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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快速双目图像拼接的方法和设备的实现，
通过将双摄像头以固定夹角进行组合，并将摄像头同时
采集到的图像数据进行拼接，以获得最终的广视角图像。
双目摄像头的参数标定仅需要进行一次，使用的是黑白
棋盘格辅助的方法，此方法拼接精度高，并且标定后无
需更改。本设备进行拼接的时间消耗非常小，在个人电
脑上面处理一帧仅需要 10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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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mplementation on image stitch-
ing system which employs a binocular camera. To obtain
wide-angle images, we assemble two normal cameras by
a decided angle, then stitch the images from each camer-
a. The paremeters of the binocular camera are required
initialized only once. We use a black-white chessboard
to assist the paramters initialization. The costs of image
stitching is very low that processing a frame only needs
1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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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图像拼接是将两幅甚至多幅存在重叠区域的图像进行合
并，并生成宽视角图像的过程。对于拼接后的宽视角图
像可使得用户看到一个完整的无缝大范围场景，也有利
于计算机视觉算法跨摄像头进行自动分析。图像拼接技

术可应用于宽视角视频监控、汽车的行车记录以及机器
人视觉等领域。

目前流行的图像拼接技术是通过计算特征点的匹配来
计算进行图像拼接。通过对图像提取出一组特征点，并
在不同图像中进行匹配操作，从而得出图像之间的关系
从而进行拼接处理[1, 2, 3, 4]。基于特征点的方法很容易
地找出序列中不同图像之间的关系，利用特征点存在的
鲁棒性，算法可以循序找出相邻图像序列间重叠的部分，
从而可以计算两幅图像的转换关系，以使得拼接操作可以
自动化。除了对图像进行匹配外，还需拼接和矫正来生
成一个宽视角的图像。对于图像匹配，首先要标定好一
个基准平面，然后将所有图像序列投影到该平面上，使
得图像序列之间的像素连接起来。对于矫正，可防止图
像出现较大形变，常用矫正有柱状矫正和球状矫正[5]。

目前基于特征点的图像拼接方法对于特征点选取要
求较高，不同图像之间的特征点匹配必须要正确，否则
很大几率导致图像拼接在第一步的图像匹配就失败，最
终导致拼接错误，不同的特征点选取方法在匹配时的准
确率也不尽相同。本文所使用的图像拼接采集设备是一
种双目摄像头，其中设备的两个摄像头置于同一水平位
置，并且夹角固定，因此我们采用黑白棋盘格辅助的方
法进行标定夹角，并将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投影到我们
设定好的目标图像平面上。一旦摄像设备的参数进行标
定后，输入图像与目标图像的映射关系建立，在后续的
拼接过程中不需要再标定，我们的拼接算法在特征点匹
配时非常稳定，并且计算代价非常低，因此非常适合应
用于许多低价位的宽视角摄像头。在个人电脑上，每帧
的处理时间仅为 10毫秒。



图 1. 双目摄像头

2. 图像采集设备

本文使用的图像采集设备由两个小型摄像头组成，每个
摄像头获取到的图像分辨率为 640×480，视频采集帧率
为 30FPS。双摄像头的视频采集通过硬件进行同步，可
以由一个 USB数据口返回两个摄像头在同一时刻采集到
的图像数据。硬件设备原型如图 1所示，设备采集图像如
图 2所示。

图 2. 实验设备采集的图像，分辨率为 1280×480 ,其中左
半边为左摄像头的图像，右半边为右摄像头的图像

3. 方法

双目摄像头的成像和拼接原理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双目摄像头比单目摄像头有着更加广阔的视野。图
2是设备实际采集得到的图像，但是该图像不能作为最终
的宽视角图像结果，因为在图像的中心处不连续，故需要
进行拼接处理。对图像进行拼接的关键是图像中重叠部
分的图像内容，算法利用重叠的图像进行计算出左右两
幅图像之间的关系。对于双目摄像头的图像数据进行拼
接，需要先将左右两个摄像头的图像投影到预先设定好
的目标图像平面上，才能进行后续的图像拼接处理。除
使用黑白棋盘格辅助方法进行标定之外，还有其他的标
定方法，比较流行的是使用特征点匹配的方法进行左右
两幅图像标定，SIFT[6]、SURF[7]是其中效果比较好的
两种特征算子，目前使用此两种特征算法进行图像拼接
的实现有很多[8, 9, 10, 11, 12]。本文使用的黑白棋盘格
进行辅助速度更快，精度更高，同时不存在特征算子在
匹配过程中的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本文中方法采用了棋
盘格进行标定。

双目摄像头的图像拼接由关键点匹配、图像拼接以
及图像矫正三部份组成，整个拼接过程由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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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双目摄像头采集原理图

图 4. 图像拼接过程

3.1. 关键点匹配

图像拼接的第一步是需要对左右两幅图像进行特征点匹
配，本文采用的标定投影平面是使用黑白棋盘格进行辅助
的标定方法。首先假设存在一平面 T 使得左右两个摄像
头的图像的重叠区域在该平面上重合，则此平面 T 为我
们所需要的平面。利用这一重叠特性，我们采用如下方法
来进行计算左右两个投影平面到 T 平面的 Homography
矩阵。如图 2所示，在摄像头视线方向前置一面黑白棋盘
格，使得黑白棋盘格同时出现在左右摄像头采集到的图
像中，然后计算出黑白棋盘格上每个矩形的边角点的坐
标。我们用 L以及 R分别表示左右两组计算得出的边角
点坐标集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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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M为 L以及 R的中点，拼接图像平面可由M的
坐标点所在的平面近似，即为上述的平面 T。此时M计
算如下：

M ≈ L+R

2
(2)

3.2. 图像的拼接

计算出黑白棋盘格在 T 的坐标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黑白棋盘格分别在左摄像头投影平面和右摄像头投影



平面到平面 T 的 Homography矩阵，令 HL 和 HR 分别
为左右两个平面的 Homography矩阵，令 PL(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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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左右两个棋盘格坐标投影到最
终成像平面的 Homography矩阵HL和HR。其中点 PM

所在的平面 T 就是我们所需要得到的一个正对着虚拟摄
像机的平面。采取此方法计算出平面的实现比较简单，能
够很好的近似到真实的一个宽视角成像平面。
基于宽视角成像平面已经可以很好地将两幅图像拼

接，但是这种表示方法存在视觉上的问题，第一个问题
是左右两幅图像重叠部分的亮度不一致，第二个是合并
后得到的图像视觉是会是左右两边的问题存在被拉伸的
现象,如图 5所示，这种现象跟我们所需要获得的图像不
吻合。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平均法、中心权值法和
Voronoi图法等[5]。本文采用的方法是中心权值法，中心
权值法是以图像中心为基准，计算左右两幅图像的像素
点离中心的距离，相对中心距离远的点权值相对小。令
P (x, y)为最终拼接后的像素点，其对应的左右两个投影
平面的点为 PL(x, y)和 PR(x, y)，则 P (x, y)的计算方法
如下表示：

P (x, y) = β × PL(x, y) + (1− β)× PR(x, y)) (4)

图 5. 直接投影后的图像，未经矫正

3.3. 图像的矫正

解决上述第二个问题需要将图像投影到平面 T 后再投影
到另一个曲面上，使得最终的显示结果有很好的效果。传
统上的选取视觉模型有圆柱体模型和球面模型，因为我
们这里实现的系统是水平宽视角的摄像设备，因此我们
采用的是圆柱体模型。
进行投影到圆柱体模型的过程需要对左右两个摄像

头的夹角进行标定，如图 6这里我们假定夹角 α已知，令
R为圆柱体的半径，W 为图像的宽度同时也是面 T的弧
长，如公式(5)所示：

f =
W

α
(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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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以直线 OK 做垂直切面，可以得到图 7。由图 6，令
K(x, y, z)为平面 T 的点，F (x′, y′, z′)为圆柱体面的点，
我们可以求得：

OF = f
OK = R

cosθ

(6)

令H 为图像的高度，由图 7，则点 K与点 F之间的坐标
转换关系可以如下求出：

θ = x
W × α− α

2

x′ = f × tanθ + W
2

y′ = (f − H
2 )× secθ + H

2

(7)

4. 实验结果

图 8-10分别是我们的双目摄像头对室内近景、室内远景以
及室外远景的拼接结果，从结果图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
拼接系统可以很好地处理远近景的图像拼接，以及近距离
细节部位的拼接。我们在配置为 3.07GHz Intel Duo Core
I3 CPU的电脑环境下，处理一帧图像仅需要 10毫秒。

5. 结束语

本文实现了一种低成本的轻量级的宽视角摄像设备的方
案，采用了两个摄像头进行组合，构成一个双眼的摄像
设备，并对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拼接，以得到宽
视角的图像数据。在我们实验的电脑上进行拼接处理可
以达到很高的处理速度。因为采用的是两个不同的摄像
头作为图像数据的来源，因此光照对摄像头的图源会有
一定的影响，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会克服光照对摄像头的
影响，并且对拼接边缘再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以达到更
好的视觉效果。



图 8. 室内近景图像拼接前后

图 9. 室内远景图像拼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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