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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VS 序列图像的油菜三维模型
武静雯 1,2，薛新宇 2*，秦维彩 2，崔龙飞 2，张宋超 2
(1. 安徽农业大学工学院，合肥 230036；2.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南京 210014)
摘 要：为实现油菜作物模型的可视化研究，给油菜作物的数字化管理提供数据基础，以感染虫害的苗期油菜
为研究对象，采用 MVS 序列图像技术，搭建 MVS 技术的序列图像采集平台。根据 SFM 和 PMVS 算法获得虫害
油菜的稀疏点云数据和稠密点云数据，同时，探索序列图像数量对于特征点匹配的影响。对 MVS 序列图像技术获
得的虫害油菜三维点云数据，采用滤波、精简、Alpha-Shape 曲面重建等处理，得到虫害油菜的三维形态曲面模型。
结果显示，使用图像数目多和 8 邻域匹配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又快又好地匹配图像特征点；在获得合适的 Alpha
值情况下，Alpha-Shape 算法可以真实形象地表现出虫害油菜的生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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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modeling of rapeseed based on MVS sequence image
WU Jingwen1,2 ,XUE Xinyu2 , QIN Weicai2 , CUI Longfei2 , ZHANG Songchao2
(1.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2. Nanj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njing 210014)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visualization research of rape crop model and provide the data basis for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rape crop, this paper took the seedling rape infected with pes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uilt a sequence image acquisition platform based on MVS technology by adopting MVS-based sequence image
technology. Sparse point cloud data and dense point cloud data of pests rapeseed we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SFM
and PMVS algorithms.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sequence image number on feature point matching was explored. The 3D point cloud data of pests rapeseed obtained based on MVS sequence image technology were processed by filtering, simplification and alpha-shape surface reconstruction to obtain the 3D morphological surface
model of pests rapese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multiple images and 8 neighborhood
matching can match image feature points quickly and well.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btaining the appropriate Alpha
value, the alpha-shape algorithm can present the growth status of pests rapeseed in a real image.
Key words: MVS; sequence image; diseased rape; 3D model
油菜作为世界四大油料作物之一，具有生长能
力强、适用范围广的高经济价值和广阔发展前景的
优势[1-2]，近十年来，我国的油菜种植面积约为 600～
700 万 hm2，总产量 1 000～1 300 万 t，是仅次于水
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的第五大经济作物。然而，
由于油菜种植成本高，种植机械化技术比较落后，
导致油菜种植费时费力，收益始终差强人意，加之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农耕劳动力的巨大变化，农民种

植油菜意愿逐年下降，油菜种植面积和产量连年减
少，推进油菜产业现代化进程已经变得刻不容缓[3]。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科学家们历年来采用了许多方
法和设备对油菜生长模型进行研究，旨在获得油菜
生长发育过程与环境因子关系[4-5]，油菜植株各器官
的干物质积累和分配特性[6-8]，以及油菜含水量[9]、
氮素等对油菜生长发育的影响[10]，从而对油菜的栽
培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11]。但是，以上的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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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于油菜未发生病害的时期。油菜生长期较长，
受到环境、天气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油菜苗期
和成熟期易感染病虫草害，造成枯苗、断苗，降低
油菜产量。因此，需要改进技术手段，可视化油菜
作物模型，监测油菜在生长期间的生理状态，实现
油菜的田间精准管理，为解决油菜病虫草害提供科
学精准的管理方案（浇水、施肥、施药等）。
基于油菜作物模型可视化研究，学者们研究内
容还较少，从相关的作物模型可视化研究方法中借
鉴，油菜作物模型可视化可以从以下三个研究方向
进行：基于规则化的建模方法[12-14]、基于图像法的
建模方法[15]、基于扫描方式的模型构建方法[16-18]。
从得到的油菜三维形态模型中提取表征油菜生长状
态的数据信息（叶面积、叶长、叶宽、叶倾角、株
高、体积、叶片颜色等）进行分析，获得油菜生长
的动态变化过程。此研究不仅对油菜田间精准管理
方案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对于油菜的育种和表型研
究，以及油菜作物产量的预测均有重大意义。
本研究在图像法建模的基础上，采用 MVS
（multi-view stereo，多视角立体视觉）技术为研究
方向，以感染虫害（猿叶甲）的苗期油菜为研究对
象，展开油菜作物模型可视化建模的研究，构建一
套具有普适性、实用性和高度精确性的油菜作物无
损形态模型的可视化方法，对更快速、精准的获取
大田作物生长信息，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设施高速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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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u1,v1）和（u2,v2），X 为空间点 Q 对应世界坐
标系的齐次坐标。可用如下方法求得 Q 点的空间坐
标：

u1   M 11 
Z1 v1    M 12  X
1   M 13 

（1）

 M13u1  M11 
M v  M  X  0
12 
 13 1

（2）

同理可得 M2 投影矩阵：

 M 23u2  M 21 
M v  M  X  0
22 
 23 2

（3）

将方程（2）和（3）联立，得到：

 M 13u1  M 11 
M v  M 
12 
 13 1
X 0
 M 23u2  M 21 


 M 23v2  M 22 

（4）

可以根据式（4）中的 4 个方程求解空间坐标点
Q，且在实际采集过程中，数据总是有噪声的，因
此可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 Q 点的坐标值，即特征点
的三维坐标变换求解。

基于 MVS 技术的序列图像采集和处理

MVS 技术
MVS 技术即根据生物视觉系统的工作原理，利
用单个或多个摄像机从多个视觉角度拍摄空间物
体，并从拍摄得到的多幅二维图像中重构物体空间
三维几何信息的一种技术[19]。
如图 1 所示，对 MVS 工作原理做进一步理论
分析：使用 MVS 技术进行空间物体的三维几何信
息重构，即对于空间物体表面上的任一点 Q，如果
只用左摄像机观察，只能观察到它在 Q1 摄像上的图
像点 Q1，或者是 Q1Q 连线上的任一点 Q′都可以被
看做 Q1，因此，无法由 Q1 得到空间 Q 点的三维坐
标。但如果已知左摄像机的观察点 Q1，可以在直线
Q2Q 上进行一维搜索，由两线相交确定一个点的原
理，可以得到空间 Q 点的三维坐标是唯一确定的。
假设已知空间任一点 Q 在左右两相机的二维图像上
分别为点 Q1 和 Q2，左右两相机的投影矩阵分别为
M1 和 M2，其对应的点在两平面（Z1,Z2）的像素坐
1.1

Figure 1

图 1 MVS 工作原理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MVS working principle

MVS 图像采集平台
按照与上面相同的思路，空间三维物体是个多
面体，如果已知每个顶点的三维坐标与之相邻的关
系，则该物体的形状和空间位置也是唯一确定的。
根据 MVS 技术的原理，结合前人的研究思想和现
实实验条件，本研究设计了如图 2 所示的植株无损
三维信息获取平台。实验平台分别由定标数码相机、
显示屏、计算机、可控转台、三角架、白色卡片和
被测植株所组成。相机镜头按照水平向下 45°的方
向固定于三脚架上，并确保整个转台内的物体始终
置于相机采集区域内。为了更好的匹配序列图像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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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点，在可控转台的表面覆盖黑色 EPE 珍珠棉
垫，转台边缘处标记大小相同的白色亚光圆片。通
过 USB3.0 连接相机和工控机，RS-232 连接可控转
台和计算机，保证图像数据的传送和显示，以及计
算机和转台控制器间数据的双向传输，实现转角和
转速的实时控制。
2018 年 12 月份，在安徽黄山三口镇油菜种植基
地，使用标定好的 MVS 图像采集平台，以每 6°为
一帧，分辨率为 2 596×1 964，采集感染虫害的油菜
序列图像，图 3 为采集的序列图像的部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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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提取匹配完成的特征点，使用 SFM 和
PMVS 算法获取病害油菜的三维点云数据[23]如图 4
所示。以上植株点云数据获取操作可在开源软件
Agisoft 中实现。

图 4 植株点云数据
Figure 4 Plant point cloud

图 2 MVS 图像采集示意图
Figure 2 MVS image acquisition schematic

图 3 采集的部分植株序列图像
Figure 3 Partial plant sequence image

2

点云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2.1 点云数据获取
对于采集到的序列图像，利用 SIFT（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尺度不变特征变换）算法
提取并匹配图像特征点，搜索所有尺度上的序列图
像位置，通过高斯微分函数来识别每幅图像中潜在
的对于尺度和旋转不变的特征点集，并在多幅图像
中进行特征点集的匹配，选择特征点匹配最多的相
邻两幅图像来拟合一个精细的模型，以确定初始图
像对的位置和尺度[20-21]；接着使用 RANSAC 算法
重建已经匹配的特征点，根据计算的投影矩阵、相
机参数、基础矩阵值进行集束调整；不断地添加新
图像，从新入图像中寻找与已匹配完成的三维点的
对应关系，重复使用 RANSAC 计算并调整集束[22]。

在获取点云数据的过程中，为了探究序列图像
采集数量对点云数据模型匹配精度的影响，基于如
下计算机配置：WIN10 系统、CPU 为 I5-6300HQ、
运行内存 4GB、硬盘 500G+128G（本研究所用的计
算机配置相同）。对于同一虫害油菜，拍摄 30、40、
50 张二维图像，分别采用 4 邻域、8 邻域、全匹配
的邻域配对方式，计算其特征匹配点对数量和时间
消耗，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图像数目和匹配邻域下的标定结果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calibration results between different
image numbers and matching neighborhoods
图像数目
邻域匹配 特征点匹配对
耗时/s
Number
Domain
Feature point
Time
of images
matching
matching pair consuming
4 431
5.134
4 邻域
30 幅
4 612
10.624
8 邻域
30pictures
4 785
33.005
全匹配
4 邻域
40 幅 40pictures

50 幅 50pictures

9 731

7.041

8 邻域

9 906

12.867

全匹配

10 428

35.943

4 邻域

15 441

9.261

8 邻域

17 236

30.137

全匹配

17 989

87.592

由图 5 分析得到，图像数目越大、匹配邻域越
多的情况下，匹配的特征点越多，消耗的时间也越
长。在不考虑邻域匹配条件时，随着图像数目的增
加，匹配的特征点个数也会大幅增加，当采用邻域
匹配时，随着图像数量的增加，特征点匹配的时间
消耗增加的并不明显，但是特征点匹配的数量却随
邻域匹配方式的改变而大量增长。假设 50 幅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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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匹配时间是 30 幅图像全匹配时间大约 3 倍，当对
50 幅图像采用 8 邻域匹配的时间大概与 30 幅图像
全匹配时间相等，可是标定的精度却远高于 30 幅图
像的全匹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匹配时应当采
用图像数目多，8 邻域匹配相结合的方式，既能保
证模型精度，又可以缩短匹配的计算时间。

图 5 不同图像数和邻域匹配下的特征点数和时间消耗
Figure 5 Feature points and time consumption under different
image numbers and neighborhood matching

2.2 点云数据处理
通过以上的计算，获得了如图 4 所示的植株空
间三维点云数据。在特征点匹配过程中，由于图像
本身（例如遮挡、拍摄光线、拍摄周边环境）的原
因，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噪声点、离群点、非目标点
等问题，因此对获取的点云采用手动和算法相结合
[24]
的方法进行去噪处理 ，对于明显且量大的离群点
使用手动方式去除，对于少量微偏移的噪声点使用
采用 statistical outlier removal 滤波算法去除：设
P   P1 , P2 ,L Pn  为点云集合, P  xi , yi , zi  是空间中的

任意一点，该算法首先通过 K -邻近搜索法迭代计
算 N 个点到 K 个邻近点的平均距离，然后计算出 N
×K 个距离的均值与标准差，标准差定义为：
   
（5）
式（5）中μ和α为 N×K 个距离的平均值与方
差，σ为标准差倍数阈值。平均距离在标准差范围
之外的点就会被视为噪声点，不断重复以上计算，
直至遍历完所有点云，得到边缘清晰、表面平滑的
植株点云，如图 6。
2.3 点云数据精简
虽然滤波处理可以得到完整的植株点云数据，
但其基于图像序列的多角度立体视觉点云数据集中
含有大量的冗余点，点云配准在提高精度、扩大信
息量的同时，也极大的增加了数据处理的工作量和
存储空间，减缓了运算速率，浪费计算机资源。因
此，根据植株叶片的生长特性，即植株叶片尾部与
茎秆连接的位置是曲率变化最大的，沿着叶片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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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靠近叶尖，曲率变化越小，趋于平缓。本研究中
提出了一种基于植株叶片曲率的自适应点云精简方
法，步骤如下。

图 6 去噪后点云数据
Figure 6 Denoising point cloud

（1）将含有 N 个点的植株点云均匀划分为 10
m×10 m×10 m 的三维体素栅格。栅格划分完毕后，
将点云放入相应的栅格中，同时删除不包含点云数
据的栅格[25]。
（2）计算栅格中每个点的高斯曲率和平均曲
率。将每个栅格中的局部曲面拟合方程表示为：
Z  x, y   ax2  bxy  cy 2

（6）

假设栅格中任意点 Pi 有 k 个邻域点，将 Pi 及 k
个邻域点的坐标带入公式（6），得到方程组：
（7）
BX  Z
其中
 x02 x0 y0 x0 y0 
 2

2
x1 x1 y1 y1 

B
M 
M M


 xk2 xk yk yk2 

（8）

X   a , b, c 

（9）

T

Z   Z 0 , Z1 ,L Z k 

T

（10）

用线性最小二乘法对 Pi 及 k 个邻域点做曲面拟
合，采用豪斯霍尔德变换法求取线性方程组中的系
数 a，b，c 之后，可计算出 Pi 的高斯曲率 K 和平均
曲率 H 为：
（11）
K  4ac  b2
H  ac
（12）
在计算出栅格中所有点的高斯曲率和平均曲率
后，根据不同的曲率值，划分曲率阈值区间，设置
曲率偏差为ε，如果在某一曲率区间内，点 Pj 对于
基点 Pi 满足 H j  H i   （Hj 和 Hi 为点 Pj 和 Pi 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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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曲率），删除点 Pj，反之保留，并以 Pj 点为基点，
[26-27]
重复上述计算
。
（3）对每个栅格中的点云数据重复步骤（2）
的计算，遍历所有植株点云，精简效果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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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值为 0.057 836，得到的油菜植株三维模型如
图 9 所示。

图 8 植株分割
Figure 8 Plant segmentation

图 7 精简后点云
Figure 7 simplification results

基于植株叶片曲率的自适应点云精简方法，是
以曲率变化的大小为准则来决定数据保留的多少。
曲率变化大，数据保留多；曲率变化小的，数据保
留的少。从精简效果验证，点云栅格的设定，使得
曲率阈值区间的划分更加精确，在保留植株的几何
形态特征前提下，将原点云数据由 241 614 压缩到
25 242，精简率达 89.6%，有效的减少数据量，去
除冗余点。
2.4 三维模型重建
得到植株的空间三维点云数据后，实际上已经
获取了植株的几何结构信息，但是，点云数据是离
散的空间点，直接使用点云数据显示植株，不仅增
加了计算机的运行负担，还会产生空洞效应，难以
显示出直观的效果。因此，网格化建模是处理植株
三维点云数据的重要方法，采用 Alpha-Shape 算法
实现了基于 MVS 技术的点云数据三维模型重构，
首先将植株的叶片、茎秆、以及孔洞分割出来（如
图 8 所示），通过调节 Alpha 值，可以实现不同尺寸、
不同形状的植株叶片和杆茎的轮廓提取，根据精简
处理后的点云密度，以及文献资料中经验值的查询
和尝试[28-29]可知：Alpha 值越小，模型的细节特征
保留的比较好，如叶片的纹路清晰，但是由于点云
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植株的每个部位，因此某些部位
会出现“空洞”现象，导致叶片及杆茎的中间位置不
连续，断层严重；随着 Alpha 值增大，建模后植株
的连续性好，形态更加完善，但同时植株的一些细
节信息又会丢失。因此，本研究在建模时设定的

图 9 植株三维模型
Figure 9 Plant 3D model

为了验证模型精确度，采用空间欧式距离计算
油菜模型的株高为 17.4 cm，人工手动测量油菜株高
为 16.9 cm，对比得到模型计算与实测相差 0.5 cm，
差异性较小。株高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采
集的是虫害油菜，油菜叶片被猿叶甲啃食，留下大
量孔洞，经 Alpha-Shape 建模计算得到的三维植株
模型，虽然在视觉上较完整的保留了叶片的孔洞，
但对于一些较小的空缺部位，建模时仍会被网格覆
盖，导致模型中计算的株高参数偏大，后续仍然需
要改进算法，提高三维模型的精细化程度。

3

讨论与结论

目前，已经有大量学者使用基于序列图像技术
对植株进行三维重建研究，如玉米、大豆、水稻、
油菜和蔬菜等，然而在虫害油菜的三维模型构建上
研究甚少。由于感染虫害油菜的叶片孔洞较多，叶
片颜色不均衡，苗期油菜茎秆细等原因，导致虫害
油菜的局部特征缺失严重，本研究对油菜叶片上部
采用环绕式局部加密的拍摄方式，以便获得植株茎
秆和叶片连接部位、叶片孔洞处的隐秘信息，从构
建的三维模型（图 9）中可以看出，叶片与茎秆的
连接部位完整，叶片孔洞部位颜色较正常部位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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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与真实植株的形态颜色基本一致。通过对图
像数目、邻域匹配对数、以及时间消耗的计算，探
究了特征匹配的最佳方式，后期的研究中可做深入
应用。本研究利用的 MVS 序列图像生成点云方法，
会因室外拍摄光线的影响，导致获得的序列图像中
植株的色彩较真实的植株颜色有所失真，后续可对
序列图像增加光照无关转换，减少光照对颜色提取
的影响。
本研究为了提高虫害油菜的重建效率，提出自
适应叶片曲率的植株点云数据精简方法，在保证植
株形态完整的情况下，有效去除冗余点，减少计算
机的运行负担。
对于形态完整性不高的植株，使用 Alpha-Shape
建模方法进行建模前，分割出叶片、茎秆器官、以
及叶片孔洞，根据植株点云数量、植株形态和尺寸
来调节模型重建参数（Alpha 值）
，以确保在保留细
节特征的前提下，获得连续完整的植株模型。
当对图像进行特征点匹配时，应当使用图像数
目多和 8 邻域匹配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在能保证点
云模型精度的同时，又可以缩短特征点匹配的时间。
本研究通过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的 MVS 技术
生成的病害油菜三维形态模型，能够真实形象的反
映油菜感染虫害的状态，为油菜的生长监测和数字
化管理提供基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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