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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位姿测量中单目视觉与双目立体视觉
测量精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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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沈阳１１００１６；２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０）

摘要：本文结合实际模型，以仿真实验的方式对两种典型的视觉位姿测量方法的测量精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误差统计结

果表明，在广泛的应用背景下，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方法由于在特征点坐标计算过程中引入了目标模型的约束，计算精度和
对误差的鲁棒性都明显优于双目立体视觉方法。仿真结果对实际工程中如何选取测量算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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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工业、医疗，航天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最

ｌ引

言

简单的视觉测量方法即在一个物体（称为目标物体）上
布置一组点目标，并精确测量出这些点目标在目标物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有许多场合要求测量一个物

体坐标系（简称目标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在另一个

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的位置与姿态，即所谓的位姿测

物体上布置一定数目的摄像机，摄像机对目标点成像

量。从数学意义上说即测量两个坐标系问的平移与旋

后，先通过图像处理得到这些目标点在图像中的威像

转变换关系，包括３个位置和３个旋转角共６个位姿

坐标，再利用计算机视觉的方法计算出各目标点在测

量。理论上，只要已知空问不共线的３点在两个坐标

量物体坐标系（简称测量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从而

系下的坐标，就能唯一确定两坐标系间的位姿关系，因

实现目标坐标系与测量坐标系间相对位置与姿态的

此，位姿测量的关键就是如何得到特征点在这两个坐

测量［“。

标系下的坐标。
视觉位姿测量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接触式测量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０５７５０４２）资助项目

为求出目标点在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典型的视
觉测量方法有２种：一种是只用一台摄像机对目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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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同时利用目标点间固有的几何约束关系进行求解，

立体视觉方法的测量精度和鲁棒性的比较研究。所得

这种方法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称为ＰＮＰ问题，是该领域

到的结论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实际应用

的研究热点之一口］。另一种更为典型方法的是双目立

系统的设计也将具有指导意义。

体视觉方法，即采用两台摄像机，通过同一目标点在两
台摄像机中的成像进行交会三角计算，得出目标点在

正文部分将首先简述位姿计算方法，然后介绍分
析方法与实验条件，最后给出实验结果与分析。

测量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由
于只使用一个摄像机，因此具有系统简单的特点，但需

２位姿计算方法

要已知目标点问的几何约束。双目立体视觉虽然系统
复杂，但不需要已知目标点间的几何约束，可直接求解

两个坐标系问相对位置和姿态的计算要求已知三

且标点的坐标。在位姿测量领域，为实现位姿计算必

个以上的非共线点分别在两个坐标系统下的坐标，同

须已知物体上至少３点的坐标，即目标模型必须已知，

时还要求目标点在两个坐标系间的变换满足刚体变

因此双目立体视觉的这种优势已不复存在。因此，选

换，即特征点在两个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要满足目标

择何种方法主要取决于这两种方法的测量精度及对输

模型的约束。只要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就可以用文献

人参数误差的鲁棒性，在测量精度和鲁棒性相当的前

［１］中的旋动理论计算出相对位置和姿态。

提下，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方法比双目立体视觉方法
更具有优势。
视觉位姿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度取决于２个方面．

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和双目立体视觉分别用不同
的方法计算特征点在测量坐标系统下的三维坐标。
２．１基于模型的单且视觉

输入参数的误差和测量系统对误差的传递。对于这两

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由于只有一个摄像机，三维

种方法来说，输人参数都包括以下３类：特征点在模型

坐标计算时只能利用目标模型的约束，其计算结果必

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特征点在图像坐标系下的图像

然满足目标模型的约束。

坐标，摄像机模型参数。视觉位姿测量系统的精度分

本文采用我们在文献［１０］中给出的最优两分迭代

析即分析相对位置和相对姿态的误差与这些输入参数

法，可根据特征点的图像坐标和模型约束很快计算出

误差的关系。系统的鲁棒性则体现了测量结果对输入

３个目标点在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

参数误差的敏感性，它与测量系统的设计参数以及测

２．２双目立体视觉

量方法有直接关系。

双目立体视觉方法可以通过２台摄像机间的约束

目前，对双目立体视觉测量精度的研究很多，主要

直接得到特征点的三维坐标，若同时考虑模型的约束，

集中于特征点三维坐标的测量瀑差与测量系统参数之

就会有冗余信息，表现为方程的个数多于未知量的个

问的关系研究方面。Ｊｅｆｆｒｅｙ Ｊ．Ｒｏｄ订舭ｅｚ等人…和

数，当图像坐标有误差时，剜这一方程组无解，通常采

ｃｈｉ∞ｃｈｕｎｇ ｃｈａｎｇ等人”３分别针对图像量化误差研究

用在某种意义下的最优解作为计算结果。信息的冗余

了双目立体视觉的测距精度与测量系统参数之间的关

宏观上提高了系统对误差的鲁棒性。以本研究内容为

系。吴彰良等人［ｏ和刘佳音等人“３分析了多种误差源

例，简单地分别对２个摄像机进行Ｐ３Ｐ计算，再求平均

的影响，重点研究了三维坐标测量误差与测量系统设

值。就会在统计意义下提高系统的精度。关于基于模

计参数间的关系特性。关于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的研

型的双摄像机优化算法及其与单摄像机精度的比较，

究目前还主要集中于计算方法方面，由于其求解过程

我们进行了研究，相关内容参见文献［１１］。

复杂，对误差的分析还处于仿真阶段。Ｌａｒｒ），Ｄａｖｉｓ等

本文要讨论的是立体视觉算法的精度，首先按３

人［８１从目标跟踪的角度给出了目标在世界坐标系统下

个目标点在２台摄像机中的成像坐标，采用立体视觉

的坐标的测量误差与目标模型三维坐标误差的关系并

方法，计算出３个目标点在测量坐标系下的坐标Ｐ。＝

给出了仿真实验结果。而对于两种方法的测量精度比

（葡，％，％）。由于图像坐标量化误差的存在，用立体

较，则只有Ｈａｓｓａｌｌ Ｍｏｓｔａｆａｖ一从刚体位姿估计出发，

视觉方法计算出的３个点的坐标是存在误差的，已经

得到了除目标到相机的距离外，单目视觉的测量精度

无法满足目标模型的约束，也就无法直接利用旋动理

可以同双目立体视觉的测量精度相比的结论。

论求解相对位置和姿态。必须对求得的特征点空问坐

本文以视觉位姿测量为背景，以仿真实验为手段，

标进行修正，使其满足模型的约束。本文以目标模型

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进行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与双目

为约束条件，以修正点坐标ｐ’。一（ｚ７，，，。，ｚ’。）与九

塑！塑竺型

查塑篁！塑重堡錾型星！鲎旦望堂兰翌旦皇堡塑竺型茎塑壁！！鍪

！！！

的距离平方和最小作为目标函数，通过约束条件下的

共视场内移动。仿真实验中没测量坐标系为

最小二乘法求解ｐ７。，使之满足模型约束。

ｑⅨ。ＫＺ。，两摄像机的基线与乙轴共线，光心关于
００对称位于ｚ。上。两摄像机完全相同，基线长度为

３分析方法与实验条件

ｏ．４

ｍ，分辨率为５１２’５１２像素，摄像机内参数为嘞一

讪一２５６，焦比＾＝工＝１ ０２４。单目视觉仿真模型与

３．１分析方法

图１近似，只是少了一个摄像机，视场和坐标系的选取

不论是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还是立体视觉方法，
在计算过程中都存在着迭代运算或非线性优化过程，

和立体视觉相同，这样能够尽可能保证两种方法计算
精度比较的合理性。

其测量结果误差都很难或不能表示为以输入参数误差

结合实际视觉测量应用．仿真实验中采用的目标

为变量的解析式，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有一定的困难。

模型如图２所示，３个目标点构成的三角形ＡＢｃ的边

所以本文采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比较。得到结果后，再给

长分别是（ＡＢ；０．８

出直观定性的解释。

标坐标系的原点Ｏ位于ＡＢ边的中点，ＡＢ边所在方向

ｍ，Ａｃ；Ｏ．５ ｍ，ＢＣ—Ｏ．５ ｍ）。目

由于测量误差不仅与输人参数误差有关，还与目

为ｚ轴正方向，ｏＣ方向为ｘ轴正方向。这样三个特

标与摄像机问的相对位姿关系有关，不同位姿下的测

征点在目标坐标系下的坐标为：Ａ（ｏ，ｏ，一ｏ．４），Ｂ（Ｏ，

量误差是不同的，因此为全面考察两种方法的误差只

Ｏ，０，４），Ｃ（Ｏ，３，Ｏ，Ｏ）。

能在统计意义下进行分析比较。而在统计意义下进行
的比较，必须有各种条件下的足够充分的实验数据，这
是实际实验所无法实现的。因此，本文采用仿真实验
的方法进行误差分析。
３．２仿真实验条件
事实上，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计算精度除与图像
坐标点的误差有关外。还与目标间的几何关系、目标当
前的位置与姿态、摄像机的内外参等多种条件相关。
而双目立体视觉的计算精度除与上述条件有关外，还
图２三点目标模型

与立体视觉系统的另一重要参数基线长度有关，基线
越长，则精度越高。因此很难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进

为简化计算，对于输入参数的误差仅考虑图像坐

行两种方法计算精度的比较。本文仅在一组给定的基

标的量化误差，不考虑其它误差的影响。由于在同等

本条件下进行精度的比较。

条件下进行２种方法的比较，这一假设不影响基本结

图１为双目立体视觉的仿真模型，假设摄像机视
场角已知，通过计算，保证三点模型在两台摄像机的公

论。仿真实验中取ｏ．２５象素量化误差对图像点进行
提取。
仿真实验时，首先根据特征点的空间坐标求出其
对应的图像坐标，然后对图像坐标作模拟量化误差处
理，最后通过处理后的图像坐标和已知的目标模型运
用前述两种测量方法进行位姿求解。实验中ｚ轴（光
轴）方向目标的移动范围根据实际工程中的一般需求
设定为４ ｍ～２０ ｍ借助于单个摄像机的视场角，可以
从ｚ轴方向的距离计算出ｙ，ｚ轴方向的目标移动范
围，同时结合实际测量应用，设姿态角的变化范围为一
６～６。。在上述目标移动区域中不断改变目标坐标系
的位置和姿态角达到模拟不同位姿情况下的位姿求
解，从而实现测量系统的误差统计。
３．３实验结果与分析

图１立体视觉仿真模型

图３给出了单目视觉和双目立体视觉位姿计算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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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比较结果，其中棱形标志表示单目视觉，正方形标

计算精度在姿态角误差上明显优于双目立体视觉，同

志表示立体视觉。横坐标为目标与摄像机间的距离，

时，位置误差也比双目立体视觉要小。从转角误差来

单位为米，纵坐标表示对应距离的６个位姿参数的统

看，双且立体视觉计算的误差太大。已经不能达到姿态

计误差。位置误差单位为毫米，姿态误差单位为度。图

测量的目的，这反映了在特征点坐标计算过程中不引

中给出的误差为均方根误差，所有误差均以绝对误差

入模型的弊病。从位置误差来看，在比较合理的基线

表示。

长度情况下，双目立体视觉测量误差要大于单昏觋觉。
当然理论上。可以通过增大基线长度来提高双目立体
视觉的计算精度，并且能做到比单目视觉误差更小，但
在实际应用中，两摄像机的基线太长，就意味着更大的
空间开销和更小的视场。
另外，从误差图中可以发现，无论转角还是位置误
差，在鲁棒性方面，单目视觉要优于双目立体视觉，特
别是当目标离摄像机较远的时候。

论

４结

本文对视觉位姿测量的两种典型方法在相对较公
平的情况下，结合实际模型进行了大量仿真实验，仿真
结果表明，在广泛的应用背景下，单目视觉算法由于在
特征点坐标计算过程中引入了目标模型（必须引入），
计算精度和对误差的鲁棒性要明显优于通常我们更为
熟悉的双且立体视觉算法＜通常我们不需要引入模型
计算特征点坐标）。这个结论对实际应用中如何选取
测量算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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