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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捷式小型物体三维重建方法

郑顺义１　王晓南１　马　电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方便普通民众（仅需利用手机和电脑）快速制作小型物体三维模型的方法。首先围绕物体

拍摄若干张影像，然后快速恢复每一张影像的内外方位元素，使用图割法半自动提取物体的轮廓线，最后利用

轮廓线信息快速生成物体的数字三维模型。通过模拟实验讨论了方法的理论精度，并通过真实实验数据验证

了方法的有效性。本文方法适用于任何材质的静态物体，可以解决影像匹配或激光扫描所不能解决的三维重

建问题，通过选择人工背景解决了稳健姿态恢复问题，通过算法优化降低了计算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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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体的数字化三维重建是增强现实、三维测

量、逆向工程等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现实

世界中的感兴趣目标转换为数字三维模型，用于

虚拟展示、形状分析、３Ｄ打印等目的。个人电脑、

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ＣＰＵ和ＧＰＵ计算

性能的提升，网络社交的兴起等要素结合起来，使

得个人手拍影像，并能建立三维模型，进行自娱自

乐并发布的时代到来了，这样的预测或期待越来

越接近现实，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关注［１］。

多视匹配［２］是从二维影像到三维模型的基本

方法，在计算机视觉和摄影测量领域已有大量成

熟可靠的匹配算法［３５］。然而此类方法对物体的

纹理特性和反射折射特性十分敏感，它只适用于

纹理丰富且具有朗伯特均匀漫反射表面的物体，

这大大限制了此类方法的适用范围。

另一种由二维影像建立三维模型的方法是基

于轮廓线的方法，Ｂａｕｍｇａｒｔ
［６］最早提出了此类方

法的思想；Ｌａｕｒｅｎｔｉｎｉ
［７］首先实现了此类方法并提

出了视外壳（ｖｉｓｕａｌｈｕｌｌ）的概念；Ｍａｔｕｓｉｋ
［８］、

Ｓｉｎｈａ
［９］和Ｙｅｍｅｚ

［１０］分别使用不同的影像采集系

统实现了此类方法，但它们都需要经过繁琐的标

定和精密的控制，带有很强的实验室性质；Ｌａｚｅｂ

ｎｉｋ
［１１］和Ｆｕｒｕｋａｗａ

［１２］在Ｓｉｎｈａ的研究基础上总

结出支撑轮廓线的脊线（ｒｉｍ）的概念，但精确定位

脊线需要用到影像匹配，这在适用性意义上是一

种退化；曹煜［１３］利用两块平面反射镜来实现单张

影像获取五个视角的虚像，是一种便捷的方法，但

五个视角不足以实现较高精度的三维重建，文中

也没有给出拍摄多张影像如何进行姿态恢复的方

法；Ｌｉａｎｇ等
［１４］使用视角相近的影像来确定轮廓

交叉点，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影像数量少、视角分

散的情况；ＤíａｚＭáｓ
［１５］、Ｈａｒｏ

［１６］等研究了如何在

影像的轮廓线存在误差（或错误）的情况下保证重

建的正确性，但他们没有考虑如何直接在影像上

降低轮廓线的误差。由于用体素来表示三维模型

会在精度上依赖于体素的分辨率，因此Ｘｉａ等
［１７］

提出了一种内插轮廓线的方法，但其使用的轮廓

线图像仍然是二值图像，轮廓边缘的锯齿现象并

没有得到改善。基于视频流和轮廓线的三维重建

也用于模式识别［９，１８］，但这一领域对模型精度的

要求较低，重建的模型不适用于虚拟展示等目的。

手机是日常生活最常用的工具，本文研究了

如何从手拍影像建立三维模型，重点解决的关键

问题有：①通过对背景的设计，稳定可靠地获取每

张影像的内外方位元素；②在复杂背景下，方便快

捷地提取物体的轮廓线；③以较低的计算成本快

速生成三维模型，最终实现一种方便快捷、稳定可

靠的三维重建方法，为个人手拍、建立三维模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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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发布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１　便捷式小型物体三维重建方法

本文使用手机摄像头（或其他便携式设备）按

自由方位采集影像，无需精密的人工标定物或机

械转台，但要求在物体下面放置一张纹理丰富且

符合朗伯特反射的材料（如报纸），物体和背景材

料保持相对静止。本文方法的流程图见图１。

图１　本文方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

１．１　计算内外方位元素

以随意性选择的环境为背景，往往由于纹理

匮乏、镜面反射等原因无法获取稳定可靠的同名

点，在特意选择纹理丰富的背景下，用ＳＩＦＴ特征

匹配可以获得大量稳定的同名点，影像的内外方

位元素可以使用从运动到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ｍｏｔｉｏｎ，ＳＦＭ）的方法获取
［１９２１］。匹配同名点之

后，使用具有鲁棒性的随机抽样一致性算法（ｒａｎ

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ＲＡＮＳＡＣ）确定影像两

两之间的关系（核线关系、单应关系或者不重叠），

存在核线关系的构成立体像对。然后根据立体像

对之间的公共点将所有立体像对连接构成自由

网。最后利用光束法平差（ｂｕｎｄｌ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做

整体优化［２２，２３］。本文所使用的相机模型如下（由

于手机的自动对焦功能，每张影像具有独立的内

方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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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式（３）中，∝代表齐次等于（正比于）；（狓，

狔）代表影像上以左下角为原点、以像素为单位的

像点坐标；狑 代表影像宽；犺代表影像高；影像中

心（狑／２，犺／２）为像主点；犳代表以像素为单位的

主距；（Δ狓，Δ狔）代表像点畸变；犽１ 代表归一化的

径向畸变参数；犚
３×３

代表旋转矩阵；犡，犢，（ ）犣 代表

对应的物方坐标；（犡狊，犢狊，犣狊）代表影像的摄影中

心在物方坐标系中的坐标；（狇０，狇１，狇２，狇３）代表单

位四元数，用来表示旋转。在以上参数中，像主点

固定，需要解算的内方位元素有犳和犽１，外方位

元素有（犡狊，犢狊，犣狊）和（狇０，狇１，狇２，狇３）。

以上方法可以稳定可靠地获取影像参数，避

免了采用专门设计的标定板或其他实验装置，大

大增加了该三维重建方法的灵活性。

１．２　提取轮廓线及高斯平滑

全自动提取轮廓线的方法一般要求背景色调

单一，这与§１．１要求使用纹理丰富的材料作为

背景是矛盾的，而全手工勾勒轮廓线的工作量大，

十分耗时。考虑到物体的轮廓线是两边色调差异

较大的分界线，故使用图割法［２４，２５］来半自动分离

影像中的物体和背景，Ｓｃｈｍｉｄｔ
［２６］为平面图割提

供了一种快速实现。如图２所示，首先人工在影

像指定物体和背景，然后构建有向图，最后求解网

络最大流量最小割集问题，得到物体和背景的分

割结果，如果分割有不合理的地方，则增加人工指

定物体或者背景（如图２（ａ）中的牛角处增加指定

背景），直到认为分割结果合理为止。

图２　基于图割法的背景分割

Ｆｉｇ．２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ｉａＧｒａｐｈＣｕｔｓ

在完成背景分割之后，得到一幅二值图像，灰

度值２５５代表物体，灰度值０代表背景（图２（ｃ）），

而灰度值等于１２８的等值线称为轮廓线。如果使

用最邻近内插（图３（ａ）），则轮廓线含有明显的

“锯齿”效应，使用双线性内插（图３（ｂ）），则轮廓

线呈“波浪”线状，起伏有０．２像素。为了削弱这

种现象，本文对二值图像先进行一次高斯平滑（图

３（ｃ）），然后使用双线性内插，更加符合实际形状。

可见，自动、快速、稳定的轮廓提取方法大大缓解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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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影像数增加所带来的轮廓线提取的工作量。

图３　灰度值为１２８的等值线（轮廓线）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ＧｒｅｙＶａｌｕｅＥｑｕａｌｓ

１２８（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１．３　生成体素

给定三维空间内的一个立方体，将其均匀地分

割为犖×犖×犖 份（本文中犖＝５１２），其中每一个

最小单元的立方体称为一个体素（ｖｏｘｅｌ），假设物体

位于立方体内部，则所有与物体表面“相交”的体素

的集合称为该物体的体素模型。Ｍａｒｔｉｎ
［２７］最早使

用体积分割（ｖｏｌｕｍｅｓｅｇｍｅｎｔ）的方法来重建三维形

状，然后发展为基于体素和八叉树的方法［２８］，以及

基于体素和交叉点的方法［２９］，这两种方法的时间

复杂度均为犗（犕×犖２），其中犕 是影像的数量。

但两种方法都存在冗余计算，其中八叉树方法的

冗余计算量在一倍以上（考虑一个有效的ＯＮ节

点，其父节点的８个子节点中平均有４个为 ＯＮ

节点，其余为冗余计算）。本文通过引入两种技术

来降低生成体素模型的计算成本。

１）基于交比（ｃｒｏｓｓｒａｔｉｏ）不变量的像点坐标

快速计算。交比是射影几何中的不变量，在消除

影像的畸变之后，空间直线与其在影像上的投影

直线存在射影变换关系，如图４（ａ）中共线的四点

满足式（４）和式（５）：

（犪，犫；犮，犱）＝ （犃，犅；犆，犇）＝

（犃－犆）（犅－犇）
（犃－犇）（犅－犆）

＝
１－狓
狓

＝狉

狓∈ １／犖，２／犖，…，犖－（ ）１／｛ ｝

烅

烄

烆 犖

（４）

狓犱 ＝
狉狓犪（狓犫－狓犮）－狓犫（狓犪－狓犮）

狉（狓犫－狓犮）－（狓犪－狓犮）
＝

　　（狉犓１＋犓２）／（狉犓３＋犓４）

狔犱 ＝
狉狔犪（狔犫－狔犮）－狔犫（狔犪－狔犮）

狉（狔犫－狔犮）－（狔犪－狔犮）
＝

　　（狉犓５＋犓６）／（狉犓７＋犓８

烅

烄

烆 ）

（５）

其中，狉代表交比，已知一条直线上三个点的坐标

值后，可以根据式（５）计算该直线上任意点的像点

坐标；犓１～犓８ 为该直线的系数。由于体素的顶

点位于规则格网点上，沿狓方向的每一条直线的

起点、终点和中点与直线上其他点组成的四点的

交比狉可以事先计算好，利用式（５）计算像点坐标

比利用式（１）的计算量小一半以上。

２）基于三维种子填充（ｆｌｏｏｄｆｉｌｌ）技术的体素

模型快速提取。考虑三维空间内的任意一点（犡，

犢，犣），如果它在任何一张高斯平滑后（图３（ｃ））的

分割影像犻上的像点（狓犻，狔犻）处的灰度值犌犻（狓犻，

狔犻）小于给定的阈值（１２８），则它位于物体外部

（ＯＵＴ），否则位于物体内部（ＩＮ）。

犛（犡，犢，犣）＝

ＯＵＴ，犌（犡，犢，犣）＝

　　 ｍｉｎ
犻＝１，…，犕

犌犻（狓犻，狔犻（ ））＜１２８

ＩＮ，

烅

烄

烆 其他

（６）

　　对于一个体素，若８个顶点中既存在 ＯＵＴ

属性的顶点，又存在ＩＮ属性的顶点，则该体素与

物体表面“相交”，称为ＯＮ体素，如图４（ｂ）所示。

这种判断方法并不严密，如图４（ｃ）中标记“”的

格子，这种误差与体素的分辨率有关，当使用八叉

树方法时，由于上层体素分辨率低，容易产生误差

并会向下层传递，使用本文种子填充方法则不存

在误差传递的问题。对于体素的１２条边，若某条

边的两个顶点分别具有ＯＵＴ属性和ＩＮ属性，则

该边与物体表面“相交”，称为交叉边（图４（ｂ）中

水平的四条边）。根据以上定义，有如下推论：

① 与ＯＮ体素的一条交叉边相邻的３个体素也

是ＯＮ体素；② ＯＮ体素的１８邻域（２６邻域减去

８个顶点相邻的）的体素中必有ＯＮ体素。

图４　生成体素模型的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ＶｏｘｅｌＭｏｄｅｌ

综上所述，基于三维种子填充算法的流程如

下：

１）建立一张犖×犖×犖×１ｂｉｔ的属性表（记

录体素是否已被填充），一个待遍历的体素队列和

一个ＯＮ体素链表。

２）沿一条直线搜索到第一个ＯＮ体素，修改

属性表为已填充，并把它加入到队列。

３）从队列中取出一个体素，加入到链表，并

遍历与其交叉边相邻的体素（必为ＯＮ体素），如

果属性表为未填充，则修改为已填充，并加入到队

列，重复这一步骤直至队列为空，此时链表中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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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就是所有ＯＮ体素的集合。

图４（ｃ）展示了一个二维的种子填充过程，其

中的数字为填充顺序，犃犅犆列对应于图４（ａ）中的

犃犅犆点，标记“”的格子是由于体素的分辨率不

足导致的误差。相对于八叉树算法，三维种子填

充算法的优点是不存在冗余计算，缺点是当场景

中存在两个以上的物体时，由于两个物体之间是

不连通的，将只能得到一个物体，八叉树算法则不

受连通性影响。三维种子填充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是犗（犕×犖２），属性表的空间复杂度是犗（犖３），

队列的空间复杂度是犗（犖），链表的空间复杂度

是犗（犖２）。

１．４　生成网格及优化

从体素到网格，Ｌｏｒｅｎｓｅｎ
［３０］提出了移动立方

体（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ｃｕｂｅｓ，ＭＣ）方法，根据体素８个顶

点属性值的不同可以分为２５６种情况，考虑到立

方体的对称性，Ｌｏｒｅｎｓｅｎ将其归结为１５种情况，

对于每一种情况，手动指定一种构建三角网格的

方法，记录为查找表（图４（ｂ）是其中一种情况）。

由于１５种情况中的７种存在多义性问题，Ｃｈｅｒｎ

ｙａｅｖ
［３１］将其扩展成了３３种情况，并提供了一个

增强的查找表。

本文使用 ＭＣ算法由体素模型生成三角网

模型，无论是在曲率较大的区域，还是在相对平坦

区域，三角形的大小和数量都是均匀的，而我们希

望得到的模型是在曲率较大的区域，三角形具有

较小的面积和较多的数量，在相对平坦的区域，三

角形具有较大的面积和较少的数量，因此本文进

一步对三角网模型进行简化［３２］。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基于轮廓线的三维重建方法所能达

到的理论精度，以及不同视角照片的数量与模型

精度的关系，设计如下模拟实验。使用３ｄｓｍａｘ

软件设计一个哑铃状的模型（图５（ａ）），既含有凸

面，又含有马鞍面，模型尺寸为１０００ｍｍ×１０００

ｍｍ×１１００ｍｍ。设计虚拟相机的尺寸为２０００

像素×２０００像素，主距为４０００像素，拍摄距离

为５０００ｍｍ，绕物体轴线旋转一周模拟拍摄３２

张影像，分别使用其中的４、８、１６、３２张影像做基

于轮廓线的三维重建，得到的模型如图５所示。

各个模型与真实模型的误差如表１所示，最大误

差是指模型上一点到真实模型上最近点的距离的

最大值，平均误差是指所有误差的几何平均数，相

对精度是指平均误差与模型尺寸（１０００ｍｍ）的

比值，相邻行精度的倍数关系反映了影像数量增

加一倍对模型精度的影响。从表１中数据可以看

出，模型的精度随着影像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模

型精度提高的速度渐缓，如最后一行影像数增加到

原来的２倍，精度只增加到原来的１．６倍，因此适

当地选择影像数量可以均衡模型的质量和工作量。

图５　三维模型的正视图和俯视图

Ｆｉｇ．５　ＦｒｏｎｔＶｉｅｗａｎｄＴｏｐＶｉｅｗｏｆ３ＤＭｏｄｅｌｓ

表１　不同重建模型与真实模型的误差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ｏｄｅｌ

影像

数／张

最大误差

／ｍｍ

平均误差

／ｍｍ

相对

精度

相邻行精度

倍数关系

４ ９０．１８ ２５．１０ １／４０ 

８ ３３．９７ ４．５７ １／２１９ ５．５

１６ ９．１９ １．２０ １／８３３ ３．８

３２ ３．１８ ０．７５ １／１３３３ １．６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将一个陶瓷材

质的水牛实物放在一张摊开的报纸上，用手机（华

为Ｔ８８３３）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拍摄３２张影像（图

６（ａ）），影像尺寸为２０４８像素×１２２８像素，拍摄

距离为３００～６００ｍｍ，使用ＳＦＭ 方法计算出内

外方位元素，由于自动对焦，影像的主距为１９９０

～２１００像素，影像的位置和姿态如图６（ｂ）所示。

为了便于比较，用结构光扫描仪对水牛实物进行

扫描，获取一个精度为０．０３ｍｍ的模型作为参考

模型（图７（ａ）），参考模型的尺寸为９０ｍｍ×４６

ｍｍ×４８ｍｍ。

在每张影像上用§１．２的方法提取出轮廓

线，然后分别用文献［１０］的方法和本文§１．３、

§１．４的方法生成模型，如图７（ｂ）、７（ｃ）所示。可

以看出，在物体的凸面、马鞍面部分（腿部、头部

等）有较为接近参考模型的形状，而物体的凹面部

分（尾巴等）没有反映出真实形状。另外，本文方

法生成的模型更光滑，这是受轮廓线高斯平滑和

三维模型简化的影响。由于扫描仪的坐标系和

ＳＦＭ的坐标系比例尺不一致，故使用绝对定向将

后者统一到扫描仪的坐标系中，这样可以将扫描

模型作为真值进行比较，结果见表２，其中相对精

度指平均误差相对于模型尺寸（９０ｍｍ）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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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２可以看出，本文方法与现有同类方法的精

度相当，效率有所提高。方法的效率可以反映其

计算量的大小，在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计算终

端逐渐普及的今天，将三维重建方法做到便携式

设备中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而计算量越小，意味着

便携式设备可以工作更长的时间。

真实物体实验的结果并没有达到模拟实验中

同等数量影像（３２张）的相对精度，这是由于真实

物体的形状复杂，一方面存在“凹面”等不能够被

基于轮廓线的方法所重建的区域；另一方面，影像

的姿态分布较为分散，而模拟实验中的影像是分

布在一个圆环上的，因此同等数量的影像（３２张）

其效果是不同的。另外，真实影像的背景复杂，在

提取轮廓线时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图６　多视影像和其拍摄时的位置与姿态

Ｆｉｇ．６　Ｍｕｌｔｉｖｉｅｗ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７　三种方法重建的水牛模型的正视图和俯视图

Ｆｉｇ．７　ＦｒｏｎｔＶｉｅｗａｎｄＴｏｐＶｉｅｗｏｆＢｕｆｆａｌｏ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２　本文方法与文献［１０］方法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０］

方法
最大误差

／ｍｍ

平均误差

／ｍｍ

相对

精度

三角形

数量／个

耗时

／ｓ

文献［１０］ ４．４５ ０．３１ １／２９０ １６９７５６ １０８

本文 ４．２０ ０．２８ １／３２１ １０９０６２ ２４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轮廓线的便捷式小型物

体三维重建方法，该方法不受时间、场景、光照、材

质和辅助设备的限制，仅需少量人工干预就可快

速生成三维模型，用于三维展示等目的。针对展示

的目的和方便快捷的要求，本文重点解决了方便快

速地获取方位元素、自动提取轮廓线、快速体素算

法等问题，与现有的同类方法相比，计算量更少，更

适合在便携式设备中实现。本文方法及同类方法

的缺点是不能对物体的“凹面”部分进行重建，但其

恢复物体三维模型的轮廓与影像相一致，足以满足

普通个人的视觉需要。本文方法仅考虑了物体整

体的外轮廓线信息，是物体与背景的交界，然而物

体本身也可能存在自遮挡现象，自遮挡会产生断

裂线，是物体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交界，断裂线也

是一种与物体材质无关的特征，今后将进一步研

究融合轮廓线和断裂线信息的三维重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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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ＣａｏＹｕ，ＣｈｅｎＸｉｕｈｏｎｇ．３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Ｊ］．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犈狀犵犻狀犲犲狉

犻狀犵犪狀犱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２０１２，４８（６）：２０５２０８（曹煜，

陈秀宏．基于图像轮廓的三维重建方法［Ｊ］．计算

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１２，４８（６）：２０５２０８）

［１４］ＬｉａｎｇＣ，ＷｏｎｇＫＹＫ．３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ｆｒｏｍＵｎｏｒｄｅｒｅｄ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Ｊ］．犐犿犪犵犲

犪狀犱犞犻狊犻狅狀犆狅犿狆狌狋犻狀犵，２０１０，２８（４）：５７９５８９

［１５］ＤíａｚＭáｓＬ，Ｍｕ珘ｎｏｚＳａｌｉｎａｓＲ，ＭａｄｒｉｄＣｕｅｖａｓＦＪ，

ｅｔａｌ．Ｓｈａｐｅｆｒｏｍ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ＵｓｉｎｇＤｅｍｐｓｔｅｒＳｈａｆ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Ｊ］．犘犪狋狋犲狉狀犚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２０１０，４３（６）：

２１１９２１３１

［１６］ＨａｒｏＧ．Ｓｈａｐｅｆｒｏｍ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Ｊ］．犘犪狋

狋犲狉狀犚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２０１２，４５（９）：３２３１３２４４

［１７］ＸｉａＤ，ＬｉＤ，ＬｉＱ，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ｘａｃｔＶｉｓｕａｌＨｕｌｌｆｒｏｍ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Ｊ］．

犗狆狋犻犽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犳狅狉犔犻犵犺狋犪狀犱犈犾犲犮

狋狉狅狀犗狆狋犻犮狊，２０１１，１２２（２４）：２２２０２２２６

［１８］Ｍｕ珘ｎｏｚＳａｌｉｎａｓＲ，ＹｅｇｕａｓＢｏｌｉｖａｒＥ，ＤíａｚＭáｓＬ，

ｅｔａｌ．ＳｈａｐｅｆｒｏｍＰａｉｒｗｉｓｅ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ｆｏｒＰｌａｎｖｉｅｗ

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犐犿犪犵犲犪狀犱犞犻狊犻狅狀犆狅犿狆狌狋犻狀犵，

２０１２，３０（２）：１２２１３３

［１９］ＷａｌｌａｃｈＨ，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Ｄ Ｎ．Ｔｈ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Ｄｅｐ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

１９５３，４５（４）：２０５２１７

［２０］Ｕｌｌｍａｎ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Ｍｏｔｉｏｎ［Ｊ］．犘狉狅犮犲犲犱犻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犚狅狔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狅犳

犔狅狀犱狅狀：犛犲狉犻犲狊犅，犅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１９７９，２０３

（１１５３）：４０５４２６

［２１］ＳｎａｖｅｌｙＮ，ＳｅｉｔｚＳＭ，ＳｚｅｌｉｓｋｉＲ．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Ｇｒａｐｈｓ

ｆｏ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Ｍｏｔｉｏｎ［Ｃ］．ＣＶＰＲ，

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ＡＫ，ＵＳＡ，２００８

［２２］ＴｒｉｇｇｓＢ，ＭｃＬａｕｃｈｌａｎＰＦ，ＨａｒｔｌｅｙＲＩ，ｅｔａｌ．

Ｂｕｎｄｌ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Ｍ］．

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０：２９８３７２

［２３］ＬｏｕｒａｋｉｓＭＩＡ，ＡｒｇｙｒｏｓＡＡ．ＳＢＡ：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ｐａｒｓｅＢｕｎｄｌ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Ｊ］．

犃犆犕 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 狅狀 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犪犾 犛狅犳狋狑犪狉犲

（犜犗犕犛），２００９，３６（１）：１３０

［２４］ＢｏｙｋｏｖＹＹ，ＪｏｌｌｙＭＰ．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ＧｒａｐｈＣｕｔｓ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８ｔｈＩＥＥ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１

［２５］ＦａｒｉｎＤ，ＰｆｅｆｆｅｒＭ，ＥｆｆｅｌｓｂｅｒｇＷ．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ｃｉｓｓｏｒｓ：

ＡＳｅｍｉ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Ｍｉｎｉ

ｍｕｍｃｏｓｔ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ｈｓ［Ｃ］．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４

［２６］ＳｃｈｍｉｄｔＦＲ，ＴｏｐｐｅＥ，Ｃｒｅｍｅｒｓ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ｌａ

ｎａｒＧｒａｐｈＣｕｔ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

ｓｉｏｎ［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ｉａｍｉ，ＦＬ，ＵＳＡ，２００９

［２７］ＭａｒｔｉｎＷ Ｎ，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ＪＫ．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Ｖｉｅｗｓ［Ｊ］．犘犪狋狋犲狉狀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犕犪犮犺犻狀犲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

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１９８３，５（２）：１５０１５８

［２８］ＳｚｅｌｉｓｋｉＲ．ＲａｐｉｄＯｃｔｒｅ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ｍａｇ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Ｊ］．犆犞犌犐犘：犐犿犪犵犲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

１９９３，５８（１）：２３３２

［２９］ＴａｒｉｎｉＭ，ＣａｌｌｉｅｒｉＭ，ＭｏｎｔａｎｉＣ，ｅｔａｌ．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Ｉｎ

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ＳｈａｐｅｆｒｏｍＳｉｌ

ｈｏｕｅｔｔｅ［Ｃ］．ＶＭＶ，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２

［３０］Ｌｏｒｅｎｓｅｎ Ｗ Ｅ，ＣｌｉｎｅＨ Ｅ．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Ｃｕｂｅｓ：Ａ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３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犃犆犕犛犻犵犵狉犪狆犺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犌狉犪狆犺犻犮狊，１９８７，２１

（４）：１６３１６９

［３１］ＣｈｅｒｎｙａｅｖＥＶ．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Ｃｕｂｅｓ３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ｓ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Ｐｈｙｓｉ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ＣＮ／９５１７，Ｍｏｓ

ｃｏｗ，Ｒｕｓｓｉａ，１９９５

［３２］ＣｉｇｎｏｎｉＰ，ＭｏｎｔａｎｉＣ，ＳｃｏｐｉｇｎｏＲ．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Ｍｅｓｈ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

牔犌狉犪狆犺犻犮狊，１９９８，２２（１）：３７５４

犃犆狅狀狏犲狀犻犲狀狋３犇犚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犕犲狋犺狅犱狅犳犛犿犪犾犾犗犫犼犲犮狋狊

犣犎犈犖犌犛犺狌狀狔犻
１
　犠犃犖犌犡犻犪狅狀犪狀

１
　犕犃犇犻犪狀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ｑｕｉｃｋｌｙｍａｋｅ３Ｄ

（下转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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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犵，１９９５，３３（２）：３７２３８２

［９］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ｎｓｈｅ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ｅｎｅ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Ｒ［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张顺生．合成孔径雷达自然场景回波

仿真技术研究［Ｄ］．北京：北京理工大学，２００７）

［１０］ＣｌｏｕｄｅＳＲ．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犚犪犱犻狅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６，４１（４）：ＲＳ４０１７．１

ＲＳ４０１７．２７

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犛犃犚犚犲狊犻犱狌犪犾犘犺犪狊犲

犈狉狉狅狉狅狀犉狅狉犲狊狋犎犲犻犵犺狋犐狀狏犲狉狊犻狅狀

犛犝犖犎犪狀狑犲犻１　犣犈犖犌犜犪狅
２
　犢犃犖犌犑犻犪狀

１
　犔犐犠犲狀犿犲犻

３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ｆｏｒｅｓｔ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ｅｈｅｉｇｈｔ，ｂｉ

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ｃａｎｂ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ＳＡ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ｉｎＳ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ａｃ

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ｌｏｓｔｏｒｅｖｅ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ｓｔｈ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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