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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标定中的透视投影模型
钟韬，袁威，左炜亮
（西安交通大学自动化系，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以相机的透视投影模型为基础，根据椭圆拟合与投影变换，建立使用特定靶标计算两相机相对位置的标
定模型．分析在不同坐标系下物点与像点的坐标转换关系，分别通过椭圆拟合模型和精确模型，提出求解空间圆的
圆心在像平面上的像坐标的算法，并对精度和稳定性进行检验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椭圆拟合模型求解较简单、
方便：基于透视投影变换规律的精度模型结果较精确，但需给出较多的相机外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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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位置固定的数码相机摄得其像，建立数学

引言
数码相机定位是指用数码相机摄制物体的相片

来确定物体表面某些特征点的位置。精确确定２部
相机的相对位置的过程就是系统标定。系统标定的
常见做法是在一块平板上画若干个点，同时用２部

模型。确定像中各圆心在该相机像平面的像坐标；
对由图ｌ给出的靶标及其像，计算靶标上圆的圆心
在像平面上的像坐标：通过所得坐标即可建立数学
模型。

相机照相，得到这些点在像平面上的像点，利用这
２组像点的几何关系得到这２部相机的相对位置。
由于无法直接得到没有几何尺寸的“点”，实际做法
是在物平面上画若干个圆（称为靶标），它们的圆心
就是几何的点。而它们的像一般会变形，故必须从

图１靶标示意图

像中精确地找到成像圆圆心的像，以实现标定。笔
在不严重影响准确度的情况下，可作如下假设：

者建立使用特定靶标计算两相机相对位置的２种标

数码相机的成像原理符合透视投影相机模型：不考

定模型，对模型进行求解和分析。

虑实际相机成像的正／负失真，即不考虑图像坐标系

ｌ靶标的设立

中各坐标轴不正交的情况。

设计靶标如下：取１个边长为１００ ｍｍ的正方

２模型的建立

形，分别以４个项点（对应为Ａ、Ｃ、Ｄ、Ｅ）为圆
心。１２ ｍｍ为半径作圆。以ＡＣ边上距离彳点３０

ｍｍ

处的Ｂ为圆心，１２ ｍｍ为半径作圆，如图ｌ。
该靶标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圆Ａ、Ｃ、Ｅ、Ｄ确定
平面，圆Ｂ可作为检验。在实际应用中也可根据需
要采用其它靶标实现标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一１０－３０；修同｝Ｉ期：２０１０一１２一１３
作者简介：钟谲（１９８７一），男．福建人．学士，从事系统１：控研究．、

万方数据

２．１

相机的透视投影模型【１１
常见相机的透视投影模型是针孔成像模型，即

线性相机模犁。空间中任何一点尸在图像中的成像
位置可以用针孔成像模犁近似表示。
设Ｐ在图像中的投影位置为Ｐ，Ｐ为光心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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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点的连线ＯＰ与图像平面的交点。这种关系也称
为中心射影或透视投影摄影。比例关系如下：

ｘ：立。ｙ：型
Ｚ

·３ｌ·

另外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是用几何参数，即中心

位置（ｔ，咒）、长轴和短轴（口，ｂ）、长轴的转角ｐ。
（１）

由下面的公式在２种参数表示方法之间进行转换：

Ｚ

ＢＥ一２ＣＤ

其中，（ｘ，ｙ）为Ｐ点的图像坐标；（ｘ，Ｙ，ｚ）为空间点

工ｃ

Ｐ在相机坐标系下的坐标；ｆ为驯平面与图像平面

ＢＤ一２ＡＥ

２砑瓦可。儿２石瓦矿

（５）

｛口，ｂ｝＝２

之间的距离，即相机的焦距。用齐次坐标和矩阵表

（６）

示上述透视投影关系如下：

料Ｘ【＂ｆ㈨０ ０驯２只引㈣

口＝三ｔａｌ 一石Ｂ２

彳一Ｃ

（７）
～，Ｊ

在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椭阋时，求其代数参数
是非常方便的，而在挑选合适的椭圆进行拟合时，
使用几何参数更为方便和自然。
平面内某点（ｘｏ，肌）到以方程以ｘ∥）＝０所代表曲
线的代数方程的代数距离是贝ｘｏ，Ｙｏ）。以下是以代数
方程距离作为距离度茸的最小二乘法。

。［享］：『享丢：｛；１［三詈；；］［参ｊ］ｆ辜］：
＼ａｘ

ｌｏ
【０

０

Ｏ

ｑ

Ｏ

０

‰％●

Ｏ １● ● ● ●Ｊ

对一般形式的椭圆方程，可增加约束Ａ＋Ｃ＝Ｉ。

则目标函数ｆ（Ｂ，Ｃ，Ｄ，Ｅ，Ｆ）为：

∑（衅＋砚乃＋研＋观＋奶＋Ｆ）２

极小化目标函数，即可得到系数。由极值原理，

ｘ．

—．。 ． ． ． Ｌ Ｒ旷

１Ｕ

匕
ｚ．
１

（８）

叫鸩扎＝眠（３）欲使八反ｃ羔篓羔芝羔：。
ｉ）Ｂ

轴上归一化及焦距；肘为３×３矩阵，称为投影矩阵：

ｖ０只与相机内部参数有关，这些参数为相机内部参

ａＥ

护

∽

二乘模型。求取的椭圆图像的中心点即作为空间圆
圆心在该相机像平面的近似像坐标。
２．２．２

Ｍｌ由ｑ、ｑ、“ｏ、Ｖｏ决定，由于哎、口广“ｏ、

８Ｄ

由此可得一个线性方程组，即可建立线性最小

其中，睨＝ｆ／ｄＸ为Ｕ轴上尺度因子，或称“轴上
归一化焦距；口，，＝ｆ／ｄｙ为ｖ轴上尺度因子，或称ｖ

ａＣ

基于透视投影变换规律的精确模型（模型２）
为准确获取空间圆的圆心，模型ｌ中的方法只

是一种近似。由于透视投影变换所固有的特性，只

数；Ｍ，由相机相对于世界坐标系的方位决定，为

有在空间圆截面与相机像平面平行时，这种处理方

相机外部参数。

法才是准确的。在大多数情形下，存在一定的偏差，

２．２靶标上圆心在相机像平面像坐标的求解

称为畸变误差。如果在实际应用中直接用像平面上
拟合得到的椭圆的中心像点代替空间椭圆中心的实

２．２．１椭圆拟合模型（模型１）

际像点，必然在测最中引入误差ｐ Ｊ，如图２。根据
根据透视投影变换所固有的性质，靶标上的圆
在相机像平面上所成的像一般为椭圆【２１。

透视投影变换的规律以及空间椭圆中心在相机像平
面上的畸变误差模型…建立了一种能精确提取空间

椭圆拟合是指在像平面上对圆投影形成的椭圆

圆心图像位置的模型。

的像进行拟合，可将椭圆图像的中心作为空间圆的
圆心对应的像点ｌｌ】。问题可转化为求解像平面中椭
圆的中心。
利用线性最小二乘模型，椭圆可以用一般的圆
锥曲线方程表示如下：

血２＋Ｂｘｙ＋９２＋Ｄｘ＋砂＋Ｆ＝０
万方数据

（４）

圈２

圆，ｉｔｔｌ视投影示意圈…

＾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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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中：

１）窖问吲的透视投影变换
Ｏ为相机的光心，ＯＩ为空俐圆的中心。Ｏ—掣ｚ

‘＝＾ＣＯＳｙ一■ｃｏｓａ＇，‘＝‘ｃｏｓｙ－‘ｃｏｓｄ

为相机坐标系，０１—ｚ＇’＝’为新建坐标系，称为空间

ｍｌ＝（々ＣＯＳｙ－‘ｃｏｓａ）ｆ，■＝‘ｃｏｓｙ－‘ｃｏｓｐ

叫坐标系．其坐标原点０’与。重台，Ｚ１轴的正ｌ∞指

Ａ。＾ｃｏｓｙ—ｒｓｃｏｓ皿％＝（～ＣＯＳｙ一’ｃｏｓ印，

向正变于空问圆０ｌ－－ＡＩ口１ＣＩＤｌ所存平丽．即为奠｛圭
线方向。ｈ为相机像甲面．与：轴正空。如削３。

３模型的求解
３

捌像处理发辑ｌ父算法

ｌ

将靶标的像转换为一幅深度为Ｉ的竹圈，即町
简型地蛮现刚像的边缘检测．Ⅲ实际所得可见．结
粜保持有根商的拎测精度。设实际拍摄所得图像如
图５。谚捅机的像距是１ ５７７像素，柑机分辨牢为
１

０２４ｘ

７６８像素。
●●●

●

●

田５靶幛的掉

山ｒ处理后图像（１ ０２４×７６８的点阵）中笄点
娃利‘ｔ离ｌ孜的，严格来蜕并不存在削形的切线、公
切线等，因此花实际操作中使用Ｆ述算法进行处理：
Ｉ）切线的搜索算法
首先．扫描图像矩阵．分别记求Ｆ图像中并椭
圆的边界的点的啦标。

以过点Ａ怍叫Ｃ的像的切线为例，ｎ＋蝌Ｃ的像
Ｏ—ｘ＇ｙ＝之问只存在旋转关系。韩｛擀丰Ｈ机针孔戚像

的边界Ｉ：取一＾Ｃｏ，连接＾Ｃ＇ｏ得饩线“，世其山程
＾＃一＝）＝Ｏ。存边界上任珞【井于ｃｏ的点Ｃｌ（∞∥Ｉ＃１）ｔ

Ｊ｝』＝一ｆ；１＝ｆ；ｉ；１ｆ；］

ｊＩ；Ｉ历边羿ｌ：的点（“、ＣＩ除外），符存在点ｃ』ｘｙｇ．）
‘ｌ。１

使得＾ｆ．ｙ，ｚ）×月ｆ…Ｙ．ｚ．）＜０，刚Ｌ。为过圆Ｃ的割线．
则再取圆Ｃ １．点重复以上判断过程；古则．即边
界】。其余的所冉点都满足且ｊ．＊：）ｏ且ｘ∥．．＝．）≥０ｔ此
时像的边抖ｔ的所有点（即像上所有的点）都在ｃ０
的侧．此“驯为所求切线。
２）情曲线公切线的搜索算泣
出千公切线ｕ九｛ｊ过特定点的切线唯一表征，给

出了种七限ｊ瑾近搜索两曲线公切线切点的算法如
邕６。

①在实际公切线切点附近任取一初蛤点Ａ—ｏ。
如图６，以跏Ａ与喊Ｃ的慷上端的公切线为倒．不
妨取圆Ａ像的最｝端的边界点为初始点．调用过某

一点切线的搜索算法．址该点向另一蕞曲线（即圆
Ｃ的像）作外切线．设切点为ｃ川

一等妄等。２暑暑鲁
万方数据

“２’

②调用过某一点计线的搜索算法．以ｃ，ｏ为初
始点．向原曲线做外切线，记切点为Ａ…

第３期

钟韬，等：系统标定巾的透视投影模型

⑨令彳ｌｏ＝Ａ…反复执行（１）、（２），Ａｌｏ与ｃＩｏ

·３３·

的牮标的几何关系可计算并确定模型２中的旋转矩

将逐步逼近且稳定存公切线切点处，ＡＩｏ与Ｃｌｏ所在

阵矗的参数及方向角ａ、∥、），。

的直线即逼近并稳定在所求公切线。

３．４求解结果
将相机的像距（１ ５７７个像素），相机分辨率为
（１ ０２４×７６８像素）代入模型，进行求解可得：
表Ｉ

圈６

２种模型下靶标上各圆心在像平面上的坐标

两曲线公切线的搜索算法的原理图

（单位：像素）

３．２模型１的求解算法

圆Ａ

圆Ｂ

圆Ｃ

圆Ｄ

圆Ｅ

椭圆拟合模型的求解算法在模型的建立中已得
到体现，通过Ｍａｔｌａｂ等软件函数ｕ丁以容易地求解该
线性最小二乘拟合问题，继而利用式（４）～式（７）
算出椭圆的几何参数％、Ｙｃ、（ａ，６）、０。求取的椭圆
图像的中心点即作为空间圆的圆心在该相机像平面
的近似像坐标。
３．３

圆圆心在像平面上的像点基本重合。

精度分析

４

对比椭圆拟合模型及基于透视投影变换规律

模型２的求解算法
为确定空间圆在向平面上的投影关系，必须确

定空间圆平面与像平面的相对位置，即确定在相机
坐标系下空间圆平面的坐标表示。
注意到靶标的特殊几何特征，可利用圆之间的
公切线的变换关系，确定模掣２中的旋转矩阵足的

的精确模型，可以发现：椭圆拟合模型求解较方便。
只需给出图像即可通过椭圆拟合获得圆的圆心在像
平面上的像啦标。而精确投影模璎则必须给出足够
多的栩机外部参数，建立起相机与世界坐标系之间
的相对位置关系，才能得出相应结论。
椭圆拟合模型畸变误差的引入

４．１

参数及方向角ａ、声、），。
在空间恻平面（即靶标平面）作圆Ａ与圆Ｃ、

如图４，在空间圆坐标系Ｄ’１’，，’ｚ’中，建妒斜

圆Ｃ与圆Ｄ、圆Ｄ与圆Ｅ、圆Ｅ与圆Ａ的外公切线，

圆锥面Ｏ‘ＡＩＢＩＣｌＤｌ的方程，其顶点Ｄ．（０，０，０），准线

如图７，可得圆Ａ、圆Ｃ、圆Ｄ与圆Ｅ的外切正方

为平面ｚ＝ｚ’加内的曲线：

形。百万与互瓦的交点即为圆Ａ的圆心。同理，

ｒ：Ｉ（ｘ＇－Ｘ＇，ｏ）２＋（ｙ’叫’，。）２＝Ｒ２
【

Ｃ一，Ｃ３与－Ｃ一，Ｃ，、硒与硒、ｅ一，ｅ３－与－ｅ一２＆、丽与蕊的

（１３）

Ｚ＝Ｚ’柏

任取锥面上一点Ｐ（ｘ’∥，ｚ．），则该曲面的方程

交点分别为圆Ａ、Ｂ、Ｃ的圆心。如图７。
为：

０３ （·吵…… ∽
Ａ３

一Ｘｔ：上：三
一＝—ｒ一＝一
Ｙ’ｏ
乩

Ｃ３

Ｃ４

（１４）
ＩＩ．ｔ，

Ｘ’ｏ

由此得：
Ｅ２
，
Ｌ

０

Ｄｌ

Ｆｏ：掣，Ｙ．．’０掣
’＝—｝
ｘ’２—■，

Ｄ２

厂．ｉ、
Ｖ’／

图７靶标中圆的公切线示意图

根据透视投影规律，靶标平面上的商线的交点
在像平面中仍映射为两直线的交点，转折点仍映射
为转折点。因此，识别出像平面（靶标的像）上椭
圆Ａ、椭圆Ｃ、椭恻Ｄ、椭圆Ｅ的公切线，即可得
到靶标中四个圆的外切ｐｎｑ边彤。这些ｐｎｑ边形的对角

‘Ｚ

Ｚ

０

（１５）
ｔ＂Ｊ

０

设Ｚ＝－－－．Ｚ‘。ｏ平面与ｚ’轴正交，故ｚ’ｏ取为Ｚｔ０

Ｚ＊ｅｏ，

而点Ｐｏ（一ｏ．Ｙ’ｏ．ｚ‘ｏ）在７’上，故有

（掣一，。。）２＋（掣一少·。。）２：Ｒ２
Ｚ ０

（１６）

Ｚ ０

令ｚ＝，可得到在Ｄ—ｘ），ｚ系中像平而内的方
程，利用式（５）可得其几何中心。

将像平面ｚ可代入并令：

线交点即为圆Ａ、圆Ｃ、圆Ｄ与圆Ｅ的恻心在像平

Ａ＝Ｚ０２ｒｌ ２＋Ｚ０２ｒ４２＋ｒ７２ｘ０２—２ｘｏｚｏ‘ｒ７—２ｙｏｚｏｒ４，７一

面中的投影点。根据这些投影点的坐标与原Ｉ员ｌ心点

尺２，７２＋ｙ０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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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Ｂ＝２２０２，ｉ吒＋２ｘ０２■％＋巧２Ｘ０２—２ＸｏＺｏｒ，ｒ，－２ＸｏＺｏｒ２ｒｖ

ｏｒ

２２０２，：Ｉ吩＋２％２弓屹一２ＹｏＺｏｒ４ｒ，一２．蜘％吩‘一２Ｒ２■气

第３０卷

性变化：Ｏｏ～１８００仿真范围内，出现了２个极大值，
分别在５００左右和１４００左右，极小值出现在０。和
１０００左右。

Ｃ＝ｚ０２ｒ２２＋Ｚ０２丐２＋气２ｙ，一２％Ｚｏｒｓｒ，一２ｈ‰乏屹一

艇
毯

Ｒ２气２＋而２屹２

毽
鹾
制

２％２‘，－＋：‰２巧，；一２膈屹吩一２１，怖ｒ６ｒ７—２Ｒ２ｒｖｒ９）

ｔ

Ｅ＝八２２０２弓吒＋２而２％吩＋弓２而２—２确吒弓一２确吩％＋

２２０２吩吃＋２‰２ｒ，ｒ９—２ｙｏＺｏｒｓｒ９—２‰％气一２尺２％弓）

在像平面内的透射投影方程，其几何中心可由式（５）

ｔ

求得。又由式（１２）可求得投影像点的精确位置

（１７）

椭圆拟合模型的仿真检验

ｌ的精度与稳定性进行检验：仿真的初始条件为：
５７７（像素），工作距离为２ ０００（像素），为求

解方便，假设坐标系只绕某一个轴进行旋转变化，

３６ ４２ ４８

５４６０

Ｏ

３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８０

综上可见，椭圆拟合模型的精度与稳定性与空
空间圆所在平面与像平面的夹角曰等系统参数有
关。其中，，越大，尺越小，０越靠近Ｏｏ或ｌｏｏｏ，

则系统畸变误差ｄ越小，即模型精度越高。同时，ｄ
在尺较小、０－＿５００或１４００附件的变化较平缓，即模
型的稳定性较高。由此可见，椭圆拟合模型对外部

［ｃｏｓ０ ０．．ｓｍＯ］

Ｉ，其中，０为转角。

【ｓｉＩＩ矽ｏ ｃｏｓ秒ｊ

条件不敏感，求解较简单，适用于远距离对小型靶
标摄像的情况、对精度要求不苛刻、各环境情况未

该模型的精度取决于畸变误差ｄ的大小，以下
各图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模型ｌ的精度变化。
１）由图８可知，当空间圆平面与像平面的夹角
固定，空间斜圆锥面的轴与光轴的夹角固定时，测
量精度随圆中心与像平面之间的距离增大而减小。
■
螬

知或模糊、对算法实时性较高的环境，在实际中应
用较广泛。而基于透视投影变换规律的精确模型的
精度与稳定性主要与相机性能如分辨率大小相关
（图像分辨率越大则精度与稳定性越好），可保证较
高的精度和较好的稳定性，但对环境信息要求较高，
求解较复杂，适用于对精度要求较高、各环境参数
已知或可知、对算法时间复杂度要求较低的情况。

龟

《
蜒
纠

５

结论
Ｉ）模型ｌ的实现较简单，只需提供ｌ幅图像即

ｔ
ｌ ０００

ｌ ２００ Ｉ ４００

１６００

Ｉ

８００

２０００

空间圃中心与像平面之问的ｌｐ＿／ｇ∥像素

圈８

２４３０

１８

间圆中心与像平面之间的距离，、空间圆的半径Ｒ、

基于式（１７），可采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对模型

０

１２

图１０空间圆平面与像平面夹角对畸变误差的影响

ｄ＝√（ｘ。－ａ’）２＋（匕一６．）２

ｌ

６

空间 圃所在平面与像平面的夹角一／像素

（口。，ｂ’），则畸变误差ｄ为：

０

０

錾

帮局２＋ｚｓ２分）

此时Ｒ：１

矮挖¨艟∞眈ｏ

图９空间圃的半径大小对畸变误差的影响

即可得到在Ｄ·砂ｚ系中，空间圆Ｄｌ卅Ｉ曰ｌＣＩＤｌ

．产ｌ

０ＩＯｎ，。

空间圃的半径肩／像素

Ｆ＝ｆ２（Ｚ０２ｒ３２＋Ｚ０２吃２＋弓２２０２一‰ｒ６ｒ９－２ＸｏＺｏＧｒ９一

４．２

ｎ＾ｖｎｖ＾Ｏ

《

Ｄ＝厂（２２０２，；吩＋２Ｘ０２弓，；＋巧２而２—２】毛ｚｉ，ｉ局一２而而吩弓６＋

圆心与像平面间距离对畸变误差的影响

可：模型２的结果较精确，但需给出较多的相机外
部参数。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不同的模型。
２）２种模型都有较广的适用范围。由畸变误差

２）由图９可知，当空间圆中心的位置固定，圆

分析可知，模型１适用于远距离对小型靶标摄像的

平面与像平面的夹角固定时，测量精度随空间圆半

情况，而模型２在参数标定时涉及对４个圆的外切

径月的增加而增加。

矩形的投影变换，因而对靶标有一定要求。

３）由图１０可知，当空间斜圆锥面的轴与光轴

３）该研究在现代交通监管（电子警察）、森林

的夹角固定，空间圆的中心到像平面的距离固定时，

防护、空中巡逻、移动定位、Ｂ超图像模式识别等

测量精度与空间圆平面和像平面的夹角呈一种周期

智能图像识别系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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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上接簟幻页粕

逻辑数据模型

３．９

逻辑数据模型描述体系结构作战视图的数据要
求，该产品提供体系结构数据的定义它们的属性或
特征以及它们的内部关系，包括系统数据类型、属
性、数据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内信息产品的定义。
以指挥所射击指挥为例，确定的组织包括指挥所、
人员、导弹、高炮和观察哨，如图８。

日日曰
田８
３．１０

圈６

目标授累射击状态转变描述ｏｖ一６ｂ

指挥所逻辑数据模型ＯＶ－７

作战体系结构模型验证
根据逻Ｃ４ＩＳＲ系统体系结构描述过程中形成的活

３．７作战规则描述

动模型、数据模型，生成体系结构的可执行模型，然

作战规则描述ＯＶ－６ａ是指导作战人员完成作战

后将可执行模型的仿真运行结果与动态模型进行比

活动的过渡。以目标搜索为例，在对目标进行搜索的

较，来对Ｃ４ＩＳＲ系统体系结构描述进行逻辑和行为验

基础上，确定目标距离，然后结合目标距离与武器装

证。笔者采用Ｐｅｔｒｉ网方式对防空兵指挥信息系统体

备的最佳攻击距离确定攻击方式，选择作战方案。

系结构进行驱动，验证其动态行为逻辑。验证表明，

３．８作战事件跟踪描述

该逻辑与预期一致，符合系统需求和设计要求。

作战事件踪迹描述定义作战事件的踪迹描述，
描述各作战节点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信息动态交互的
时序逻辑，提供作战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换的时间顺

４结束语
结果表明。建立的模型直观易懂、便于理解，
对加强指挥信息系统顶层设计有着重要的作用。

序的检查。以目标搜索射击为例，在确定作战节点
和信息流向的基础上，得出目标搜索射击跟踪描述，

甲甲甲甲甲甲甲
Ｐ叫璺堑焦：驾

如图７。

严｝Ｉ咄Ｉ铡Ｉ。芒兰三＝，叫
，：

Ｉ

ｌ·

：

导弹防御系统模型研究【Ｊ】．指挥控制与仿真，２０１０。

们宙力禾Ｊ

ｉ

ｌ

【３】左段．美国因防部体系结构框架【Ｍ】．北京：中固电子

Ｉ

Ｉ。Ｗ善芳寰］

Ｉ

Ｉ

Ｉ

田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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