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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位映射的结构光相位误差补偿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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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为减小结构光投影视觉测量系统中相位失真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袁基于最小二乘法和线性插值方法袁建立实

际光栅相位与理想光栅相位映射关系袁并以此关系对投影条纹的相位误差进行校正遥 在校正过程中袁为满足线性插

值的单调性尧有效性和唯一性袁对所采集到的相位进行线性拉伸变换袁使其覆盖全部投射相位值袁并引入微调函数使

其形成单调变化的相位序列遥为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袁搭建由摄像机尧投影仪组成的光栅投影结构光三维测量系统遥
实验结果表明院该方法能够对投影仪生成的光栅条纹的非正弦畸变进行补偿和校正袁并最终给出合理的相位测量结

果遥 该方法简单可行袁可用于实际结构光测量系统的校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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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phase distortion of structured light projection visual
measurement system on measurement results袁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ual raster phase
and ideal raster phase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least squares method and linear interpolation
method袁 and then this relationship is adopted to correct the phase error of projection fringe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monotonicity袁 validity and uniqueness of the linear interpo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rrection袁 linear stretch transformation is carried out for collected phase to cover all the projected
phase values袁 and a trimming function is introduced to form a monotonic phase sequence. In order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thod袁 a raster projection structured light 3D measurement
system composed of camera and projector is designed. The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ethod
can compensate and correct the non-sinusoidal distortion of the raster fringes generated by the
projector袁 and give a phase measurement reasonable result eventually. This method is simple and
feasible and can be used to correct structured light measurement system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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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基于结构光的三维测量技术具有非接触尧 准确

度高尧速度快尧系统简单等特点袁是机器视觉中获取

物体表面三维信息的重要方法之一袁被广泛应用于运

动物体定位尧机器人焊接尧逆向工程等领域[1-3]遥 该技

术通过采集被物体表面所调制的投影光条图案来获

得物体表面信息袁因此投影光条图案的标准性就成

为该技术应用的前提遥但是在实际中袁光条图案会因

为受到投影仪和摄像机的非线性响应尧环境杂散光尧
系统随机噪声的影响袁使所拍摄到的图案偏离标准

分布[4]袁导致在求解物体轮廓信息过程中引入这种误

差袁降低了系统的测量准确度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目前常见的方法有基于纠错码

的校正[5]袁基于虚拟模板的逐点畸变校正[6]袁相关像素

法[7]袁二次多项式最小二乘曲线拟合法[8]以及相位误

差过补偿与欠补偿法尧离焦法尧三步相移法尧灰度编

码法等[9-12]遥 这些方法减少了计算量袁减轻了对摄像

机尧投影仪具体参数的依赖袁解决环境光变化对相位

误差补偿的影响等问题袁但存在初始图像点所含噪

声误差在计算新图像点坐标值时会被放大尧需要采集

大量数据以及离焦量的控制存在可变性等问题遥
本文结合实际光栅投影系统袁对于如何提高光栅

投影本身的正弦性展开研究袁基于最小二乘法和线

性插值的方法袁建立了实际光栅相位与理想光栅相

位的映射关系袁并以此关系对误差进行校正袁该方法

不需要标定袁计算量少袁校正速度快遥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是有效的袁并可以推广到类似的系统中遥
1 基本原理

结构光投影三维测量系统袁由投影仪尧摄像机尧计
算机尧被测物体等组成袁如图 1所示遥 测量时袁投影仪

将一组标准正弦光栅条纹投射到参考面上袁在投影参

考面上得到满足标准正弦分布的光栅条纹院
Is渊x袁 y冤=A +Bcos [兹s渊 x袁y冤+渍0渊x袁 y冤 ] 渊1冤
由于在标准正弦条纹中袁条纹相位在横坐标变

化袁则院
兹s渊x袁 y冤=兹s渊 x冤= 2仔

N x 渊2冤
式中院Is渊x袁 y冤要要要光栅条纹的灰度分布曰

A要要要投影光栅的平均灰度曰
B要要要投影光栅的灰度调制强度曰
兹s渊 x冤要要要Is渊x袁y冤对应的光栅横坐标相位袁rad曰
N要要要1 个周期所包含的投影像素个数曰
渍0渊 x袁y冤要要要初始相位袁rad遥

在理想情况下袁摄像机采集到的光栅灰度 Ip 也
满足标准正弦分布曰但是在实际中袁光栅投影灰度曲

线会因为受到系统随机噪声尧光栅图像的离散化以及

投影仪和摄像机的非线性响应的影响袁使拍摄得到

光栅图像的灰度偏离正弦分布[3]袁导致摄相机无法采

集到正弦分布的光栅条纹遥 通常若被调制的光栅条

纹没有发生饱和时袁经摄像机拍摄到的光栅投影灰度

曲线会出现如图 2 所示波谷平台现象遥 那么此时光

栅条纹图像可以表示为

Ip渊 x袁y 冤= IA+ IBcos [兹p渊 x袁y冤 ] 渊3冤
式中院Ip渊x袁 y冤要要要摄像机采集到的畸变正弦光栅条

纹灰度曰
IA要要要摄像机采集到的畸变正弦光栅条纹的

灰度均值曰
IB要要要摄像机采集到的畸变正弦光栅条纹调

制强度曰
兹p渊x 袁y冤要要要畸变正弦相位袁rad遥

若被调制的光栅条纹出现饱和现象袁则条纹图

图1 三维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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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所包含的相位信息已被损坏且无法恢复袁故这

种情况本文不再研究遥
2 基于相位映射关系的结构光相位校正
2.1 相位映射关系

对 Is 进行移相袁可得到一组 N 幅光栅条纹图像

Iis渊x袁y冤袁通过摄像机的采集可以得到 N 幅光栅条纹

图像 Iip渊x袁y冤遥 则这 N 幅光栅条纹图像上任意一点

渊x0袁y0冤可以表示为

Iip渊 x0袁 y0冤= IA渊 x0袁 y0冤 + IB渊 x0袁 y0冤 cos [ 兹ip渊 x0袁 y0冤 ]
渊 i= 1 袁 2袁噎袁N 冤 渊4冤

其中

兹ip渊x0袁 y0冤=渍0渊 x0袁y0冤+ i 2仔N +啄i渊 x0袁y0冤 渊5冤
式中院IA渊x0袁y0冤尧IB渊x0袁y0冤尧渍0渊x0袁y0冤要要要点渊x0袁y0冤处

摄像机采集到的畸变正弦光栅条纹的灰度均

值尧调制强度和初始理想相位值曰
Iip渊x0袁y0冤尧兹ip渊x0袁y0冤尧啄i渊x0袁y0冤要要要第 i 幅条纹

图像上渊x0袁y0冤点的畸变正弦光栅条纹灰度尧
畸变相位和相位畸变量曰
i 2仔N 要要要每次的相移距离遥
由于啄i渊x0袁y0冤相对于 渍0渊x0袁y0冤+i 2仔N 是一个小

量袁所以 啄i渊x0袁y0冤可以忽略遥
利用最小二乘法解得 IA渊x0袁y0冤尧IB渊x0袁y0冤和

渍0渊x0袁y0冤袁并将其分别代入式渊4冤和式渊5冤中袁可得在

点渊x0袁y0冤处袁N幅光栅条纹图像的畸变相位 兹ip渊x0袁y0冤袁
即院

兹ip渊x0袁 y0冤=arccos Iip渊 x0袁y0冤- IA渊x0袁 y0冤
IB渊 x0袁y0冤 渊6冤

式渊6冤中反余弦函数的定义域为 [-1袁1]袁因此

为了得到实际有意义的结果袁就需要使 C渊x0袁y0冤=
Iip渊x0袁y0冤-IA渊x0袁y0冤

IB渊x0袁y0冤 也限制在[-1袁1]中袁即院
兹ip渊x0袁 y0冤=arccos {C渊x0袁 y0冤-min [C渊x0袁 y0冤 ]-1}

渊7冤
同样在点渊x0袁y0冤处袁N 幅光栅条纹图像的理想

相位 兹is渊x0袁y0冤为
兹is渊 x0袁y0冤=渍0渊x0袁 y0冤+ i 2仔N 渊8冤

由式渊7冤与式渊8冤便可建立起 兹s-兹p 映射的关系遥
2.2 基于线性插值的相位校正

由数字投影仪投射出的光栅条纹图像的灰度

Is渊x袁y冤和相位 兹s渊x袁y冤是离散量遥 由摄像机所采集到

的光栅条纹图像的灰度 Ip渊x袁y冤和相位 兹p渊x袁y冤从光

学成像角度来看是连续量遥 这样对于 x屹1袁2袁噎袁N
处的 Is渊x袁y冤和 兹s渊x袁y冤可以用线性插值的方法求出遥
因为条纹中的变化仅与横坐标有关袁所以下文只研

究 x 方向上的变化遥
由 2.1 节 兹s-兹p 映射关系的建立袁 则可以用线性

插值通过兹赞 p渊x赞冤求出兹赞 s渊x赞冤袁本文的兹赞 p渊x赞冤是对 兹s渊x冤在
x屹1袁2袁噎袁N 处的一种采样遥然后将兹赞 s渊x赞冤代入式渊1冤
中得院

I赞 s渊 x赞 冤=A +Bcos [兹赞 s渊 x赞 冤+渍0渊 x赞 冤 ] 渊9冤
这样袁若将 I赞 s渊x赞 冤设置成新的光栅模式袁投射到

参考面袁则摄像机会采集到新的光栅条纹图像 I赞 p渊x赞冤
渊x赞=1袁2袁噎袁N冤遥

光栅校正的目的就是选取合适的I赞 s渊x赞冤渊x赞=1袁2袁
噎袁N冤袁使得经过投影拍摄得到的 I赞 p渊x赞 冤的分布逼近

理想的正弦分布袁也就是说要使兹赞 p渊x赞冤的分布达到理

想正弦相位袁即院
兹赞 p渊 x赞 冤= 2仔

T x赞 渊10冤
在此过程中袁因为反余弦中的值域为[0袁仔]袁那

么由式渊6冤通过最小二乘法解得的 兹p渊x冤值通常

是非单调的袁且不在[兹s渊x0冤袁兹s渊N冤]的范围内袁无法满

足线性插值的单调性尧有效性和唯一性袁因此需要对

兹p渊x冤进行预处理遥
线性插值的单调性和有效性可以通过线性变换

获得遥 首先对式渊6冤解得的 兹p渊x冤值进行线性变换袁使
其值分布于[兹s渊x0冤袁兹s渊N冤]的范围内遥

当 1臆x臆N2 时袁令院
兹p 忆渊x冤=兹s渊x0冤+兹s渊1冤+D1 渊11冤

当N2 约x臆N 时袁令院
兹p 忆渊x 冤=兹s渊 x0冤+兹s渊1冤+仔+D2 渊12冤

其中院

D1=
[ 兹p渊 x 冤 -min 渊 兹p渊 x 冤 冤 ]窑渊2仔窑12 - 2仔窑1

N 冤
max渊兹p渊x冤冤-min渊兹p渊x冤冤

渊13冤

D2=
[兹p渊 x冤-max渊兹p渊x冤冤 ]窑[2仔-2仔窑渊 12 + 1

N 冤 ]
min渊 兹p渊x 冤冤-max渊兹p渊x冤冤

渊1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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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a冤原始光栅投影灰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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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b冤原始光栅相位

图3 原始光栅灰度分布及其相位

其次袁当出现数值相同的相位值时袁即院
兹p 忆渊n冤=兹p 忆渊n+1冤=兹p 忆渊n+2冤=噎=兹p 忆渊n+k 冤

n约N袁 k 约N 渊15冤
式中 n 为出现相位值相同的第一个值袁k 为相位值

相同点的个数袁则线性插值的唯一性可以设置一个调

整函数 着渊k冤来获得袁令院
兹p 忆渊n+k 冤=兹p 忆渊n+k 冤+着渊k冤袁 n约N袁 k =1袁2袁噎袁N

渊16冤
其中

着渊k 冤=琢k 渊17冤
由于 着渊k冤相对于 兹p忆渊n冤是一个小量袁所以 着渊k冤

对于 兹p忆渊n冤的影响可以忽略遥
在实际测量中袁可能会出现过校正的情况袁此时

可以通过设定一个控制因子 茁 来弥补过校正院
兹赞 s0 渊 x赞 冤=兹赞 s渊 x赞 冤- 兹赞 s渊 x赞 冤-兹赞 p渊 x赞 冤

茁 渊18冤
式中 茁 是一个大于 1 的数袁具体值当视测量时的实

际情况来确定遥
最后将校正后的相位兹赞 s0 渊x赞冤代入式渊1冤中袁得到

新的光栅模式I赞 s渊x赞冤遥把该新的光栅模式I赞 s渊x赞冤重新投

射到参考面上并由摄像机再次采集袁得到校正后光栅

的灰度分布I赞 p渊x赞冤遥
3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误差补偿算法的有效性袁搭建了由

投影仪渊爱普生 EB-C760X冤尧摄像机渊MANTA G124C
IRC冤尧 投影平板和计算机组成的结构光测量系统遥
测量过程中拍摄一组相移光栅图像袁N=40袁其光栅投

影灰度与相位分布如图 3 所示袁可以看出原始光栅

的灰度偏离正弦分布比较大袁光栅相位的标准差是

0.168 2 rad遥
依据本文所提方法袁以图 4渊a冤所示的映射关系

对相位进行校正袁从而得到校正光栅相位袁将这个校

正光栅相位代入式渊1冤获得新的光栅模式袁如图 4渊b冤

图4 校正投影光栅的灰度分布及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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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遥 之后将这个新的光栅模式再次投射到参考面

上袁并拍摄一组相移光栅图像袁其光栅投影灰度曲线

如图 5渊a冤所示袁可以看出新的光栅的灰度相比未校

正前已经非常接近正弦分布遥
对新的光栅条纹图像进行分析袁如图 5渊b冤所

示袁可以看出校正后的光栅相位与标准正弦光栅相

位相比袁误差已经减小很多遥 光栅相位的标准差是

0.059 2 rad袁约达到校正之前的 1/3遥

实验结果表明袁本文所提出的相位误差补偿算法

可以显著提高结构光测量系统的测量准确度遥
4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相位误差产生的原因袁通过基于最小

二乘法解出实际光栅相位袁并通过线性插值建立实际

光栅相位 兹p 与理想光栅相位 兹s 逆映射关系袁计算出

校正所需新光栅模式的相位遥实验结果表明袁通过本

文所述方法求出的新光栅模式具有良好的校正效

果遥本文的方法准确度较高袁解决了线性插值使用局

限性的问题袁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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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校正后的光栅图像灰度分布及其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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