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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线阵相机的空间定位方法研究与实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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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多线阵相机的定位原理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精度空间定位

２．１柱面镜头光学定位机理

与轨迹跟踪技术在先进制造、医疗服务、科学研究等

使用线阵摄像机做空间位置测量时，一般采用

领域所具有的应用价值Ｂ趋凸现。基于视觉的空间

柱面镜头采集图像信号，故成像面上的任一点在镜

定位方式因其良好的环境与对象的适应性而受到各

头曲率方向上对应为一个投影面，即线阵镜头上的

研究和应用领域的普遍重视，一直是感知传感技术

任一投影点都可以定义其相应的一个空间平面，见

的研究“热点”。视觉空间定位是通过摄像机观测目

图１。

标物体，运用几何投影关系，计算其在参考系中的位

姿状态与运动轨迹，可对作业过程实行各种位姿检
测，为位姿控制与监控操作提供必要的信息，因而成
为用途极为广泛的高新技术之一。常规的视觉空间

定位方法采用投影几何机理，根据视觉系统的配置
和检测对象的不同可使用结构光法、视角法、单目或
双目立体视觉法等。

图１成像点与投影面在柱面镜头作用下的成像关系

上述视觉定位方法主要采用面阵ＣＣＤ相机，其
主要特点为输出是图像信号，信息丰富，便于提取各

种所需的信息。但由于易受环境光噪声的影响以及
数据量与复杂性的影响，实际应用受到很大限制。因
此，近年来有人采用线阵ＣＣＤ构成位姿测量系统
（典型应用为医疗导航系统），线阵相机可以使用柱
面镜头，由于柱面镜头曲面复杂程度低。因此畸变
小，分辨率高，采样速率高，容易实现快速高精度检
测的要求。因此对实现目标物体的实时高精度位姿
图２定位原理图

测量具有更明显的实用意义。另一种视觉位置测量

方式可采用ＰＳＩ）相机，ＰＳＩ）是一种光电位置检测器

图中，ｓ表示一空间平面，其位置由５的法向Ｎ

件，可直接输出位置信号，因此在仅需空间点目标位

和点Ｕ决定，在平面ｓ上的任一点，其在柱面镜头

置测量的应用场合，由ＰＳＤ构成的视觉定位系统更

上的投影点都落在“上。ｓ的平面方程可写为：

具有实用意义。本文介绍了基于线阵相机的空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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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位原理、系统结构及实现技术，并介绍了应用线阵
ＰＳＤ构成的位置测量系统及其实验结果。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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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Ａ，Ｂ，ｃ为Ｓ的法向Ⅳ的三个分量，ｚ。，Ｙ５，２。
是ｓ所在的参考坐标系ｗ的原点坐标，当Ⅳ和Ⅳ
确定后，ｓ就确定了。由几何定理可知，若已知空间
这样三个非平行的平面，就可以计算出其交点（唯
一）位置。因此，利用多线阵摄像机确定空间目标点
的位置，就是建立三个这样定义的平面，其系统结构
见图２示意图。这样由图２所示的三个线阵相机所获
取的点Ｐ的投影构成可解的几何关系和系统标定
图４实验中所用的空间定位系统

参数Ｍ，通过求交点解出空间目标点在Ⅳ下的坐
标。由式（２）三个这样的方程可写成ＢＸ＝Ｄ，其中ｘ
为目标点的空间坐标，Ｂ，Ｄ由三个测量装置的标定
参数矩阵Ｍ和采集到的相机的输出数据ｕ给出，
于是有
Ｘ一（Ｂ７Ｂ）一１８７Ｄ

（３）

ＰＳＤ的位置测量原理如下：
ＰＳＤ是极化的半导体器件，输出为点位置量。

投影光投到ＰＳＤ表层时，在端点产生具有相应位置
关系的电流，这个电流可以被用以进行位置计算，依
据如图所示几何位置关系，可得投影光在ＰＳＤ投影

２．２测量系统参数标定
摄像机参数标定过程就是确定摄像机的内部参
数和摄像机坐标与世界坐标系间的位姿变换关系的
过程。在使用多线阵摄像机建立的定位系统中，同样

需要对测量系统进行标定。其位姿关系如图３所示。

点的位置（输入）与端点产生的相应位置关系电流
（输出）转换关系可由一统一公式表示：
ｚ２一ｚ１

２ｘ

ｏｏ＋２１

Ｌ

（６）

电信号输出ｘｌ

定义摄像机坐标系Ｃ，图像坐标系，，参考坐标系

光信号输入电信号输出ｘ２

ｗ，参数标定矩阵Ｍ。则根据针孔映射原理和投影
关系，可推导出空间目标点尸与其在相机成像面上
的投影点ｕ的关系可写成式（４），整理后为ＡＭ＝
［，。当采样点足够时，参数矩阵Ｍ可由（５）式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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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５）

ＰＳＤ结构原理图

线阵ＰＳＤ产生两路连续模拟量，经信号处理后由式
（６）可得检出的位置信号Ｘ即ｕ。
由于ＰＳＤ器件的输出是连续的模拟量信号，有

很高的分辨率，由于输出单一，响应速度快，而且可
以对目标光信号进行调制，使系统具有很强的抗干
扰能力和环境适应性。基于上述特点，本系统采用线
阵ＰＳＤ作为视觉传感器的空间定位系统。线阵ＰＳＤ
Ｘ

接收信号光源的波长范围在３２０～１１００ｎｍ，当波长
图３空问点在各坐标中的位置关系

为９２０ｎｍ时，响应达到峰值。因此本文介绍的系统
采用波长为９００ｎｍ的ＬＥＤ红外光源。

Ｓ系统构成４．实验
本文介绍的基于多线阵相机的视觉定位系统由

本实验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三个线阵ＰＳＤ摄

一个安装在三维移动平台上的ＬＥＤ红外调制信号

像机固定分布如图４，距移动平台为１０—１５ｍ，镜头视

源Ｐ、三个配置柱面镜头的线阵ＰＳＤ像机、ＰＳＤ信

场角为２２。。ＬＥＤ红外目标点在空间范围为８０＊８０

号处理电路、多路Ａ／Ｄ数据采集板和数据处理计算

＊３５ｃｍ三维移动平台（定义为ｗ）上移动。实验中，

机组成。整个系统安放在室内，系统的稳定性主要取

采用本文介绍的系统构成和标定方法。利用线阵

决于信号处理电路的质量，其分辨率取决于Ａ／Ｄ的

ＰＳＤ检出的位置信号ｕ，构建测量面，求出标定参

分辨率，如图４所示。

数矩阵Ｍ，然后运用定位计算方法，解出目标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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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下的空间位置。当目标点在平台上移动时，该测
量系统可实时计算其在世界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

０．００ｌｊｆ８５

——０．ｏｏｉ８４２］
ｍ３一［０．０１

实验步骤如下：

一０．００ｂ９６３

１．Ｚ’ｆｌｆ。ｆ６ｂ

２５０７

—０．００７８９１

—０．２８４３２３

１）系统标定：首先对每个ＰＳＤ的光电信号进行
满量程线性化处理，以建立线性投影关系。然后在

０．０００４００

０．００７９１５

０．００２２８７

－－０．００３７９５］

ｗ中移动ＬＥＤ目标多次，构成多个空间点对三个

２）定位计算：利用标定好的系统，观测目标点在

摄像机进行测量参数标定。利用公式（４）求得三个摄

三维移动平台上的随机移动，利用公式（３）对目标点

像机的标定参数矩阵Ｍ分别为：

进行静态定位，实际定位结果如图６所示（本图给出

ｍｌ一［０．０００３０８

０．０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１ ３９１

０．５２９３０６

—０．０１８３６１

实测１８个点的测量结果）。图中（ｘ，ｙ，ｚ）分别为目标
点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实际位置，（ｘ’，ｙ’，ｚ’）为对应

０．００２３３６

——０．００５３１０３
ｍ２一ｒ一０．０１０８９５

目标点的实验定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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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点

图６定位误差检验结果

实验定位误差（单位ｃｍ）：Ｘ方向最大偏差为

０．２８３，最小为０．０４７，均方根误差为０．０３１，Ｙ方向

定位。实验验证了此类定位方法与实现技术解决空

间定位问题上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最大偏差为０．３１０，最小为０．０２９，均方根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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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上述研究表明，利用线阵ＰＳＤ相机对目
标点进行空间位置测量是可行的。其基本原理是使
用目标点在光学测量装置的投影构建出三个非平行
的测量面，以满足位置测量的几何关系。并通过对摄
像机系统的参数标定，运用位姿变换关系完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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