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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栅结构光双目视觉的动态三维测量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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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矩形光栅结构光和双目立体视觉测量技术，提出一种物体表面三维形貌的动态测量方法。采用基于光

平面引导的稠密光栅光条匹配方法完成左右摄像机光条图像的匹配，该方法先通过各光平面对应的单应矩阵实现左

右图像点的对应，再结合极限约束及空间点距离约束完成左右光条中心点的全局最优匹配，以此解决由两摄像机和

投影仪组成光栅结构光测量系统中光条匹配难题，对匹配完成的图像光条点应用双目立体视觉测量原理完成物体表

面的三维重建。实物实验中，对姿态变化的手臂进行测量，结果证明仅需投影单幅光栅图案可实现手臂三维形貌的

测量，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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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3D measurement method based on raster binocular stereo vision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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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tangular  grating  structure  light  and  binocular  vision  measuring  technology,  a
method for  dynamically  measuring 3D topography on the  object  surface  is  proposed.  A matching method of
high-density grating light stripes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light plane is adopted to complete matching of the
left  and  right  camera  light-strip  images,  in  which  correspondence  of  the  left  and  right  image  points  can  be
firstly realized by homography matrix corresponding to each light plane, and then the optimal overall matching
of the center points on the left and right light strips can be achieved by combining the limit constraint and the
space  point  distance  constraint.  As  a  result,  the  matching  problem  in  the  grating  structured  light  measuring
system that is composed of two cameras and projectors is solved. Finally, the 3D reconstruction on the object
surface is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binocular stereo vision measuring principles. In the physical experiment,
the  measurement  of  a  moving  arm is  carried  out,  and  the  results  prove  that  it  only  needs  to  project  a  single
grating image to measure its 3D topography, thus, effectiveness of such method is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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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等技术

的不断进步，视觉测量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

应用于产品质量检测、物体识别、逆向工程、航空、

汽车等领域[1-4]。

目前广泛使用的视觉测量系统主要包括被动视

觉测量系统和主动视觉测量系统。被动视觉测量技

术往往易受测量现场光线和被测物温度及纹理的影

响，通常需要采取粘贴标记点和喷涂散斑图案等辅

助测量手段。如缺少必要的辅助测量手段，被动视

觉测量技术测量信息较少，仅适合简单几何尺寸测

量。主动视觉测量系统通过向被测物投射特殊设计

的可控光束，利用被测物体表面对光的调制作用来

获取物体表面的三维形貌。根据测量原理的不同，

主要可分为傅里叶轮廓术 [5-6]、相位测量轮廓术 [7-8]、

结构光视觉检测法[9-10]。傅里叶轮廓术仅适合动态

测量，但存在运算时间长、自动化性能较差等问

题。相位测量轮廓术，则需要投放多幅具有一定相

角差的条纹图像，有较高的测量精度，但仅适合于

静态三维测量。结构光视觉检测法通常结合单目或

双目进行动态测量，大部分方法采用投影带有编码

信息的图案以实现特征点的匹配[11]，但往往算法复

杂耗时较长。而光栅结构光双目法将光栅结构光与

双目立体视觉结合，适合表面光亮或物体表面颜色

较深的物体三维形貌测量，但存在左右摄像机密集

光栅光条图像匹配难题。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采用光栅结构光双目视觉

系统结构，提出一种基于光平面引导的密集光栅光

条图像匹配方法以解决系统中光栅光条图像匹配难

题，并结合双目立体视觉测量技术，实现物体三维

形貌动态测量。

1    光栅式双目立体视觉三维测量原理

P

P

光栅式双目立体视觉传感器模型如图 1所示。

光栅光条点 分别在左、右摄像机成像，利用双目立

体视觉模型[12]解算点 在双目视觉传感器坐标系下

的三维坐标。

p1 p2 P

oc1xc1yc1zc1 oc2xc2yc2zc2

设 和 分别为光栅光条点 在左右摄像机图

像坐标系下无畸变图像齐次坐标，左摄像机坐标系

为 ，右摄像机坐标系为 。设左

摄像机坐标系为双目立体视觉传感器坐标系。左摄

像机坐标系到右摄像机坐标系的旋转矩阵和平移向

R12, t12

P

量为 。双目视觉传感器数学模型如下，通过

最小二乘法求解点 ：{
ρ1 p1 = K1 [I 0] P
ρ2 p2 = K2 [R12 t12] P

(1)

K1 K2其中 和 分别为双目立体视觉传感器中左右摄

像机内部参数。

2    光栅光条快速提取及匹配方法

2.1    光条图像亚像素中心点快速提取及链接

本文采用 Steger算法[13]提取光栅光条图像中心

点坐标。首先利用 Hessian矩阵确定图像中光条中

心的法线方向，再通过求解法线方向上的极值点得

到线条边缘的子像素级位置，最后采用链接约束方

法去除错误光条中心点，将正确的光条中心链接在

一起形成多个光条线段。

σ0

理想光条中心图像点是光条灰度曲面顶点，

Hessian矩阵对应的模最大特征值为图像灰度函数

的二阶导数的局部最大值。根据图像光条的宽度信

息，选取适用于大部分宽度的均方差 值，求取光

条中心及其法线方向

H(u,v) =
[ruu ruv
ruv rvv

]
(2)

ruu ruv rvv I (u,v)

guu guv gvv

H (u,v)

n(t) = (nu,nv)T (ui,vi)

其中 ,  ,  为图像 的二阶偏导数，由图像

与高斯卷积核的二阶导数卷积核 、  、  卷积

得到。 的最大绝对特征值的特征向量为光条

的法线方向，记为 。对图像点 ，

对其邻域范围的灰度分布函数进行二阶泰勒展开，

光条图像中心的亚像素坐标为
u′i = ui−

nuru+nvrv

n2
uruu+2nunvruv+n2

vrvv
nu

v′i = vi−
nuru+nvrv

n2
uruu+2nunvruv+n2

vrvv
n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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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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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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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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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栅式双目视觉传感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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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u+nvrv

n2
uruu+2nunvruv+n2

vrvv
)的亚像素点作为光条图像中心点。

p = (u,v)

n(t)⊥ −n(t)⊥

n(t)⊥ −n(t)⊥

完成光条图像亚像素中心点提取及方向计算

后，根据线条方向和距离约束完成光条图像中心链

接，形成多个光条线段，以用于匹配。同时，光条链

接可以去除提取出的错误光条中心点。光条链接方

法为：选取具有最大绝对特征值的光条中心点

作为该光条的初始链接点，在计算光条中心

点的过程中，已经求出在该光条中心点处的法向方

向。则在该点处的光条方向为 和 。初始

链接点可能不是线段的端点，因此相邻光条点的选

取从正反两个方向 和 分别进行，当从正

方向链接光条完成后，再从反方向开始链接。选取

与当前光条方向相容的三邻域像素内的光条点作为

候选点。把满足链接标准的候选点作为新的光条链

接点添加入当前线段。挑选光条中心候选点的两个

标准：1）候选点的光条方向和当前光条的方向的夹

角在一定阈值范围内，通常取[–22.5°, 22.5°]；2）候
选点与当前光条中心点的距离小于一定阈值。若存

在多个候选点，则选取候选点与当前光条中心点的

距离最小的中心点为链接点。遍历所有光条中心

点，完成所有光条线段的链接。

2.2    光栅光条匹配方法

在光栅式双目立体视觉三维测量中，快速准确

地实现光栅光条的匹配是一项关键技术[14]。本文提

出一种基于光平面引导的密集光栅光条图像匹配方

法。该方法通过各光平面对应的单应矩阵实现左右

图像点的对应，再结合极限约束及空间点距离约束

完成左右光条中心点的全局最优匹配。

Hli

i Hri i

Hi

i = 1,2, · · · ,n n

图 2为本文匹配算法示意图。图中， 为左图

像平面到第 个光平面的单应矩阵， 为第 个光平

面到右图像平面的单应矩阵， 为左图像平面到右

图像平面的单应矩阵， ， 为光平面数量。

i

pli= [uli,vli,1]T pri= [uri,vri,1]T

Pvi= [xvi,yvi,zvi,1]T i

i osixsiysizsi Pvi

osixsiysizsi Psi= [xsi,ysi,0,1]T Hli

针对第 个光平面光条上的左右摄像机图像点

和 ，采用双目立体视觉

模型计算出该点的在双目立体视觉传感器坐标系下

三维数据 。在第 个光平面上建立

第 个 光 平 面 坐 标 系 ， 将 转 换 到

下得到 ，求解 ：xsi
ysi

1

 = Hli

[uli
vli
1

]
pli (4)

Hri Hi同理，基于以上方法可求解 ，再求解 ：

Hi = HriHli (5)

Hi

第 i个光平面光条上的左右摄像机图像点可以

通过单应矩阵 实现一一对应，这里称光平面为诱

导平面。 [uri
vri
1

]
= Hi

[uli
vli
1

]
(6)

H1, · · · ,Hn Hi

投影 n条光栅光条，则有 n个单应矩阵，

。若采用 计算第 j个光平面的左右光

条图像点之间的对应则会出现错误。

pri

pri lr

B {b1, b2, · · · , bk}
pli H1, · · · ,Hn

C {c1, c2, · · · , cn}
pri

pri

在双目立体视觉数学模型中，如果与 为匹配

点，根据极线约束原理，则 必然在极线 与右摄像

机图像中所有 k个光条的交点集

中。同时，对于点 根据标定已知的 通过

式 (3)可以得到右摄像机图像 n个点 ，

也必然在该点集中。理想情况下在两个集合中点

距为零的那个点就是 ，实际测量中，取点距最小

的点为匹配点。

L m

B C

Ri m

m

R L

由于图像噪声、投影光栅过密等因素，单个光

条点按上述匹配方法计算可能会造成误匹配。为了

提高匹配效率和准确性，对左摄像机图像的任意光

条 ，在光条上均匀选取 个光条点作为需匹配点，

针对每个光条点分别计算 和 两个交点集中各点

的距离，并选取点距最小的一对点所在的光条作为

候选匹配光条 ，这样可以得到 个候选匹配光

条。在 个候选匹配光条中取出现次数最多的光条

作为左图像光条 的匹配光条，遍历所有左图像光

条完成图像所有光条的匹配。

3    实物实验

在实物实验中，光栅结构光双目立体视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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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条匹配算法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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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个摄像机和一个投影仪搭建而成，两个摄像机

为选配施耐德 17 mm镜头的大恒 GigE相机，图像

分辨率 1 628 pixel×1 236 pixel，视场范围 600 mm×
500 mm。投影仪为Dell M110，分辨率为 1 280 pixel×
800 pixel。

实物实验主要包括两部分：1)双目立体视觉系

统标定和精度评价；2)实物测量姿态变化的手臂。

3.1    光栅结构光双目立体视觉系统标定

3.1.1    系统标定

双目立体视觉系统的内外参数采用张正友[15]方

法进行标定。两摄像机各拍摄 12张靶标图像，左

摄像机拍摄图像如图 3所示。

标定得到双目视觉系统的内外参数如下：

左摄像机内参：

γfx=3 985.76；fy=3 985.84； =5×10–5；u0=816.65；v0=
637.10；k1=–0.23；k2=0.51。

右摄像机内参：

γfx=3 986.48；fy=3 986.76； =6×10–5；u0=828.39；v0=
603.13；k1=–0.23；k2=0.47。

双目视觉传感器外参：

R=
 0.876 −0.063 0.485
0.0623 0.998 0.018
−0.485 0.014 0.875


t=[−562.404 −17.082 154.492]

3.1.2    系统精度评价

为了评价系统的测量精度，光栅结构光双目视

觉系统测量 2次棋盘格平面靶标。平面靶标具有

10×10个特征点，两点之间距离为 12 mm，精度为

0.02 mm。以靶标两两特征点之间距离为实际距离

dt，计算出的测量距离 dm 和实际距离 dt 之间的偏差

的 RMS误差来评价系统测量精度。经计算系统的

RMS误差为 0.05 mm。

3.2    实物测量

在实物实验中，投影 1 024 pixel×768 pixel的矩

形光栅光条图案，光条间距 16 pixel，光栅光条总数

为 64根。

为验证本文算法动态测量的有效性，实验对人

体手臂的张开、自然、并拢和握拳 4个动作状态进

行了测量。左摄像机拍摄的 4个时刻的 4幅图像如

图 4(a)左摄像机拍摄手臂图像所示。对 4个时刻

的人体手臂姿态进行图像处理及三维重构，测量结

果如图 4(b)所示，显示了手臂正面和侧面的三维测

量图。从测量结果图可以看出，本文的算法能够较

准确的获取手臂不同姿态的三维形貌，验证了本文

方法的可靠性。

4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光栅结构光双目视觉的动

态三维测量方法,采用单幅矩形光栅光条图案投影，

提出一种基于光平面引导的光栅光条匹配方法，不

需要借助光条颜色、形状或其他设计，仅依靠光条

自身的空间位置信息实现左右摄像机高密度光栅光

条的对应匹配，结合双目立体视觉系统完成物体表

面三维测量。

该方法将结构光视觉测量模型和双目立体视觉

测量模型相结合，既可以保证测量精度又可以实现

没有对应匹配的光条点三维重建，提高了测量系统

三维重建密度。

参考文献
SHIRMOHAMMADI  S,  FERRERO  A.  Camera  as  the
instrument:  the  rising  trend  of  vision  based  measurement[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 Measure, 2014, 17(3): 41-47.

[1]

(下转第 50页)

 

图 3    双目立体视觉系统标定左摄像机拍摄图像

 

(a) 左摄像机
拍摄图像

(b) 手臂正面和侧面
三维测量结果 

 

 

图 4    人体手臂三维测量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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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  V=20  mL。也就是说，要保证相对偏差≤

0.1%，则需要至少消耗 20 mL标准滴定液。因此，

在运用间接碘量法进行标定和滴定实验中，建议使

用 50 mL滴定管并调整被测样与碘标准液加入量

比例，以满足分析要求，减少分析误差。

在样品进行平行滴定时，所有测定条件的一致

性是保证样品平行测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正确地进行滴定终点的判断，需要在淀粉指示

剂的加入时机、滴定速度、半滴操作等方面进行把

控。滴定速度应以相对可控原则下的先快后慢为操

作节奏。临近终点时的半滴操作应有靠壁动作，并

用洗瓶冲洗碘量瓶口及内壁。整个滴定过程还要注

意适度地控制滴定速度，避免当滴定速度过于缓慢

时，空气对 I-的氧化问题使滴定终点延迟，使测定结

果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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