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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运动控制应用场景中，由于疲劳等原因会导致设备微小形变，因此需要更加密集的观测手段与恢复

方法。考虑到待检设备的摄影测量属性及高帧频相机高信息量特性，利用 240帧/s的高帧频电荷耦合元件

(charge coupled device，CCD)相机结合摄影测量方法实现对运动控制轴形变信息的精确量测，具体步骤如下：

(1)固定标定板，由运动控制器控制高帧频相机运动，并对标定板进行连续拍摄。 (2)提取标定板角点坐标，提

出基于角点几何与运动特征的角点坐标精确定位方法。 (3)计算相机坐标序列，恢复相机运动的高密度点轨

迹。实验结果表明，由轨迹可精确地反映室内运动控制轴形变位置和形变量，实现亚毫米级形变检测，实际检

测的运动轴最小倾斜角为 0.012°，水平轴左端 48.016 cm处存在 0.98 mm的形变，竖直轴上端 3.810 cm处形变

量为 2.00 mm。

关键词：运动轨迹；形变检测；高帧频相机；亚像素坐标；摄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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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系统基于预期的轨迹和给定的运

动参数，处理轴或自由度上的运动以及运动之间

的配合控制，实现准确定位或遵循特定的规则曲

线等控制任务，其性能的优劣极大地影响控制精

度［1‑2］。为实现精准的运动控制，对运动控制器进

行形变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形变检测方法主要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

测量两类。文献［3］通过加装加速度计和陀螺

仪，利用互补滤波器将两者数据融合，检测设备

倾斜量。接触式测量方法易受外部干扰，不当的

操作方法甚至会导致工件损坏，且测量效率较

低。非接触式测量能够排除人为接触误差，测量

效率较高，逐渐发展为形变测量的主要手段［4］。

文献［5‑6］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设备进行扫

描，获取表面点云模型，三维重建得到三维表面

模型，进而对模型进行量测获取较高精度的形变

量。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三维激光扫描方法仅能

扫描得到物体通视表面数据，需对不同站点扫描

的点云数据进行拼接，实现较为复杂。文献［7］
利用数字散斑干涉技术，应用时间相移技术和空

间载波技术从干涉图中获取物体面内、面外的形

变量，但对工件和环境要求较高，具有一定局限

性［8］。文献［9‑10］利用光流可以提供运动信息的

特性，提出了具有局部不变性的图像特征点结合

光流跟踪反映物体大形变的方法，但其对微小形

变的设备检测效果不理想。文献［11］基于计算

机视觉获取形变前后物体像片，经 Hough变换提

取待检测目标，计算倾斜量，获取变形信息。文

献［12‑15］应用近景摄影测量与数字相机相结合

的方法，完成二维图像到三维空间的重构，实现

三维物体的形变检测。然而，在运动控制场景

中，受普通工业相机拍摄帧频不够高的限制，无

法反映运动过程的全部信息，漏检部分细节性的

信息。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高帧频相机形变检

测方法，利用高帧频数字相机采集高时间分辨率

的标定板图像序列［16］，并针对实验环境，利用角

点几何与运动特性，精确提取亚像素坐标，恢复

相机高密度运动轨迹点，实现控制轴微小形变细

节信息的检测。

1 运动轨迹精细恢复及变形检测

方法

如图 1所示，利用高帧频相机与室内两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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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运动控制器构建实验环境。S为摄影中心，S'
为相机沿水平轴运动到图 1中所示位置时的摄影

中心，S‑XcYcZc为摄像机坐标系，以棋盘格标定板

左上角内角点 O为世界坐标原点，O‑XwYwZw为

世界坐标系。由世界坐标与摄像机坐标的关系

可确定摄影中心 S的世界坐标。固定棋盘格标定

板，将相机固定于控制轴，沿水平轴运动，竖直轴

同理，摄影中心坐标序列即为相机运动轨迹。

1.1 亚像素角点定位

亚像素坐标提取方法主要包括灰度梯度法、

曲面拟合法及 Frostner算子解算法［17‑19］。为提取

更高精度的亚像素坐标，本文基于灰度梯度法，

结合系统特性，利用标定板的几何与运动特性对

亚像素坐标进行优化。如图 2所示，Si（i=1，2…
m）为运动到不同位置的相机中心，同一方向的棋

盘格角点属于同一直线，如 l所示。因此，利用最

小二乘方法对同一方向上的角点亚像素坐标进

行直线拟合。

根据同一方向上角点坐标（xi，yi）（i=1，2…
m，m为同一方向上像素点的数目），选定拟合函

数 y=ax+b，将求解系数 a和 b转化为最小化误

差的平方和 F，即

arg min F ( a,b )=

arg min∑
i= 1

m

( axi+ b- yi )2 （1）

分别对式（1）中的 a和 b求导，其解为 a*和

b*，则：

y= a* x+ b* （2）
式（2）为最优拟合直线，求取直线交点即为

角点亚像素坐标。

如图 2所示，相机视场随相机运动改变。但

如图 3所示，所有角点运动具有一致性，dx和 dy分
别表示第 i帧相对于第 1帧的水平和竖直方向坐

标变化量。因此，为提高角点检测的稳定性，根

据角点运动特征，利用第 i帧相对于第 1帧的像素

坐标变化量对相机运动过程中的角点坐标建立

约束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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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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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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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 x1j+
1
n∑j= 1

n

( xij- x1j )

yij= y1j+
1
n∑j= 1

n

( yij- y1j )
（3）

式中，（xij，yij）表示第 i帧图像第 j个角点的亚像

素坐标；n为每张图片上检测到的角点总数。相

机沿水平轴运动时，第 i帧相对于第 1帧的竖直方

向像素坐标变化量为零，沿竖直轴运动同理。

1.2 相机运动轨迹恢复与变形检测

恢复相机运动轨迹即恢复相机运动过程中

摄影中心在世界坐标系下的坐标。首先使用相

机从不同角度拍摄 n张标定板像片，利用张正友

标定法标定内方位元素后，可直接利用像素坐标

与世界坐标的单应性关系［20‑22］得到相机外方位元

素初始值，计算过程为：

H=[ h1 h 2 h 3 ] （4）
[ r1 r2 r3 T ]=
[ λA-1h1 λA-1h2 r1× r2 λA-1h3 ] （5）

式中，H为单应性矩阵，从标定板图像中提取至

少 3对坐标即可求解得到；A为已标定好的相机

图 3 角点运动特性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Motorial Characteristic of Corner

图 2 角点几何特性示意图

Fig.2 Diagram of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Corner

图 1 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System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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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方位矩阵；λ为尺度因子；ri为空间旋转矩阵的

列向量；T为外方位线元素组成的向量，采用式

（4）、式（5）即可得相机外方位参数，再使用光束

法平差获取最优的相机外方位参数。

在此基础上，由相机坐标系与世界坐标系的

关系可得摄影中心在世界坐标系下坐标为：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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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a1 x+ b1 y+ c1 z

a2 x+ b2 y+ c2 z

a3 x+ b3 y+ c3 z

（6）

式中，（x'，y'，z'）为摄影中心在世界坐标系下的坐

标，［x' y' z'］为对应的坐标矩阵；［x y z］为相机外

方位参数中的平移矩阵，（x，y，z）为世界坐标原

点在相机坐标系下的坐标；a1=sinθysinθxsinθz－
cosθycosθz； b1=－cosθxsinθz； c1=－sinθycosθz－
cosθysinθxsinθz；a2=cosθysinθz+sinθysinθxcosθz；b2
=－cosθxsinθz；c2=sinθysinθz－cosθysinθxcosθz；a3=
sinθycosθz；b3=sinθx；c3=－cosθycosθx；θx、θy、θz为相

机外方位参数中的旋转角。

相机沿控制轴运动的特性使得相机运动轨

迹可反映控制轴状态。若摄影中心坐标突变，表

明控制轴对应位置存在形变。若相机运动轨迹

倾斜，说明控制轴以一定角度倾斜。相机运动轨

迹恢复及形变检测流程如图 4所示。

水平轴在 Yw轴方向的倾角 θ定义为将相机

运动轨迹投影到世界坐标系的 XwOYw平面，剔除

突变数据后，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的直线与 Xw

轴的夹角，Xw轴上方为正，下方为负，单位为（°）。

倾角 θ的计算公式为：

arg min F ( a,b )=

arg min∑
i= 1

h

( axi+ b- yi )2 （7）

θ= arctan a* （8）
式中，（xi，yi）为相机沿水平轴运动时第 i帧图像

求解得到的摄影中心（xi，yi，zi）投影在 XwOYw平

面的坐标；h为图像帧数。

将控制轴上每个点在 Yw轴方向的形变量 Δi

（单位为mm）表示为：

Δi= | yi- ŷ i | （9）
式中，yi为第 i个数据点实际摄影中心坐标对应

值；ŷi为根据最佳拟合直线求解得到第 i个数据点

的值。同理可求解得到控制轴在各个方向的倾

角及形变量。

2 高帧频相机形变检测实验与分析

采用帧率为 240帧/s的高帧频相机，其分辨

率为 640×480 像素，电荷耦合元件（charge cou‑
pled device，CCD）的大小为 6.6 mm，镜头焦距 f=
8 mm；棋盘格标定板由 6×8个方格组成，每个方

格大小为 48 mm×48 mm；PCI‑1240U4轴步进/
脉冲伺服马达控制卡控制运动控制器，待检运动

控制轴包括水平轴和竖直轴，长度为 1.2 m，编写

程序或通过软件对步进电机输入脉冲数控制轴

的运动，实现相机运动，如图 5所示。

为保证相机参数计算精度，将棋盘格标定板

置于光滑且平整墙面，此时相机与标定板距离为

1.875 m，输入一定脉冲数，以 0.055 m/s的速度控

制高帧频相机沿单轴运动，保证整个标定板在视

场范围内，采集标定板图像序列，标定板在图像

中的视场角为 6.089°。用本文方法进行角点检

测，用光束法平差后的重投影误差评定相机参数

计算精度。用高帧频相机在任意位置不同角度

对棋盘格标定板拍摄 20张像片，利用张正友标定

法对高帧频相机进行标定，相机内参矩阵为：

图 4 相机运动轨迹恢复及分析流程图

Fig.4 Flowchart of Camera Motion Track Recovery and
Analysis

图 5 实验环境图

Fig.5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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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帧图像角点的平均重投影误差为 0.084
像素，精度较高。

2.1 角点检测精度验证

为验证本文角点检测方法的精度，对使用本

文方法和灰度梯度法及 Frostner算子解算法的角

点检测结果进行重投影，以未经光束法平差的所

有图像各角点的重投影误差平均值作为评定精

度的标准，重投影误差平均值越小，表明检测精

度越高。其中，每一帧图像的上角点重投影误差

平均值如图 6所示。

图 6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角点检测精度明显

高于 Frostner算子解算法和灰度梯度法，最大角

点误差小于 0.5像素。三者中，本文方法提取角

点相对稳定，Frostner算子解算法次之，灰度梯度

法最不稳定。

2.2 相机标定影响因素分析

在不同实验场景，相机焦距和摄影距离的选

择具有多样性，而两者对相机标定精度具有一定

影响，本文形变检测精度较大程度上取决于相机

标定精度。为说明本文方法在不同场景的适用

性，本文分析了相机焦距、摄影距离和物方分辨

率对相机标定精度的影响，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结果表明，物方分辨率取决于焦距与摄

影距离，并对相机标定精度影响较大。在满足标

定板始终位于相机有效视场范围内的条件下，物

方分辨率在 1.13~2.04 mm范围内，重投影误差

小于 0.4 像素，满足精度要求。

2.3 相机标定精度分析

本文在相机内方位元素已标定的情况下，对

相机沿直线型轴运动并采集的标定板图像序列

进行外方位参数求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光束法

平差。为验证本文图像采集方式能够满足相机

标定的精度要求，从中随机抽取 400帧棋盘格标

定板图像进行重投影，实验结果如图 7所示。实

验结果表明，本文所述图像采集方式下，相机标

定的最大重投影误差为 0.3像素左右，能够满足

相机标定精度要求。

2.4 形变检测有效性验证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利用高帧频相机对控制

轴的形变或倾斜检测的有效性，将本文方法与具

有较高精度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对比。采

用 FreeScan X5手持三维激光扫描仪在 0.5 m处

进行扫描，去除点云数据噪声后，其点位精度为

0.1 mm。将点云数据去除噪声后，转化至与本文

方法同一坐标基准。

实验运动轨迹如图 8所示，图 8（a）表示高帧

频相机与三维激光扫描仪在水平轴上的表现，图

8（b）则表示在竖直轴上的表现。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方法所测运动轨迹趋势及形变位置与三维

激光扫描技术结果具有一致性，证明本文方法能

够有效描述运动轨迹且能检测出运动轴细节部

分的微小形变。

2.5 形变检测精度验证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精度，将其与普通工业相

机进行对比。在普通工业相机实验中，除帧率与

高帧频相机不一致，其他实验条件与高帧频相机

保持一致。水平轴与竖直轴的形变量及倾角的

表 1 相机标定精度分析

Tab.1 Analysis of Camera Calibration Accuracy

焦距/mm

4
4
4
4
4
8
8
8
8
8

摄影距离/m

0.5
1.0
1.5
2.0
2.5
1.5
2.0
2.5
3.0
3.5

物方分辨率

/mm
1.24
1.49
1.77
2.04
2.59
1.13
1.46
1.70
2.04
2.55

重投影误差

/像素

－

0.108
0.194
0.360
0.774
－

0.091
0.182
0.342
0.743

注：“－”表示相机沿轴运动过程中，标定板并非始终处于相机有

效视场范围内

图 6 角点检测结果图

Fig.6 Diagram of Corner Detection Result

图 7 相机标定精度结果

Fig.7 Calibration Accuracy Result of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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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见表 2、表 3。表 2、表 3中方法一和方法

二分别表示利用高帧频相机和工业相机对运动

控制轴进行形变检测的方法，实验的运动轨迹如

图 9所示，图 9（a）表示高帧频相机与工业相机在

水平轴上的运动轨迹，图 9（b）则表示它们在竖直

轴上的运动轨迹。

实验结果表明，普通工业相机运动轨迹未发

生突变，高帧频相机运动轨迹存在突变。原因在

于普通工业相机帧率较低导致无法描述控制轴

细节形变信息，高帧频相机具有描述运动瞬态能

力。利用本文方法实际检测得到水平轴左端

48.016 cm 处 形 变 量 为 0.98 mm，竖 直 轴 上 端

3.810 cm处形变量为 2.00 mm。水平轴在 Y方向

的倾角为 0.012°，在 Z方向的倾角为 0.370°。竖直

轴 在 X 方 向 倾 角 为 0.021°，在 Z 方 向 倾 角 为

0.509°。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对室内微小形变量

级的运动控制轴的形变检测方面具有较好的表

现，可实现亚毫米级的形变检测。

3 结 语

本文利用平面运动控制器控制高帧频相机

运动并对标定板连续拍照，结合摄影测量方法实

现对运动控制轴的形变检测。针对角点检测不

稳定、精度低问题，利用角点几何与运动特性精

确提取亚像素坐标。高帧频相机采集得到的高

帧频数据能够精确反映控制轴形变细节，有效弥

补了工业相机在形变细节方面的不足。本文方

法能够准确检测控制轴形变或倾斜，精确获取实

际形变位置和形变量，在工业形变检测中具有一

定的实用价值。

表 3 竖直轴精度验证实验数据计算结果

Tab. 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Vertical Axis Accuracy Verification Experimental Data

检测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数据点/个

4 056

416

X轴方向倾角/(°)

0.021

0.022

Z轴方向倾角/(°)

0.509

0.527

形变位置/cm

3.810

形变量/mm

2.00

表 2 水平轴精度验证实验数据计算结果

Tab.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Horizontal Axis Accuracy Verification Experimental Data

检测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数据点/个

4 056

416

Y轴方向倾角/(°)

0.012

0.015

Z轴方向倾角/(°)

0.370

0.375

形变位置/cm

48.016

形变量/mm

0.98

图 8 有效性验证运动轨迹图

Fig.8 Diagram of Validity Verification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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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Deformation Detection of Motion Control Axis with High Frame
Frequency Camera

LI Jiatian 1 A Xiaohui 1 WANG Congcong 1 GAO Peng 1 ZHU Zhihao 1 YAN Ling 1

1 Faculty of Land Resource Engineer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In the scene of motion control application, small deformation of equipment will be
caused for the fatigue and other reasons, therefore the more intensive observation and the recovery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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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need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hotogram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quipment and the high‑information
of the high frame‑frequency camera, the deformation detection of the motion control axis is realized by com‑
bining the high frame‑frequency camera with the photogrammetric method.Methods: The indoor deforma‑
tion detection environment is established using high frequency charge coupled device camera with 240
frame/s, motion controller and motion control axis that need to be detected.(1)Fixed the checkerboard cali‑
bration board, the motion of the high frame frequency camera are controlled by the motion controller, and
continuously shoots the calibration board. (2) The corner coordinates of calibration plate are extracted, and
the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corner coordinates based on the geometry and mo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rner
are proposed. Corner geometry characteristic: The corner points of a checkerboard in the same direction lo‑
cate in the same line. Motion characteristic: The coordinate variation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corner
points of two pictures of the calibration plate taken at different times is equal.(3)Calculating the camera coor‑
dinate sequence and restoring the high‑density point trajectory of the camera motion. n pictures of the cali‑
bration plate are taken using the camera from different angles to calculate the elements of interior orienta‑
tion of camera. The exterior orientation elements of camera for a new picture about the calibration plate,
and the camera center coordinates can be solved by the homography between the pixel coordinates and the
world coordinates, the camera high‑density point of motion trajectory can be recovered.Results: (1) The
maximum projection error of corner detection is less than 0.5 pixel, and the extracted corner is stable.
(2) The camera reprojection error is less than 0.4 pixel, when the resolution of the object is in the range of
1.13—2.04 mm,and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deformation detection accuracy. For the camera moving
along the straight line to collect the calibration plate image, 400 frames of the calibration plate image a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acquisition calibration plate image for reprojection, the maximum re‑projection
error is about 0.3 pixel,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eformation detection accuracy.(3)Comparing
the deformation detection method with a 3D laser scanner with higher accuracy and normal industrial camera,
the recovered motion trajectory of the high frequency camer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canning trajectory of
the 3D laser scanner. The actual detection of this method shows that the deformation is 0.98 mm at the left
end of the horizontal axis 48.016 cm and at the upper end of the vertical axis 3.810 cm is 2.00 mm. The in‑
clination of the horizontal axis is 0.012° in the Y direction and in the Z direction is 0.370°. The inclination of
vertical axis is 0.021° in the X direction and 0.509° in the Z direction. The deformation of the control axis is
not detected by the normal industrial camera. The inclination of the horizontal axis in the Y direction is
0.015° and is 0.375° in the Z direction, the inclination of vertical axis is 0.022° in the X direction and 0.527°
in the Z direction.Conclusion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data is collected by the high frame fre‑
quency camera can reflect the details of the deformation of control axis, the actual deformation position and
deformation quantity can be accurately obtained, and realize the sub‑millimeter deformation detection. It ef‑
fectively makes up for the low frame rate of normal industrial camera in deformation detection, and has cer‑
tain practical value in industrial deformation detection.
Key words：motion trajectory；deformation detection；high frame frequency camera；sub pixel coordi‑
nates；photogra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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