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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鲁棒的城市场景分段平面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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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基于图像的城市场景重建, 由于光照变化、透视畸变、弱纹理区域等因素的影响, 传统像素级与区域级的重建算
法通常难以获得可靠的重建结果. 为了解决此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快速、鲁棒的分段平面重建算法. 根据城市场景结构特征与
分段平面假设, 本文算法首先利用基于连通域检测的空间平面拟合方法从初始空间点中抽取充分且可靠的候选空间平面, 然
后在 MRF (Markov random field) 能量最小化框架下将场景的完整结构推断问题转化为平面标记问题进行求解. 由于候选平
面集与融合灰度一致性度量、空间几何与可见性约束的能量模型的高可靠性, 场景的完整结构因此可被有效地重建. 实验结果
表明, 本文算法能较好地克服传统算法可靠性差、重建场景不完整等缺点, 同时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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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image-based urban scene reconstruction, traditional pixel-level or region-level methods often fail to achieve
satisfactory results because of various negative factors such as illumination variations, perspective distortion, poorly
textured regions, etc.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a rapid and robust piecewise planar stereo method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scene piecewise planar assumption an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cenes, the proposed method at first extracts sufficient and reliable candidate planes from initial spatial points based
on the connected-region detection; then the problem of scene reconstruction is converted into a plane labeling problem
under the Markov random field (MRF) framework. By virtue of the high reliability of our extracted candidate planes
and the energy model properly designed by incorporating geometric constraints, spatial visibility and photo-consistency
measures, a complete scene structure is effectively reconstructed.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satisfactorily handle the low-reliability and incomplete-reconstruction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methods with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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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城市场景模型在城市规划、虚拟旅游以及
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对城市场景
进行精确的三维建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在实际
中, 虽然利用激光扫描设备可获取精度较高的三维
信息, 但由于其扫描代价的昂贵与扫描范围的局限
导致其应用范围存在一定的限制. 相对而言, 基于图
像的三维场景重建方法由于造价低廉、数据获取方
便等优点, 当前仍是城市场景建模中的常用方法.
然而, 由于城市场景光照变化、透视畸变、弱纹
理与重复纹理区域等因素的影响, 利用图像信息有
效地获取完整的城市场景模型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
的难题. 在诸多相关算法中, 基于特定场景模型或区
域 (如超像素) 级的重建算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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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像素级重建算法难以获得完整场景结构的缺点,
但同时也存在以下几点问题导致其可靠性与效率较
低: 1) 采用的场景模型过于简单 (如仅具有 3 个正
交方向的 Manhattan 场景模型) 或对场景的结构
过于限定 (如预先指定几个场景方向), 因而导致重
建结果存在较大的偏差; 2) 用于场景完整结构推断
的候选平面集缺乏完备性 (即仅包含场景中的部分
平面), 进而影响推断结果的可靠性; 3) 对场景中非
重建区域 (如天空、地面) 缺乏有效的检测与滤除机
制, 整体重建效率因此受到较大的影响.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本文针对城市场景重建完
整性问题提出一种快速、鲁棒的分段平面重建算法.
该算法根据城市场景的结构特点, 着重解决如何快
速从噪声较大的初始空间点中抽取充分且可靠的候
选平面以及如何有效地对场景完整的结构进行可靠
推断的问题. 本文主要贡献如下: 1) 提出一种鲁棒
的基于连通域检测的空间平面拟合方法, 可以快速
从噪声较大的空间点中抽取充分且可靠的空间平面;
2) 提出一种在 MRF (Markov random field) 能量
最小化框架下融合灰度一致性、空间几何约束与可
见性等度量与约束的场景完整结构推断方法, 可以
有效地解决场景中弱纹理、倾斜表面等区域的重建
问题; 3) 针对城市场景重建中的常见干扰因素 (如
天空、地面等), 提出了相关可行的滤除与屏蔽方法,
有效地提高了整体场景重建的效率.
本文结构组织如下: 第 1 节对相关工作进行概
述; 第 2 节对所解决的问题进行描述并给出相应的
算法流程; 第 3 节介绍本文算法的几个预处理步骤;
第 4、5 节分别介绍鲁棒的候选平面抽取与场景完整
结构推断方法; 第 6 节进行实验分析; 第 7 节对本文
进行总结.

1 相关工作
对于室外场景的重建, 基于特定场景模型与场
景分段平面假设的重建算法通常可在一定程度上克
服传统像素或空间点级的重建算法难以恢复完整场
景结构的缺点.
在双目立体视觉中, 基于场景分段平面假设的
算法[1−2] 通常先将图像过分割为相互不交迭的若干
超像素, 由于每个超像素为颜色相似、位置相近像素
的集合, 其对应的空间面片可近似为一个平面 (称为
视差平面), 最终的重建问题则转化为为每个超像素
分配最优视差平面的问题. 为了求解该问题, 此类算
法在初始视差图的基础上, 首先利用视差平面拟合
的方法获取纹理丰富区域对应的视差平面集, 然后
采用全局优化 (如 Graph cuts[3] ) 方法推断弱纹理、
倾斜表面等区域对应的视差平面, 进而获得完整的
视差图. 此类算法的主要问题在于, 由于初始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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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集通常缺乏完备性 (如弱纹理、倾斜表面等区
域对应的视差平面并不一定包含于初始视差平面集
内), 往往会导致视差平面推断产生较大的偏差. 此
外, 由于此类算法仅采用两幅图像对场景进行重建,
相关像素或区域之间的匹配多义性问题依然较为严
重, 因而其可靠性在很多情况下也较低.
由于较多的图像包含了更丰富的场景结构信息,
类似的多视场景重建算法往往更有利于解决场景重
建的完整性问题. 在相关算法中, 传统的空间平面扫
描算法[4] 通常在灰度一致性度量标准下采用究举方
式确定每个超像素对应的空间平面. 然而, 由于扫
描空间不易确定, 因而其计算效率不但难以得到保
证, 而且可靠性往往也较差. 为了克服此问题, 许多
算法趋于直接或间接地指定场景的主方向数量以简
化场景的重建过程. 如 Furukawa 等[5] 假定场景中
的空间点或空间平面总是沿 3 个正交的场景主方向
分布 (即 Manhattan 场景模型), 进而在由 PMVS
(Patch-based multi-view stereo) 算法[6] 获取的具
有方向的初始空间点的基础上, 在 MRF 能量最小
化框架下推断完整的场景结构, 进而较好地解决了
弱纹理区域的重建问题. 然而, 由于算法所依赖的
场景模型过于简单, 在复杂场景的重建中往往会产
生较大的错误, 如当场景中的空间面片对应的真实
空间平面的法向量与所有场景主方向均不一致时,
该空间面片会被分配一个错误的空间平面. 同样,
Gallup 等[7] 采用的沿多个场景主方向进行空间平
面扫描方法以及 Mičušı́k 等[8] 在由消影点检测方式
获得的 3 个场景主方向上进行场景结构推断的方法
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在实际中, 简单地对场景的结
构 (如主方向数量) 进行限制或约束很难适于具有复
杂结构的场景重建.
在其他的分段平面重建算法中, Sinha 等[9] 首
先采用传统的 SfM (Structure from motion) 方法
及直线重建方法获取初始空间点及线段, 然后以此
构造场景结构推断时所采用的候选空间平面集. 然
而, 在复杂场景重建中, 由于初始空间点与直线比较
稀疏, 该算法通常会遗漏较多的场景结构细节而重
建出过于简单的场景结构; 此外, 该算法中的图像
校正与穷举式的平面拟合等过程也会使得算法适应
性与效率降低. Chauve 等[10] 通过在初始空间点云
的基础上利用区域增长的方式获取候选平面, 然后
根据场景中每个空间面片相对于空间平面的位置而
采用类似体素重建的方式对其状态进行标注, 进而
获取分段平面的重建结果. 在实际中, 如果初始空间
点云比较稀疏且噪声较大, 区域增长方法的可靠性
往往不易得到保证, 算法的整体性能因此会受到较
大的影响. 在 Kowdle 等[11] 提出的将图像与空间信
息融合于能量优化框架下的物体分割算法中,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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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获取与本文算法较为相关, 但其整体算法侧
重于对特定物体的分割, 因而难以适于室外场景的
重建. Bódis-Szomorú 等[12] 在初始稀疏空间点与图
像过分割获得的超像素的基础上在 MRF 能量最小
化框架下推断场景的完整结构. 该算法虽然速度较
快, 但其为了通过空间点拟合的方式获取每个超像
素对应的初始空间平面而采用了较大尺寸的超像素,
这在实际中往往会导致算法的可靠性较差. 事实上,
尺寸较大的超像素对应的空间点深度变化通常较大,
相应的空间面片并不能简单地近似为空间平面. 此
外, 如果场景中存在较多的难以获得空间点的区域
(如弱纹理、重复纹理等区域), 即使采用尺寸较大的
超像素, 可能也难以满足算法所依赖的假设, 进而难
以获得较好的结果.

2 问题描述与算法流程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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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变化、透视畸变、弱纹理区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采用 PMVS 算法并没有获得较好的重建结果. 如图
2 所示, 不但场景中许多区域的结构未被可靠地重
建 (如存在较大的孔洞), 而且对于距离摄像机较远
的已重建区域, 相应的空间点与真值之间的偏差也
较大. 此外, 大量非重建的区域空间点 (如天空、地
面等) 也极大地干扰着建筑区域空间点的可视化与
进一步的处理 (如三角化网格).
因此, 当前需解决的问题可简要地描述为: 已
知城市场景相应的图像集 {Ik } (k = 1, · · · , m) 及对
应的初始稀疏且带噪空间点集 {Pk } (k = 1, · · · , m)
(即图像 Ik 对应的可见空间点为 Pk ), 如何快速、可
靠地恢复其完整的结构？
针对此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有效的城市场景分
段平面重建算法, 其基本流程如图 3 所示.

对于城市场景, 为了可靠地恢复其完整的结构,
通常需要在数据采集阶段捕获其丰富的结构细节.
如图 1 所示, 本文采用的图像采集设备由架设于摄
影车顶部的 6 部摄像机构成, 其中的 1 号摄像机主
要用于捕获高层建筑区域的上部结构信息, 其他摄
像机彼此间保持相同的夹角以全方位地捕获场景其
他结构信息.

图1
Fig. 1

摄像机与图像示例

图3

Cameras and sample images

Fig. 3

本文在初步实验中发现, 以上摄像机架设方式
尽管可以对场景的结构进行充分地采集, 但由于光

图2
Fig. 2

本文算法基本流程图

Flowchart of our proposed method

下文对算法的各个环节进行详细介绍.

城市场景重建问题

Problems in reconstructing urban sc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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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处理

根据场景垂直方向确定的水平面).

为了根据场景分段平面假设对场景完整的结构
进行推断, 本文采用 Mean-shift 算法[13] 对当前图
像进行了过分割以将场景结构完整推断问题转化为
为每个分割区域 (即超像素) 分配空间平面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大尺寸超像素对应的空间面片
通常存在较大的深度变化而不能将其近似为空间平
面, 因而, 本文算法采用小尺寸超像素 (如空间与颜
色参数分别为 2 与 1) 对场景结构进行推断.
对于场景中的天空、地面等非重建区域中的空
间点 (以下简称干扰空间点), 其不但对重建结果的
可视化 (如图 2 (a) 所示) 产生较大的干扰, 而且也
对重建结果的后续处理 (如场景完整结构的推断、三
角化网格等) 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而需要被有效地滤
除. 因而, 本文也采用文献 [14] 中算法对图像中的天
空、地面与建筑物等 3 个语义区域进行了标注, 并滤
除了相应的干扰空间点 (如图 4 (a) 所示). 事实上,
此预处理步骤也使得场景完整结构的推断可以针对
建筑区域进行, 不但可以提高整体算法的效率, 而且
也可以增强采用分段平面假设对以平面为主的建筑
结构进行推断的可靠性.
此外, 为了从初始空间点中抽取充分且可靠的
空间平面 (参见第 4 节), 本文算法也采用消影点检
测方法[8] 确定了场景的垂直方向 (如图 4 (b) 所示的

4 候选平面的抽取

图4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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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场景完整的结构进行可靠地推断, 抽取
充分且可靠的候选平面是关键环节. 在实际中, 对超
像素相应的空间点进行拟合是获取候选平面最为直
接的方法, 但同时也存在以下问题导致其实用性较
差: 1) 当超像素对应空间点存在较大噪声时, 所获
得的空间平面与真实空间平面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
偏差, 特别当空间点较少时, 此问题尤其严重; 2) 当
超像素数量较多时, 整体拟合效率较低.
此外, 尽管当前许多经典的多模型 (如空间平
面) 拟合方法 (如: J-linkage[15] 、PEaRL[16] 等) 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候选平面的抽取问题, 但当
空间点数量较多且噪声较大时, 此类方法在初始模
型的产生、模型优化等环节通常不易获得较好的效
果, 而且效率较低.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本文算法根据城市场景的
结构特征与先验, 采用基于连通域检测的方法产生
候选平面集, 如算法 1 所示.

4.1 场景结构特征
根据城市建筑垂直于地平面且以平面结构为主
的特征 (如图 4 (c) 所示), 空间点在地平面上的投影

候选平面的抽取

Extraction of candidate p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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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由于较高的聚集度而形成具有一定规则性 (如
直线) 的连通区域, 尤其对于场景主平面区域, 此特
征更加明显. 在如图 4 (d) 所示投影图中, 尽管单个
投影点对应的空间点数量不尽相同且空间点有所偏
差, 但投影点之间却相互聚集成连通区域, 因而可以
利用连通域检测方法确定不同连通区域对应的空间
点, 进而可通过整体拟合的方式确定相应空间平面.
由于尺寸较小的连通区域对应空间点的分布问
题 (如近似位于垂直方向同一直线上) 可能会导致不
可靠的空间平面的抽取, 所以, 本文算法首先对尺寸
大于指定阈值 ϑ (实验设置为 15) 的连通区域进行
平面检测, 而对其他连通区域则根据场景结构先验
(参见第 4.2 节) 检测其中的潜在空间平面. 此外,
为了增强连通域检测的可靠性, 本文算法采用了多
级投影点阈值的方式对投影图进行过滤处理. 如图
4 (e) 所示, 采用较高的投影点阈值后, 投影图中的
连通区域对应的空间点数量较多, 因而拟合生成的
空间平面的可靠性较高 (如图 4 (f) 中彼此间隔较小
的两个空间平面均可被可靠地抽取). 当投影点阈值
降低后, 如图 4 (h) 所示, 更多连通域可被检测, 因
而更多潜在的空间平面可被抽取. 在我们的实验中,
将每次投影点阈值 ζ (缺省设置为 25) 设置为当前
投影图中投影点对应的最大空间点数量的 0.05 可获
得较好的效果.

4.2 场景结构先验
由于空间点分布的不均匀性, 利用其投影特征
通常仅能抽取场景中具有明显特征的主平面. 在此
过程中, 尺寸较小的连通区域虽未被检测, 但其对应
的空间点往往位于潜在的场景平面上. 对于城市建
筑, 其主体结构除以平面为主外, 各个平面之间的夹
角通常也是特定 (如 45◦ 、90◦ 等) 的, 此场景结构先
验对进一步抽取潜在的空间平面具有较好的指导作
用. 事实上, 在场景垂直方向已知且部分可靠场景主
平面已确定的情况下, 潜在的场景平面更可能位于
与当前已抽取的场景主平面具有特定夹角的位置.
在本文算法中, 以当前已抽取的任意一个可靠
场景主平面的法向量 n 作为参考, 以场景垂直方向
为主轴并以指定角度 (实验采用 15◦ ) 进行旋转可生
成法向量集 ni . 显然, 其中的部分法向量相应的空
间平面更可能为潜在的空间平面. 此外, 考虑到一些
特殊倾斜表面 (如与地平面夹角 60◦ ) 的抽取, 本文
算法也将 n 沿场景水平方向在指定可视度量范围内
(如 [0◦ , 60◦ ]) 按指定角度间隔 (如 15◦ ) 进行了旋转
以生成更多可能的法向量,
设小尺寸连通区域的集合为 cj , 则根据法向量
ni 与连通区域 cj 对应空间点的重心可确定相应的
空间平面 hi,j . 为了验证空间平面 hi,j 的可靠性,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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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算法采用了以下两个度量标准: 1) 剩余空间点 (即
不在主平面上的空间点) 到空间平面 hi,j 的距离小
于指定阈值的数量 t1 ; 2) 到空间平面 hi,j 的距离小
于指定阈值的剩余空间点相关的连通区域数量 t2 .
显然, 如果 t1 值与 t2 值越大, 则空间平面 hi,j 的可
靠性也越高. 在实际中, 由于相同的 t2 值可能与多
个不同的 t1 值相对应, 因而, 本文算法首先选取 t2
值大于指定阈值 ω 的所有空间平面, 然后将其中 t1
值最大者作为候选平面. 由于阈值 ω 设置过小可能
会引入较多的干扰空间平面, 本文实验中将其设置
为 5.
算法 1. 基于连通域检测的候选平面抽取
输入. 空间点集 P ;
输出. 候选空间平面集 H;
% 初始主平面的抽取
1) 根据 P 生成投影图 M 并根据阈值 ζ 对其进行过滤
处理;
2) 检测连通区域, 如果其尺寸大于指定阈值 ϑ, 则拟合
相应的空间点并将生成的空间平面保存至 H1 , 同时从 M 与
P 中分别删除该连通区域与所有被拟合的空间点;
3) 否则, 则将该连通区域添加到集合 cj ;
4) 降低阈值 ζ 并转到步骤 2 直至检测不到符合条件的
连通区域;
% 潜在平面的抽取
5) 根据平面 h ∈ H1 生成场景方向 ni ;
6) 根据 ni 与 cj 生成候选平面集 hi,j ;
7) 计算 hi,j 对应的平面可靠性度量 t1 与 t2 ;
8) 根据 t1 与 t2 从 hi,j 中确定候选平面并将其保存至
H2 ;
9) 合并 H1 与 H2 为 H 并从中剔除相似平面后输出.

从算法 1 中不难发现, 连通域的检测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全局地对大量空间点 (通常对应多个超像
素) 是否属于相同空间平面进行度量与判断, 不但
有效地避免了局部对单个超像素对应的空间点进行
拟合的不可靠性, 而且也避免了对大量超像素对应
的空间点进行拟合的计算复杂度, 整体上具有较高
的可靠性与效率. 此外, 为了获取场景更细致的结
构以避免过拟合情况, 本文算法也在每个空间平面
h ∈ H 附近对与其平行的空间平面进行采样, 并将
得到的指定数量 (实验设置为 10) 的空间平面也作
为候选平面保存至 H.

5 场景结构推断
虽然利用算法 1 可以抽取场景中充分且可靠的
候选平面, 但场景的完整结构仍需要进一步的推断,
其主要原因在于: 1) 由于光照变化、弱纹理等因素
的影响, 场景中许多区域并未包含任何空间点, 因而
需要对这些区域对应的空间平面进行推断; 2) 从初
始空间点中抽取的空间平面中往往也存在少量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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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需要进行全局性的优化以获取更可靠的结果.
针对以上两点问题, 本文采用 MRF 能量最小
化方法进行解决.

5.1 能量函数
设 L 表示由空间平面集 H 的序号构成的标记
集, R 表示当前图像过分割获得的建筑区域超像素
集, 则用于场景完整结构推断的能量函数如下:

E (f ) =
X

X

Edata (s, fs ) + λsmo ×

s∈R

Esmooth (fs , ft ) + λlab ·

X

Elabel (f )

(1)

L∈L

t∈N (s)

其 中, f 为 所 有 超 像 素 对 应 空 间 平 面 的 标 记 组
合, N (s) 为所有与超像素 s 相邻的超像素集合,
fs ∈ L 与 ft ∈ L 分别为相邻超像素 s 与 t 对应
的空间平面标记, 常数 λsmo 与 λlab 分别为平滑项
Esmooth (fs , ft ) 与标记项 Elabel (f ) 相应的权重. 在
实际中, 较大的 λsmo 有利于增强相邻超像素对应空
间平面之间的平滑性, 但设置过大则不利于恢复场
景的结构细节 (如两相邻超像素对应空间平面相差
较小时会被分配为一个空间平面). 类似地, 较大的
权重 λlab 虽然有利于降低场景结构的复杂度, 但过
大的取值也会导致场景结构细节的损失. 本文实验
中分别将 λsmo 与 λlab 设置为 0.6 与 0.2.

5.1.1 数据项
数 据 项 Edata (s, fs ) 由 灰 度 一 致 性 度 量
Epho (s, fs ) 与空间几何约束 Egeo (s, fs ) 两部分构
成, 即:

Edata (s, fs ) = α · Epho (s, fs ) + (1 − α) · Egeo (s, fs )
(2)
其中, 权重常数 α 用于调整灰度一致性度量与空间
几何约束的作用力度, 当空间点较少或噪声较大时,
可设置为较大的值以增强灰度一致性的作用力度
(实验中设置为 0.6).
5.1.1.1 灰度一致性度量
设 当 前 图 像 与 其 相 邻 图 像 分 别 表 示 为 Ir 与
{Ni } (i = 1, · · · , k), 灰度一致性度量 Epho (s, fs ) 定
义为:
1 XX
Epho (s, fs ) =
Cs (p, Hs , Ni )
k · |s| i=1 p∈s
k

(3)

其 中, |s| 为 超 像 素 s 内 部 所 有 像 素 的 总 数,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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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p, Hs , Ni ) 定义为:
Cs (p, Hs , Ni ) =
(
min (kIr (p) − Ni (Hs (p))k , δ), Hs (p) ∈ M
λocc ,
其他
(4)
其中, kIr (p) − Ni (Hs (p))k 表示图像 Ir 中的像素
p 与相邻图像 Ni 中的像素 Hs (p) 之间的规范化颜
色 (即颜色值范围为 0 ∼ 1) 差异, λocc 为空间可见性
冲突惩罚量 (实验设置为 2), δ 为截断阈值以增强颜
色度量的可靠性 (实验设置为 0.5). 由于 Hs (p) 可
能并非整数位置, 相应的颜色值需要进行插值运算
(本文采用双线性插值).
在式 (4) 中, M 为相邻图像 Ni 中待推断空间平
面的区域, 通常不包含或仅包含较少数的空间点. 因
而, 如果图像 Ir 中的像素 p ∈ s 在空间平面 Hs 的诱
导下投影在图像 Ni 中的区域 M (即 Hs (p) ∈ M ),
则空间平面 Hs 更可能分配至超像素 s, 其可靠性通
过相应的颜色差异进行度量; 否则则可能导致空间
点可见性的冲突, 因而需给予较大的惩罚量. 需要
注意的是, 此处将空间点遮挡也视为可见性冲突情
况处理的主要原因在于: 1) 初始空间点本身存在偏
差, 空间点遮挡判断的可靠性较低; 2) 单幅图像的
遮挡问题可在多个图像的重建结果进行合并时得以
缓解; 3) 降低能量函数的复杂性以提高求解效率与
可靠性.
5.1.1.2 空间点的约束
在实际中, 如果超像素 s 对应的空间面片包含
一定数量的空间点, 则距离这些空间点较近的空间
平面更可能成为超像素 s 对应的空间平面. 因而, 空
间点的几何约束项 Egeo (s, fs ) 可定义如下:

 λdis ,
|Ps | = 0
Egeo (s, fs ) =
(5)
1

, |Ps | > 0
−d(P
,H
)
s
s
1+e
其中, Ps 为超像素 s 对应的空间点集, d (Ps , Hs )
为集合 Ps 中的空间点到空间平面 Hs 的平均距离,
λdis 为距离惩罚量, 本文实验中根据式 (5) 中的距
离度量将其设置为 2.

5.1.2 平滑项
平滑项 Esmooth (fs , ft ) 采用 Potts 模型[3] , 即:

Esmooth (fs , ft ) = ωst · δ (fs 6= ft )

(6)

其中, δ (x) 为指示函数, 当 x 为真时取值为 1, 否则
为 0. ωst 为相邻超像素 s 与 t 对应空间平面不相似
性惩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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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相邻超像素具有相同的空间平面标记
或者空间平面参数应当在颜色相近的超像素之间平
滑变化, 式 (6) 中的 ωst 定义为:

ωst = bst · (1 − kc (s) − c (t)k) · kn (s) − n (t)k (7)
其中, c(s) 为超像素规范化平均颜色, n(s) 为空间
平面 Hs (空间平面标记为 fs ) 的单位法向量. k·k 为
L2 范数度量, bst 为超像素 s 与 t 之间规范化的共
享边界长度 (即共享边界长度除以超像素 s 与 t 中
最小周长).
式 (7) 表明, 如果两超像素之间的颜色越相似,
共享边界越长, 则相应的平滑力度越强, 当两者被分
配不同的空间平面时所给予的惩罚力度也越大.
5.1.3 标记项
不同于平滑项, 标记项 Elabel (f ) 用于约束最终
解 f 中不同空间平面标记的数量, 使得位置不相邻
而对应空间平面相同的超像素趋于取相同的空间平
面标记, 整体上可获取能表达完整场景结构的最小
空间平面集, 其定义为:
X
Elabel (f ) =
e−λ0 ·|L| · δL (f )
(8)
L∈L

其中, |L| 为分配给标记 L 的超像素的数量, λ0 为经
验常数 (实验设置为 50), 函数 δL (·) 定义为:
(
1, ∃s : fs = L, fs ∈ f
δL (f ) =
(9)
0, 其他
通常情况下, 式 (1) 所示的能量函数的求解属
于 NP-hard 问题, 本文算法采用 Graph-cuts 方法
获取其近似解. 在实际中, 由于能量函数有效地融合
了灰度一致性、空间几何与可见性等度量与约束, 因
而其求解可靠性较高. 如图 5 所示的场景区域 (即
矩形区域内部), 尽管由于距离摄像机较远而导致初
始空间点偏差较大, 但通过场景结构推断后其对应
的平面结构仍得以可靠的恢复.

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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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外点的剔除
为了检测并剔除场景结构推断结果中的不可靠
空间平面 (如非刚体物体对应的空间平面), 对于当
前图像 Ir 中的超像素 s 已分配的空间平面 Hs , 本
文采用以下标准度量其可靠性:

T (Hs ) =

k
X

δ (dm (PHs , HNi ) ≤ µ)

(10)

i=1

其中, PHs 为超像素 s 中的所有像素在空间平面 Hs
上的反投影空间点, HNi 为相邻图像 Ni 通过空间
平面推断后获得空间平面集, dm (PHs , HNi ) 为 PHs
到 HNi 中的空间平面平均距离中的最小者; δ (·) 则
为式 (6) 中的指示函数, µ 为距离阈值 (实验设置为
0.05), k 为相邻图像的数量.
式 (10) 表明, 对于空间平面 Hs , 较高的 T (Hs )
值意味着在多幅图像的平面推断结果中存在与其相
近的空间平面, 因而其可靠性也就越高.

6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如图 6
所示, 本文利用标准数据集中以平面结构为主的建
筑场景[17] (图像分辨率为 3 072 像素 × 2 048 像素的
Herz-Jesu 与 Castle 场景) 与图 1 所示采集设备获
取的类似结构的城市建筑场景数据集 (图像分辨率
为 1 224 像素 × 1 848 像素) 分别对其进行测试. 其
中, 相对于标准数据集, 真实数据集对应的场景深度
较大, 而且存在较大光照变化的干扰, 因而利用 SfM
方法获取的初始空间点的精度较低, 在此基础上的
场景分段平面重建的鲁棒性与效率将面临更大的挑
战.
此外, 在场景结构推断时, 对于标准数据集, 本
文选择当前图像的左、右相邻图像对相应的场景结
构进行推断; 而对于真实数据集, 本文主要对 2 号摄
像机获取的图像对应的场景结构进行推断, 其 相 邻

场景结构的推断

Inference of scen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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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 本文采用文献 [18] 中的相对深度差异度量相
应的空间点精度 (相关阈值设置为 0.02). 对于真实
数据集, 由于缺少真值, 本文采用文献 [19] 中的场
景重建精度度量标准对相应的空间点精度进行度量.
该度量标准通过对在多幅视图中的相对深度偏差均
小于指定阈值 (本文中设置为 0.02) 的空间点所占百
分比进行统计, 可以较好地衡量场景重建精度或完
整性.

6.2 结果分析
图 6 数据集例图 (上: 标准数据; 下: 真实数据)
Fig. 6 Sample images (Up: standard data;
Down: real-world data)

车的前后位置所拍摄的图像; 2) 序号为 1 的摄像机
在当前位置所拍摄的图像. 当然, 当考虑更多相邻图
像时, 算法的可靠性可得以增强, 但其效率往往也将
受到较大的影响.
本文实验环境为 64 位 Win 7 系统, 处理器为
Intel 3.2 GHz 双核 CPU、内存为 16 GB, 算法采用
C++ 实现.

6.1 评价标准
为了较好地评价本文算法的性能以及与其他算
法之间的差异, 本文仅对建筑区域进行重建, 同时采
用 T (Hs ) > 2 时的空间平面数量度量场景分段平
面结构推断的可靠性; 此外, 对于存在真值的标准数

图7
Fig. 7

表1
Table 1
初始
图像

对于标准数据集, 如图 7 (a) 所示, 由于场景中
弱纹理、倾斜区域的存在, 利用传统 SfM 方法获取
的初始空间点尽管精度较高, 但整体上较为稀疏且
分布不均匀. 表 1 列出了初始空间点数量以及过分
割后的超像素数量.
从图 7 与表 1 所示的实验结果可以发现, 尽管
标准数据集初始空间点较为稀疏, 但根据建筑结构
特征与先验, 其在地平面的投影仍呈现出具有一定
规则性 (如直线) 的连通区域 (如图 7 (b) 所示). 在
此基础上, 采用连通域检测算法可以有效地抽取较
为完备的候选平面集 (参见第 4.2 节), 进而使得场
景结构推断的可靠性得以极大地增强. 需要注意的
是, 候选平面集的完备性是场景结构推断可靠性的
基础, 这也是本文算法可以恢复更多场景结构细节
(如 Herz-Jesu 场景台阶) 与完整场景结构的主要原
因. 另一方面, 本文算法中的场景结构推断模型由于

标准数据集实验结果

Results for standard data sets

在标准数据集上的算法性能比较

Performance comparisons on standard data sets
文献 [12]

本文算法
时间 (s)

空间点

超像素

平面

重建

数量

数量

数量

精度

抽取

推断

Herz-Jesu

29 541

49 326

12

0.8043

73.15

Castle

12 337

26 825

9

0.7452

57.96

时间 (s)

超像素

平面

重建

合计

数量

数量

精度

抽取

推断

合计

138.81

211.96

3 096

7

0.3296

136.72

124.50

258.22

218.06

276.01

4 127

5

0.2701

107.40

196.80

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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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空间几何约束与灰度一致性度量, 因而可以
对场景中不包括或包括较少空间点的弱纹理、倾斜
表面等区域对应的空间平面进行有效的推断, 这则
是获取完整场景结构的关键.
相对地, 文献 [12] 由于需要拟合超像素对应空
间点以获取用于空间平面全局优化的候选平面集,
因而采用了大尺寸的超像素以包含足够的空间点,
这在分段平面假设不可靠的区域 (如超像素对应的
空间面片存大较大的深度变化) 往往会产生错误的
结果. 此外, 由于初始空间点分布的不均匀性, 弱纹
理区域对应的超像素通常难以包含足够的空间点,
而文献 [12] 中的空间平面优化模型为了提高整体优
化效率而未采用灰度一致度量, 因而难以对这些超

图8
Fi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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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对应的空间平面进行推断 (如 Castle 场景存在
大量未被重建的区域).
在算法效率上, 如表 1 所示, 相对于文献 [12],
尽管本文算法在场景结构推断中计算灰度一致性度
量耗时较多, 但在生成候选平面阶段耗时较少, 因
而, 整体上仍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效率.
对于真实数据集, 利用传统 SfM 方法获得的初
始空间点更加稀疏, 本文虽然采用 PMVS 算法对其
进行了扩散处理 (如图 8 (a) 所示), 但效果并不理
想, 而且空间点精度也较低.
从图 8 可以发现, 本文算法可以可靠地去除天
空、地平面等非重建区域的干扰, 有效地恢复建筑
区域完整的平面结构, 尤其对于一些结构细节 (如图

真实数据集实验结果 (图像从上而下为: #1, #2, #3 和 #4)

Results for real-world data sets (Images from top to bottom are #1, #2, #3 a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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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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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数据集上的算法性能比较

Performance comparisons on real-world data sets

初始

文献 [12]

本文算法

序号

空间点

超像素

平面

精度

时间 (s)

超像素

平面

精度

时间 (s)

#1

16 520

13 907

6

0.7554

58.22

1 996

4

0.3187

78.13

#2

20 468

9 562

7

0.7852

49.36

1 768

6

0.4165

60.98

#3

13 710

23 955

6

0.6486

70.01

2 341

6

0.3547

76.39

#4

10 694

18 933

7

0.5713

64.52

3 011

5

0.2310

72.67

#1、#2 中的矩形区域), 仍然表现出较好的性能. 相
对地, 文献 [12] 为了保证每个超像素可以包含足够
的空间点以拟合相应的候选平面而采用了大尺寸的
超像素, 这往往会强制地将实际不能近似为空间平
面的空间面片视为空间平面处理, 从而导致空间平
面拟合或推断的错误. 实际中, 对于图像中对比度较
低且纹理单一的区域, 采用大尺度的过分割参数通
常会导致相应的超像素与多个空间平面相对应. 如
图 #2 中对应多个空间平面的窄矩形区域被分配了
一个空间平面, 进而根据 T (Hs ) 值而被滤除. 此外,
对于不包含空间点或包含较少空间点的超像素, 由
于文献 [12] 未在空间平面推断模型中考虑灰度一致
性度量, 因而也难以对相应的空间平面进行可靠的
推断 (如图 #3 中的矩形区域).
在本文算法中, 通过融入场景结构先验并采用
连通域检测方法获取候选平面集, 不但可有效提高
对带噪空间点进行空间平面拟合的可靠性, 而且具
有较高的效率; 而对于不包括空间点的超像素对应
空间平面的推断, 由于综合考虑了空间几何约束与
灰度一致性度量, 因而可以获得较好的结果. 需要
注意的是, 对于图 #2 中的宽矩形区域, 本文算法与
文献 [12] 重建出了不同的结果, 其主要原因是由该
区域中两个空间平面相距较近而 T (Hs ) 中的阈值 µ
设置相对偏大所致,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本文
算法在获取候选平面集与场景完整结构推断的可靠
性.
表 2 给出了两种算法的重建结果与效率. 从表 2
中不难发现, 相对于文献 [12], 本文算法不但在重建
可靠性表现出了较好的性能, 而且也具有较高的效
率. 事实上, 尽管文献 [12] 为了提高效率而未在空间
平面优化阶段考虑灰度一致性度量, 但在获取候选
平面集时却消耗了大量的时间, 因而效率相对较低.
需要注意的是, 表 2 中两种算法的运算时间均为对
建筑区域的重建时间. 此外, 文献 [12] 尽管在一些
情况下也获得了较多的可靠空间平面 (如图 #3), 但
其未对弱纹理、倾斜表面等区域进行可靠的重建.
图 9 为本文算法对多幅图像重建后的分段平面
结果. 由于单幅图像对应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合并后场景模型整体上也是完整、可靠的.
总体上, 本文算法通过基于连通域检测的空间
平面拟合方法获取可靠的候选平面集与融合多种度
量与约束的场景结构推断, 可以较好地克服场景中
诸多干扰因素的影响, 进而可以快速、可靠地恢复场
景完整的结构.

图9
Fig. 9

多幅图像对应的初始空间点与本文算法重建结果
(左: 场景 #1; 右: 场景 #2)
Initial 3D points and reconstruction results of

multiple images (Left: scene #1; Right: scene #2)

7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快速、鲁棒的城市场景分段平面
重建算法. 根据城市场景结构特征, 本文算法利用基
于空间点投影的连通域检测方法可以快速从初始带
噪空间点中抽取充分且可靠的候选空间平面, 克服
了传统相关算法复杂度高与易于遗漏空间平面的缺
点. 在此基础上, 本文算法进一步在融合灰度一致
性度量、空间几何与可见性约束的 MRF 能量最小
化框架下对场景的完整结构进行了推断, 有效地解
决了弱纹理、倾斜表面等区域的重建问题. 目前, 本
文算法的主要缺点在于: 1) 过于稀疏的初始空间点
(如几十个) 不利于抽取足够多的候选平面与构造较
强的约束条件, 进而会影响场景完整性推断的可靠
性; 2) 算法所依赖的分段平面假设不利于场景中曲
面结构 (如柱面) 的重建, 可能会导致较大的重建偏
差. 在实际中, 此两方面的缺点可通过采用空间点扩
散的方式稠密化初始空间点以及在重建过程中融合
更丰富的场景先验进行解决, 这也是本文下一步的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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