些重

要的迹象需有计划地去除。传统方法使用绘图、

照相、摄像和文字记录等手段纪录遗迹、遗址的几

何信息和三维形态，无法保证其精确性，也不能为

后来的研究、展示等提供必要的资料。如何保留

遗迹在不同阶段的信息资料，又不影响发掘、研究

工作的继续进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的课

题［３］。

针对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特点，本文以秦陵百

戏俑坑现场考古发掘为例，利用数字近景摄影测

量方法，对采用非常规方式获取的发掘现场序列

影像进行基于控制点约束序列影像密集匹配，在

此基础上计算其三维空间坐标，生成三维彩色点

云数据，实现挖掘现场文物景观三维重建。实验

结果表明：采用本文方法进行考古发掘现场三维

重建，可达到与三维激光扫描方法相同的视觉效

果；并且能够在进行文物形态三维重建的同时，获

取挖掘现场文物分布的正射影像平面图、文物矢

量等值线图等数据。这为准确提供挖掘现场文物

分布位置、密度等情况，以及考古发掘、调查、遗址

保护规划编制等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思路与流程

本文所用的考古挖掘现场序列影像数据采用

非常规方式获取，所得影像与常规摄影测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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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相比，存在基高比，影像倾角较大，姿态不稳

定。较大的地物高差变化会导致影像匹配的视差

范围较大。若直接利用整幅影像的视差范围进行

密集匹配，不但会造成大量的冗余计算，还会影响

匹配结果的质量，容易产生更多错误匹配。因此，

本文在对半全局匹配 （ｓｅｍｉ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ＳＧＭ）算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适合考古

挖掘现场序列影像密集匹配的附加控制点约束的

半全局立体匹配 （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ｍｉ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ｅｒｅｏ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ＧＣＰＳＧＭ）算法，根

据在挖掘现场坑底布设的控制点，通过空中三角

测量解算，得到精确的影像外方位元素。将稀疏

匹配中的特征提取和匹配技术用于提取初始特

征，并利用这些初始特征转化的同名特征点ＧＣＰ

生成视差空间影像中的视差控制点 ＧＣＰ。利用

视差控制点作为先验知识，将一定的权值引入能

量函数最小化的求解过程中，实现基于控制点约

束的半全局密集匹配。通过计算影像的视差图，

生成三维点云。在此过程中，为加快计算速度，将

影像序列分块，在满足分块间重叠度的条件下，利

用ＧＣＰＳＧＭ 方法对每一对分块影像进行处理，得

到分块视差图。随后依据一定的合并原则对分块

影像进行合并，根据完整视差图和原始影像的纹理

信息，最终得到整个挖掘现场的三维彩色点云。

２　附加控制点约束的犛犌犕方法

Ｓｃｈａｒｓｔｅｉｎ
［４］对几种常见的密集匹配算法进行

了分类和评价，将密集匹配算法分为局部算法和全

局算法。本文在 Ｈｉｒｓｃｈｍüｌｌｅｒ
［５８］提出的半全局立

体匹配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改进，试图给出一种适

合考古挖掘现场序列影像立体密集匹配的方法。

ＳＧＭ方法基于逐像素匹配的互信息思想，用大量

一维约束逼近一个全局的二维平滑约束，逐像素计

算代价函数值，实施多方向动态规划，拟合和逼近二

维路径的最小代价值，从而获得最优视差值的密集

匹配方法。其基本步骤包括匹配代价计算、匹配代

价聚合、视差估计及视差精化。

２．１　匹配代价计算

代价函数是对应像素间匹配相似度的度量值。

在密集匹配算法中，匹配代价值的计算覆盖每个像

素在视差范围内的各个视差值，产生视差空间影

像。实验证明，单一的代价函数并不能适用于所有

的场景结构。考虑到考古挖掘现场场景的复杂性，

采用绝对差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Ｄ）和互信息

（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Ｉ）结合的方法作为代价函

数。这是因为，ＡＤ方法计算简单，速度快，是一种

独立于场景的代价函数，但它不能抵抗辐射变化，

对采样和噪声敏感，且只能考虑当前像素的颜色

值，缺乏整体性；ＭＩ方法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匹配代

价函数，能够抵抗影像的辐射变化，对记录和光照

变化不敏感，对重复纹理区域处理效果较好。

ＡＤ方法由一对待匹配像素的灰度值相减再

取绝对值实现，而 ＭＩ方法则根据两幅影像的联

合灰度分布来计算匹配代价［９，１０］。在分别计算两

个匹配代价犆ＡＤ和犆ＭＩ后，将它们规划到各自的范

围内（本文犆ＡＤ范围为０～２５６，犆ＭＩ范围为０～

１０２４），然后线性加和：

犆＝ω×犆ＡＤ＋（１－ω）×犆犕犐　 （１）

式中，ω为权值，本文设为０．５。利用式（１），可以

综合两种匹配代价函数的优点，使匹配结果不单

一依赖于某一种代价函数。

由于 ＭＩ方法的计算结果依赖于初始视差，

为了提高 ＭＩ方法的准确度，本文采用分层迭代

方式计算匹配代价［１１］。即在金字塔影像的每一

层计算 ＭＩ时，都利用上一层的结果视差图作为

初始值，在金字塔影像的最顶层，即第一次迭代

时，初始视差图采用ＡＤ方法计算。

２．２　附加控制点约束的多方向动态规划

由于影像噪声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匹配代

价有时并不能完全反映两个像素的匹配程度，常

会出现错误视差的匹配代价优于正确视差的匹配

代价的情况，从而影响视差估计。因此，要得到准

确的最优的视差值，就需要进行匹配代价聚合，提

高匹配代价的准确性。ＳＧＭ 算法通过多个方向

的动态规划求解在图像二维关系中寻找最优路径

的问题。但对于考古挖掘现场序列影像，实验中

仍存在匹配结果中的“一对多”或者“多对一”的病

态问题。

为此，本文给出附加控制点约束的多方向动

态规划策略，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控制点的视差，自

适应地确定动态规划过程中不同区域的视差搜索

范围，以此减少搜索代价及增加对应问题的求解

约束。在搜索过程中，将控制点的视差约束引入

全局能量函数的计算当中，消除路径代价中的累

加噪声，提供匹配指导，获得正确的唯一解。即在

ＳＧＭ算法的代价聚合基础上附加控制点约束，把

控制点当作一个附加约束，帮助引导视差选择。

其中，控制点主要来源于空三过程由特征点或者

特征线匹配获得的同名像对。将空三过程匹配的

影像连接点换算到核线影像上，若所得匹配点的

上下视差小于一个像素，则可以作为密集匹配的

６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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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点。为了避免硬性地加入控制点约束带来的

误匹配，采取加权的方式来衡量控制点的可靠性，

用特征点在序列影像中出现的次数来定义控制点

的权值。当在视差图的某个像素处出现控制点

时，能量函数的第二项根据控制点的权值适当减

小，即让该像素上的最终视差选择尽量趋近控制

点所表达的视差值。

控制点作为一种额外的约束来强化求解的条

件，降低了匹配过程中的二义性。控制点越可靠，

该点上代价计算对于邻域信息的依赖程度越低。

２．３　视差估计及精化

本文采用胜者为王（ｗｉｎｎｅｒｔａｋｅａｌｌ，ＷＴＡ）

方法来进行视差估计，逐像素地选择最小的聚合

代价，并将匹配代价最小的视差作为该像素的最

优视差：

犱狆 ＝ａｒｇｍｉｎ
犱

犆′（狆，犱） （２）

式中，犱狆 为当前视差；犆′（狆，犱）代表像素狆在视

差犱下的匹配代价。

由此得到的视差图有可能由于遮挡或者误匹

配而存在错误的视差。为此，可通过视差精化去

除改正这些错误视差，进而得到最终视差图。此

处的视差精化又包括显著性检验、左右一致性检

验及子像素估计等内容。

显著性检验就是检查每一个像素的所有视差

中，最小代价与次小代价相比是否足够小；若否，则

将该像素的视差设为无效［１２，１３］。为消除由于遮挡

和噪声造成的错误匹配，分别以左影像和右影像为

基准计算两幅视差图，若视差正确，左右影像的视

差应该正好对应。因此，可以通过左右一致性检验

找出错误的视差，逐像素比较对应像素的视差，若

视差相差超过一个像素则设为无效值［１４］。需要指

出的是，通过以上过程得到的视差值是整数，然而

整数视差通常不足以表达精确的匹配关系，由此生

成的点云变化可能不连续，会出现断层或分层现

象。因此还需要进行子像素估计［１５］，将像素视差

精确到子像素级。整个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３　影像分块处理及点云数据生成

　　对照常规摄影测量获取影像时的摄影高度，

本文所获考古挖掘现场序列影像，存在坑底地物

高差变化较大的问题；因此，本文获取的考古挖掘

场景序列影像较之航高，其地物的高差变化较大，

导致影像匹配的视差范围过大。若利用这个视差

范围进行密集匹配，会造成大量的冗余计算，影响

匹配质量。同时，由于视差范围过大，作为中间结

图１　附加控制点约束的ＳＧＭ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ｏｆ

ＳＧ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果的视差空间影像（ＤＳＩ）也会过大，可能导致计

算过程中内存不足，计算缓慢，甚至死机等现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影像分块的策

略，将原始大核线影像分成若干对小核线影像，然

后进行密集匹配。由于本文数据拍摄区域的高差

变化规律比较明显，视差分布很有规律（坑底的视

差较小，顶部视差大），影像分块所得的小块核线

影像的视差范围一般都比大影像的视差范围小很

多。因此，对于每一对小核线影像，利用小影像内

的控制点重新估算视差范围，再根据这个视差范

围进行密集匹配，以达到减少冗余计算、提高计算

效率、改善计算结果的目的。

影像分块方法具体如下［１６］：对于左影像，以

第一行最小视差列的像素（０，犱ｍｉｎ）作为第一小块

影像的第一个像素，取１０００像素×１０００像素的

小块影像（小块影像的大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本文取１０００像素×１０００像素）。然后沿水

平和竖直两个方向依次取小块影像，为了保证匹

７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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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结果的小块视差图之间不产生空隙，每个相邻

小块影像之间要有一定的重叠范围（本文重叠范

围固定为３００像素）。对于右影像，通过左片小块

影像范围内的控制点估计新的视差范围，利用该

视差范围的最小视差找到对应右片小块影像的范

围，取同样大小的影像作为对应的右片小块影像。

这样就可以将一对大核线影像分成若干对小核线

影像，且每对影像之间有一定的重叠区域。

在影像分块以后，分别对每一对分块核线影像

进行密集匹配，得到对应的分块视差图。然后将这

些视差图进行合并，即可得到大核线影像的视差

图，其中视差图重叠部分的视差可以用几个视差值

的平均值代替，也可以通过带权相加的方式得到。

在完成密集匹配得到核线影像的视差图后，

逐对像素地进行前方交会，计算得到物方点三维

坐标［１７］。从左核线影像上取对应像素的颜色值，

并赋给相应物点，即可得到单对影像的三维彩色

点云。将所有单对影像的三维点云合并，生成整

个测区的三维点云。

４　实验与分析

基于控制点约束序列影像密集匹配大场景考

古挖掘现场三维重建包括场景序列影像获取，非

量测相机检校，基于控制点约束序列影像密集匹

配场景三维重建及正射影像制作等内容。

本文以秦陵百戏俑坑３号过洞挖掘现场为

例。该俑坑范围长约２０．５ｍ，宽约３．２ｍ，深约

４．５ｍ。事先在坑底均匀布设一定数量的控制点，

在距坑底位置高度大约６ｍ的悬空缆绳上安装非

量测数码相机，遥控拍照获取挖掘现场序列影像。

拍摄共分三个航带摄取整个俑坑影像，摄影相片

航向重叠度约９０％，旁向重叠度约８５％。整个测

区共拍摄像片８３张。挖掘现场如图２所示，获取

序列影像如图３所示。

图２　挖掘现场影像获取

Ｆｉｇ．２　ＤｉｇＳ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图３　考古现场序列影像（部分）

Ｆｉｇ．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Ｐａｒｔ）

　　相机检校采用检校精度高、稳定性好的三维

检校控制场进行，以基于稀疏矩阵的自检校光束

法平差为相机检校模型。影像相关数据及相机检

校结果如表１、表２所示。其中，犽１～犽３，狆１～狆３

分别为相机镜头径向与切向畸变差系数。

表１　秦陵百戏坑相机影像数据

Ｔａｂ．１　Ｃａｍｅｒａ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ｏｆＱｉｎｓｈｉｈｕａｎｇ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ＡｃｒｏｂａｔｉｃｓＰｉｔ

相机型号 像幅大小／ｍｍ 像素分辨率 像素大小／ｍｍ 航高／ｍ 地面分辨率／ｍ 影像数量

ＮｉｋｏｎＤ３Ｓ ３６．０×２３．９ ４２５６×２８３２ ０．００８４ ６ ０．００１９６ ８３

表２　秦陵百戏坑相机检校参数

Ｔａｂ．２　Ｃａｍｅｒａ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Ｑｉｎｓｈｉｈｕａｎｇ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ＡｃｒｏｂａｔｉｃｓＰｉｔ

焦距／ｍｍ 狓０／ｍｍ 狔０／ｍｍ 犽１ 犽２ 犽３ 狆１ 狆２

２５．６ －０．００４１１４５３９ －０．１７３４２７５４ ３．１８８３×１０－５ １．４８７７４×１０－８ ８．３３９７９×１０－１２ ２．６１０４４×１０－６ －４．３６８４８×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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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挖掘坑底控制点信息对序列影像进行空

三解算，计算影像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生成成对的

核线影像及其他密集匹配所需信息。采用本文所

给ＧＣＰＳＧＭ方法进行影像密集匹配，最终生成

三维彩色点云。图４为局部匹配视差图及点云效

果图，图５为３号过洞坑底三维彩色点云效果图。

图４　局部匹配结果及点云效果图

Ｆｉｇ．４　Ｌｏｃａ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图５　坑底三维彩色点云效果图

Ｆｉｇ．５　Ｐｉｔ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Ｃｏｌｏｒ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实验发现，在坑底密集匹配所得的点云密度

足以表达陶俑的形态，但是对于坑壁这样垂直于

基线方向的面，由于像素个数有限，生成的点云比

较稀疏。图５真实反映了考古开挖现场文物提出

前的文物分布状况，其效果与三维激光扫描系统

所得数据视觉效果相当。借助事先在坑底布设的

控制点对三维重建结果精度进行分析，总体精度

在３ｃｍ范围之内。在进行文物形态三维重建的

同时，利用密集匹配结果生成ＤＳＭ，进而获取挖

掘现场文物分布的正射影像平面图［１８］。图６为

在获取的挖掘现场正射影像图上勾绘得到的文物

提取前坑底的陶俑遗迹平面图。图６在一定程度

上能准确提供文物挖掘现场文物分布位置、密度

等情况，为后续考古研究和文物遗迹的保护提供

必要的基础信息资料。

图６　陶俑遗迹平面图

Ｆｉｇ．６　ＴｏｍｂＲｅｌｉｃｓＦｌｏｏｒ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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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本文以秦陵百戏俑坑３号过洞挖掘现场为

例，采用非常规摄影测量方式，利用考古挖掘现场

序列影像，基于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方法，给出了一

种适合考古挖掘现场序列影像密集匹配的、附加

控制点约束的半全局立体匹配算法。该算法在空

三提取的同名点特征的基础上，转化出视差影像

空间中的视差控制点，以此作为一种可靠约束，提

高密集匹配精度。同时，针对所处理影像，给出了

影像分块处理策略。将原始大核线影像分成若干

对小核线影像，提高了计算效率；另外，由于分块

匹配可为每个影像块单独计算匹配的视差范围，

既避免了整体计算使用同一个视差范围造成计算

冗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匹配的二义性。实

验结果表明，本文给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所给影像

存在的基高比及影像倾角大，姿态不稳定，以及地

物高差相对航高变化大等不利于影像匹配的问

题。从生成的三维彩色点云所表达的挖掘现场三

维重建效果看，该方法达到了三维激光扫描方法

所得数据相同的视觉效果。在进行三维重建的同

时，采用该方法还可获取挖掘现场文物分布的正

射影像图，进而得到文物提取前坑底的陶俑遗迹

平面图，为后续考古研究和文物遗迹的保护提供

必要的基础信息资料。本文创造性地将数字近景

摄影测量应用于大场景考古挖掘现场三维重建及

正射影像制作中，极大地拓展了数字考古技术手

段，同时也大大地拓宽了数字近景摄影测量的应

用领域，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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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４０卷第１２期 张春森等：基于控制点约束影像的密集匹配及其在考古发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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