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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探討攝影機取像方位與三維模
型重建之關係。給定兩張影像，藉由建立
對應點與估算基礎矩陣 ( Fundamental
matrix)來重建三維模型。但在某些特殊的
拍攝配置之下，基礎矩陣不能產生唯一的
解，對此現象稱為「退化」（degeneracy）。
「退化」包含「拍攝配置」（configuration）
和 「 型 式 轉 換 」 兩 方 面 （ type of
transformation）。本論文主要是針對退化現
象去探究理論(理想化的)與實驗(實務)的
不同。本論文將根據實驗結果，找出比較
穩定的拍攝配置以及排除實作上可能造成
退化拍攝方式。在實驗部分，我們試著重
建一些特殊的拍攝模型，如對應點座落於
非限定二次曲面（Non-ruled quadrics）、已
限 定 二 次 曲 面 （ Ruled quadrics ）、
Homography 共平面等特殊拍攝物；並透
過實驗去找出其退化的因素。

關鍵字：退化、拍攝配置、型式轉換、尺
寸重建

一、緒論

在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的研究
領域裡，從影像序列中得到個別特定靜態
景致(Rigid Scenes)的三維立體模型。由於
有相當多的應用，且存在許多的問題，因

此許多團體投入此方面的研究，例如法國
INRIA 研究機構的 Faugeras[2][3][4][5]，
微軟(Microsoft)的 Zhang[4][5]。在英國牛
津大學 (Oxford University)的 Beardsle、
Zisserman 與 Murray [6]。假設內部相機參
數(Intrinsic Camera Parameters)已知，去獲
得模型。Fitzgibbon 與 Zisserman[7][8]是使
用自我校正法，來探討不同的相機參數。

但無論哪種方式在選取影像對應點，
若在3D為共平面或是對應點與相機中心
座落弧面上均會導致三維模型重建後與原
來的樣子不同，本篇論文，期望透過未校
正相機之拍攝影像，去協助我們重建具真
實效果的三維立體模型時，可以避開一些
可能造成重建失真的相機與對應點的配
置。

二、雙視角幾何與退化配置

在二張影像之間的內部投影幾何關係
稱之為「極線幾何 Epipolar Geometry」，
主要的影響是來自於相機的內部參數及外
部參數。「基礎矩陣 Fundamental Matrix」
便是用來描述二張影像之間的極線幾何關
係。

2.1 極線幾何

極線幾何的關係，簡單的說就是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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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基準線之平面與二個影像平面所相交產
生。假設X是一可同時被二部相機所觀察
到之三維空間上的點， x 是X 投影在第一
部相機的影像上之二維對應點， 'x 是X
投影在第二部相機的影像 '上之二維對
應點。影像上的二維對應點 x與 'x ,三維空
間上的點X，以及二部相機之中心可以形
成共平面的情況。從各自相機之中心穿越
影像上的 x 與 'x 投影回三維空間，可發現
其二射線相交於三維空間的X點。極線幾
何的關係最主要目的是用來協助尋找二張
影像上點與點之間的對應關係。假設已知
上之一點 x，我們希望在 '上找到相對
應於 x 的一點 'x ，利用上述之極線幾何的
特性可得知， x 經由極線平面必會落在其
相對應 '的極線 'l 上。

2.2 基礎矩陣

在未校正相機下，我們可以利用基本
矩陣來表示極線限制的關係。對於同一場
景於不同角度所拍攝而得的兩張影像，其
中 x 為第一張影像中的點之座標，而 '

xl 為
其在第二張影像上所對應的極線，兩者透
過基本矩陣，會有一線性關係： Fxl'

2.3 退化類型與退化配置

所謂「退化」是表示，在某些狀況下，
相機的擺放或是選取兩張影像對應點的位
置會導致重建的結果和原來不同也就是說
不能產生唯一解（可能有兩組或三組解），
這種現象稱之為「退化」[1]。「退化」包
含「配置」（configuration）和「型式轉換」
（type of transformation）兩個部份。「配置」
與相機中心與對應點選擇有關，而「型式
轉換」如圖2-1所示。

我們將2次曲面（quadric）分成兩種類型，
非限定曲面（non-ruled quadrics） 與限定
曲面（ruled quadrics），非限定曲面與限定
曲面如下圖2-2、圖2-3所示，這些2次曲面
的表面稱為 critical surface，當相機中心與
影像對應點放置在這些表面上或者坐落同
一直線上便有可能產生退化，重建出與原
來不同的三維模型。

以圖 2-3 限定曲面（ruled quadrics）來說，
對應點和相機中心在同一個 critical
surface 上，便會退化成為圖 2-4 的樣子。

圖 2-1 Type of Transformations

[1]

圖 2-2 非限定曲面（non-ruled quadrics）球
體，橢圓球體，對分雙曲面（hyperboloid of
two sheets）和 拋物線體 paraboloid. [1]

圖 2-3 限定曲面（ruled quadrics），雙

曲面（Hyperboloid of one sheets）[1]

圖 2-4 degenerate quadrics [1]

Hyperboloid of one 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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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點在限定弧面上（ruled quadric ）

兩個相機中心和3D點座落在被限定
的曲面critical surface，這個曲面可能是非
退化的（如 a hyperboloid of one sheet）也
有可能是退化的曲面（圓柱、圓錐、或兩
個相交的平面）；但這個critical surface不可
是橢圓、對分雙曲面（hyperboloid of two
sheets）因為相機中心和對應點若在這個
critical surface ，對fundamental matrices而
言就會變成有三種可能[1]。

在圖2-3這個例子只需7個對應點加上
2個相機中心一共是9個對應點。一般的的
二 次 曲 面 有 9 個 自 由 度 （ degree of
freedom），所以建構這個二次曲線只需用
這9個點即可。如果這個二次曲面是限定的
二次曲面，那F就會有三種可能的解，若
是非限定的二次曲面，那F的解就會存在
有一個真實解。

但若拍攝的兩個相機中心和3D點並
不是座落在同一個曲面上（如圖2-5），是
不會有退化的狀況（此部分詳細實驗參看
第五章），除非對應點資訊均在同一直線
上，重建後會退化成二維平面（如圖2-6）；
否則重建3D曲面是不會有影響的。

2.3.2 點在共平面上

當所有的對應點在同一個平面上，也
會產生退化。也就是說所有的點和相機中
心座落在同一個critical surface，便構成退
化 ， 雖 可 用 「 相 機 切 割 」（ Camera
resectioning）[1]的方式獲得重建資訊，但
計算過於複雜，原則上是判斷出共平面的
條件時，盡量去選擇非共平面的對應點。

它由兩種平面所構成：通過三維點的平面
加上通過兩個相機中心的平面，這些不同
視野的平面上的點集合有一個2D投影轉
換的關係H，如圖2-6所示。所以當這些三
維空間中的點在同一個平面，那這些3D點
投影在二維影像上的對應點會存在某種投
影 幾 何 關 係 ii' Hxx  ， 稱 為
Homography[1]。

在透過Homography所產生的3D模型
是很不好的，透過單一影像的座標點，另
一張影像對應點資訊則是由原來第一張的
對應點經過Homography轉換得知。但最後
產生的三維影像是完全失真的。以圖2-7
來說，重建後的影像應該是一個矩形平
面，實際上重建3D的影像是扭曲變形的。

根據R. Hartley and A. Zisserman的著
作 表 示 [1] ， Homography 和 基 礎 矩 陣
（fundamental matrix）的關係可以表示成
這個等式   0'FH'F' 1  

i
T

ii
T

i xxxx ，式子中 1FH

是ㄧ個反對稱矩陣（skew-symmetric），所
以可以改寫為 SHF ，S是一個 33 的反對
稱矩陣，所以S有三個自由度。因此對所
有計算F的對應點 'ii xx  就有3種可能（F

圖 2-5 球面體三維重建（左圖為拍攝

物，右圖為 3D 重建後之影像）

圖 2-6 球面體退化（左圖為 3D 重建

後之影像，右圖為左圖之側視圖）

圖 2-7 Homography 所產生的 3D 模型（左
為 2D 影像，右邊為 3D 重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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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分 解 為 33 矩 陣 ， 但 只 有 兩 列
homogenous 的矩陣有用；另一列是
Scale，同Homography），所以這個方式式
透過Homography對應點所導出的式子
rank不會大於6。

而從 SHF  的分解來說，相機的投影
矩陣就從原本的  0|IP  與  T|RP' ，變
成  0|IP  與  t|HP' 對應F。而 t 這個

13向量可以用代入任何值，如果有一個
點  Tiii yx 1,,x ，且

ii' Hxx  ，那空間中
的點則為  Ti yx 0,1,,X  ，分別映射
在二維點 ix 和 i'x 到兩個相機。而 iX 便是重
建後的點。由於Homography算出的三維點
仍是二維的資訊（因為缺乏Z軸資訊而且
homogenous最後一行為 0），所以透過
Homography產生的2D影像來重建3D模型
是有問題的，若利用各平面的各個不同的
Homography來產生對應點去重建3D模型
則是可行的。

2.2.3 對應點可能退化之判別

一個對應點集合{ ii xx ' ，i=1…n}退
化發生幾何上的退化，那F便不能完全定
義唯一的極線幾何（epipolar geomerty），
可能產生兩種或以上的F,換句話說同一件
物體可能因為某些相機配置或對應點選取
導致不能重建三維模型和原本不同，因此
估算Fundamental Matrix中對應點矩陣的
Null_space的數量可以知道這些對應點是
否位於退化位置，的，可由以下的表格查
知[1]

三. 強健式估測(Robust Estimator)

在早先的實驗中，對兩張影像選取對
應點時，我們以手動的方式選取對應點（圖
3-1），但是實驗中發現同ㄧ組影像中，若
點選的對應點若第1次點選和第2次的值有
所差異 ，既使差異很小，可能只有幾個
pixel，但重建的三維模型也會不同（圖
3-2），因此在計算三維尺寸的時候會有誤
差，為了降低估計誤差，所以在估算這些
資訊時加入了強健式估測方法[10]。

圖 3-1 兩張影像對應點選取

在本實驗我們採用 最小中值法
（LMedS），最小平方中值法的作法是將所
有的資料作排序後，取中間的數值，並找
出最小的那一組資料任取兩個點來建構一

圖3-2 兩張影像重建3D重建差異比較
(左圖以原始對應點重建右圖以第二次
對應點重建

表 2-1 估測 F 對應點退化形式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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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直線做說明：{（ ii ba , ）| i =1, 2, 3, … m}，
r 代表的是殘餘量（ residual ）： r =
|ax+by+1|，在此為點到線的距離，共有 n
組資料點，取了 m 組點來畫線。最小平方
中值法主要是利用資料點群體力量，來找
出結果。但有一前提是假設 outlier 比例不
能佔超過全部資料的點一半，否則取到的
中位數會有問題（若超過一半則取到的點
可能已經是錯誤資料了）。

四、三維重建

三維重建流程大致有以下的幾個步
驟：1.影像擷取，2.挑選2張以上的影像，
3.找出立體對應（stereo correspondence），
4.計算投影矩陣，5.計算出估測的3D座
標，在完成上述的投影重建 (projective
reconstruction)後，最後升級成為尺寸重
建。

要從投影重建升級為尺寸重建的方法
是去實際場景測量3D點的實際座標，投影
重建所對應的3D點計算出轉換矩陣，之後
將所有投影重建的結果透過轉換矩陣升級
為尺寸重建[9]。

4.1 投影重建

以兩張影像做重建為例，在有了兩張
影像上的投影點 x 與 'x 及投影矩陣 P 與

'P ，就可反推出三維座標 X。其中，3D
點與投影點的關係可以記為 PXx  ，

XPx '' 。

而投影矩陣的求法，整理成以下的公
式，

 
 '|''

|
eFeP

0IP


 (1)

I為單位矩陣，0 為一個 13的零向量。
e 、 'e 就是我們所謂的極點。利用左邊影
像極線的交會點計算出左邊影像的極點
e；右邊影像的極線為 Fxl' ，利用右邊
影像極線的交會點計算出左邊影像的極點
e 。

4.2 尺寸重建

由上述之方法計算出的三維座標，尚
未 考 慮 到 相 機 的 內 部 參 數 (Intrinsic
Parameters)， 會造成上述計算的結果有誤
差。所以要經過轉換矩陣( T )將我們所算
出來的三維座標轉換成實際的三維座標。

ciX 與 piX 為兩張影像的對應點，可以表示

為下式就可估算出實際的三維座標點。

144414   cp XTX  (2)

4.3 錯誤點分析

在在相機中心與拍攝物在某些距離和角度
在拍攝下；Z（相機至拍攝物）與 Z （拍
攝物縱深）會有一個特殊的關係，當相機
距離拍攝物越遠，可能 Z 內的物體距離
會變成相對的共平面，便會導致 F 算不
好，或只拍攝的結果會不穩定。而 baseline
（兩個相機之間的距離）的距離越小，也

許就會變成類似只有旋轉沒有平移
（degenerate motion）的例子！在重建的過
程中在各對應點以高斯分布灑下雜訊

（σ=2），以模擬重覆點取對應點的狀態，
實驗過程發現在某些特殊的拍攝位置加入
的高斯亂數，即使數值很小但是會很明顯
影響整體的數據，因此我們將透過實驗在
各種位置拍攝，尋找出最不敏感的區域。

五、實驗設計與結果

本章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為各種對應點
與相機中心不在同一個 critical surface 的
各種 2 次曲面（quadric）進行重建 3D。另
一部分的實驗在找出最不會產生退化的區
域以及 Z、△Z 與 baseline 三者的再何種組
合下拍攝出來的資訊重建的三維模型最接
近真實尺寸。

5.1 各種 2 次曲面重建 3D 模型

本實驗是針對各種曲面（quadric）進
行重建，分為非限定曲面（ non-ru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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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實驗球體模型（由左至右，分
別為球面體、橢圓球體、雙曲線體及圓
錐體）

quadrics） 、限定曲面（ruled quadrics）
以及圓錐曲線；各別以球面體、橢圓球體
（非限定曲面，rank=4）、雙曲線體（限定
曲面，rank=4）以及圓錐體（rank=3）做
為各類型代表（圖 5-1）

由於各個曲面的對應點在空間中的三
維座標不像矩型體那麼容易獲知，因此使
用 CAD 軟體繪製出 3D 圖形，再分別按各
別的視角輸出成影像檔，最後運用 CAD
軟體找出各對應點的空間座標。

5.1.1 球面體 3D 重建

下圖繪製出一個直徑約 50 ㎝的球體
（為非限定曲面，rank=4），分別從左側與
右側各輸出兩張圖形（圖 5-2），找出各個
對應點後進行重建。考量非所有對應都能
被選取，因此做部份弧面的重建。實驗中
發現若轉換矩陣重建之對應點空間座標在
同一線上，那 3D 模型便會退化成二維平
面（圖 5-3）

5.1.2 橢圓球體 3D 重建

此為長軸 50 ㎝，短軸 25 ㎝之橢圓球
體（為非限定曲面，rank=4）

5.1.3 雙曲線體 3D 重建

此底部圓與頂部圓直徑為 50 ㎝，中央
最窄處為直徑為 25 ㎝，高為 50 ㎝之雙曲
線體體（為限定曲面，rank=4）

圖 5-2 球面體左右對應二維影像（數字
表示兩圖的對應點）

圖 5-3 球面體 3D 重建影像（左圖為重建
正常影像，右圖為球面體三維退化成二維
的影像）

圖 5-4 橢圓球體左右對應二維影像（數字
表示兩圖的對應點）

圖 5-5 橢圓球體 3D 重建影像（左
圖為重建正常影像，右圖為橢圓球
體三維退化成二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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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圓錐體 3D 重建

此圓錐底部圓直徑為 50 ㎝，錐底至錐
尖為 100 ㎝，另一側為相同尺寸鏡設的圖
形（rank=3），圓錐體同一線段的對應點只
有 3 個，無法解轉換矩陣（至少需 5 組對
應點），以此例來說不會造成退化。

5.1.5 各曲面差異分析

由以上的數組實驗可以得知，只要相
機中心不要在 critical surface 上，且代入轉
換矩陣的對應點資訊不在同一線段上。那
麼是不是曲面對重建 3D 來說是沒有影響
的！但實際的尺寸是否會因為拍攝物為曲
面而影響 F 的數值，我們在各圖形相距最
遠兩點的進行比較。

由上表可以得知 Fundamental Matrix 的計
算不會因為拍攝物是否為曲面，只要重建
3D 的轉換矩陣對應點，不在同一線上，就
不會導致投影矩陣算出的 3D 尺寸失真的
現象。

5.2 拍攝區域 Z、△Z 與 baseline 實驗設計

由於此實驗需要準確的位置做為比
較，因此準備了一張大張方格紙（每一格
為 50×50 ㎜）以及三個貼上方格子的校正
塊每一塊間隔前後交錯，各相距 50 ㎜（如
圖 5-10），而相機擺放的位置分別如下

（1）距離模型 900 ㎜（Z 與△Z 約 1:2）

（2）距離模型 1200 ㎜（Z 與△Z 約 1:2.7）

（3）距離模型 1500 ㎜（Z 與△Z 約 1:3.5）

（4）距離模型 1800 ㎜（Z 與△Z 約 1:4）

範圍設定 900~1800 ㎜（因為太遠模型格

子看不清楚無法點對應點，太近則模型大
過 FOV），每個相機的擺放位置相距 9°
（最遠處腳架不至互相干涉），進行各種組
合的比對，原則上選擇組合以拍攝位置同
一半徑的為主，並排除不同拍攝半徑的組

圖 5-6 雙曲線體左右對應二維影
像（數字表示兩圖的對應點）

圖 5-7 雙曲線體 3D 重建影像（左圖
為重建正常影像，右圖為雙曲線體
三維退化成二維的影像）

圖 5-8 圓錐體左右對應二維影像
（數字表示兩圖的對應點）

圖 5-9 圓錐體 3D 重建影像

表 5-1 各曲面重建與實際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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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實驗配置圖（左為器
具右為相機拍攝位置分佈）

合；我們直觀的認定若同一圈拍攝組合和
另外一組拍攝組合的重建尺寸差異在+10
㎜內，就視為沒有差異。拍攝位置記錄於
方格紙上，最後把所有的位置以 CAD 重
建以便查詢相關尺寸及角度資料。

5.3 三維尺寸與真實尺寸差值分析

我們從距離拍攝模型由遠而近分成第 1 圈
到第 4 圈，每一圈的位置都加以編號予以
區分。將各個模型中長、寬與高分別取出
加以比對，比較各個組合重建的 3D 模型
與真實模型的角度和長度的差異。另外再
加入高斯反覆測試 10 次，取最大的差值總
合的數值去做為該組合或區域變化靈敏度
的指標。首先先比較第 4 圈（相機中心距，
離模型 1800 ㎜約 1：4）

從上表得知在此處與真實比較差異最小的
位置為 A1_8，所有點的差值總合為 129.22
㎜，且撒入高斯亂數 10 次差異最小的數值
組合為 A1_8 的 202.94（與初值差 73.72
㎜），A1_A2 的 170.14 ㎜（與初值差 51.89
㎜），A1_8 雖相較起來比 A1_A2 較不穩
定，但是其誤差仍是小得多，整體變化也
比較穩定。A1_A2 為 baseline 最寬的組

合，（A1_8 與 A1_A2 兩者相機相距 454
㎜）。，下圖為本圈重建狀況較佳（圖 5-11）
與最差的組合（圖 5-12）。

在此處相機中心距拍攝物為 1500
㎜，下圖為本圈重建狀況較佳（圖 5-13）
與最差的組合（圖 5-14）

表 5-3 第三圈位置比較（Z 與 Z 約 1:3.5）

表 5-2 第四圈位置比較（Z 與 Z 約

圖 5-11 第四圈重建組合中最佳的 A1_8（左
圖為原始資料重建，右圖使用為 10 次高斯
亂數後差異最大的資料重建）

圖 5-12 第四圈重建組合中變化最大的
A1_7（左圖為原始資料重建，右圖使用
為 10 次高斯亂數後差異最大的資料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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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第二圈位置比較（Z 與 Z 約
1:2.7）

圖 5-15 第二圈重建組合中最佳的 A10_9
（左圖為原始資料重建，右圖使用為 10 次
高斯亂數後差異最大的資料重建）

圖 5-17 拍攝組合最佳位置圖（同色同
直徑的圈為同一拍攝組合，藍色圈為
本例最佳位置，綠色次之）

在此處相機中心距拍攝物為 1200
㎜，下圖為本圈重建狀況較佳（圖 5-15）
與最差的組合（圖 5-16）

在此處相機中心距拍攝物為 900
㎜，大體來看此一拍攝距離誤差頗接近，
即使相鄰的兩個拍攝位置 A14_A15，所造
成的誤差差距也不是很大；加入高斯亂數
後變化最差的也低於 29 ㎜，非常穩定。是
所有四個位置中最穩定的一圈故不標示最
好、最差、變化最大的組合。

我們將各個位置比較優越拍攝的位置（圖
5-17）標示整理成下：

圖 5-13 第三圈重建組合中最佳的組合以
A3_6 代表（左圖為原始資料重建，右圖使
用為 10 次高斯亂數後差異最大的資料重
建）

圖 5-14 第三圈重建組合中變化最大的
A5_A6（左圖為原始資料重建，右圖使
用為 10 次高斯亂數後差異最大的資料
重建）

表 5-5 第一圈位置比較（Z 與 Z 約 1:2）

圖 5-16 第二圈重建組合中變化最大的
10_A11（左圖為原始資料重建，右圖使用
為 10 次高斯亂數後差異最大的資料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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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各區誤差最小組合

和一般的觀念 baseline 越大的拍攝組
合，重建越是準確，而實驗上來說，確不
盡然如此。各圈比較好的拍攝組合均是其
中一個位於最外圈的影像，而另一個影像
則要取最接近中心線的影像（非座落中心
線上）這些地方是重建結果比較準確的。
所以一般的觀念 baseline 越大的拍攝組
合，在實驗中雖不全是最好，但也是很穩
定；也是可以當做參考的選擇。

而拍攝中有些位置灑入高斯亂數後變
化頗大，我們將各圈變化較小的區域也標
示如下圖（圖 5-18），直觀上只要誤差總
合在 45 ㎜以下，就認為是好的（平均一個
模型長、寬、高誤差各 5 ㎜）。

而各圈中選取的拍攝組合位置，整理如下
表；第四圈拍攝組合位置只有表列出比較
好的兩個組合，但誤差超過 45 ㎜，所以沒
有列入圖中

因此從上表可以得知，距離拍攝物越
近，手動選取的誤差影響越小，即使是相
鄰的兩張影像（接近 degenerate motion），

雖和同組的數值比較稍大，但隨著距拍攝
物越進影響幅度也越來越不明顯。因此建
議若要獲得比較穩定的三維重建對應點，
除了避開共平面與對應點和相機中心在
critical surface 以外，取像距離拍攝物要 Z
與△Z 比值越小越穩定，實驗中當 Z 與△Z
比例約 2：1 時，幾乎不需擔心。若拍攝距
離 Z 遠大於△Z，實驗上發現 baseline 距離
較大的位置，會比較穩定而 baseline 的大
小至少要比拍攝物大。當 Z：△Z 達 4：1
對應點就會很不穩定了。

六、結論與未來工作

6.1 結論與貢獻

本論文主要是利用未校正相機的兩張
影像上的對應點，計算出基礎矩陣及投影
矩陣，再轉成有尺寸的三維模型。在三維
重建原理中，介紹探討為什麼會產生「退
化」的原因，並針對此現象深入探討理論
和實務上的差異。論文分成兩個主軸，其
一為重建各式曲面球體；確認如何在拍攝
曲面上可以正確重建 3D 並且避開「退
化」。其二為研究 Z、△Z 與 baseline，在
怎麼樣的條件下所重建過的 3D 尺寸會是
誤差最小而且是最穩定的。

在第一個重建各式曲面球體的實驗，
結果證明無論是非限定曲面或是限定曲
面，只要代入轉換矩陣的三維點不在同一
直線就不至產生退化。而關於第二個研究
研究 Z、△Z 與 baseline 對重建影響的實驗
發現，在某些位置對應點的組合是很不穩
定的，在每次重覆點選對應點過程，即使
誤差很小（不超過兩 pixels）；重建的三維
尺寸和實際尺寸有些差距會有數倍。在這
個位置中即使加入 Robust Estimator，但對
這個不穩定的特性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且
實驗後的結果發現和一般認為 baseline 越
大重建結果越準確，實驗得知不盡然如
此。它是一個比較穩定比較不至出錯的選
擇，但不全是最好的拍攝位置，最後在這
些拍攝位置給予一些建議：

圖 5-18 較穩定的位置組合（同一顏
色方塊表示同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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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論哪個位置拍攝的兩張影像其中一個
影像要取最外圈的影像，而另一個影像
則要取最接近中心線的影像，可以得到
最接近真實的三維模型。

2.距離拍攝物要越近越好（Z：△Z 約 2：
1），即使相鄰的拍攝組合，不至於因手
點的誤差影響最後重建結果（在各點撒
入高斯亂數模擬得知），而其他拍攝距離
只要 baseline 比拍攝物大，重建結果也
會比同區域其他組合來的穩定。

3.當拍攝物與相機距離較遠時（Z：△Z 達
4：1），重建的誤差會越來越大。

6.2 未來工作

在此次實驗中拍攝曲面體最麻煩處是
無法得知對應點三維空間的尺寸，雖然借
由 CAD 解決此問題，但對應點與相機中
心在同一個曲面便無法模擬了，未來希望
可以找到方式進行對應點與相機中心在同
一個曲面的模擬。另外在進行 Z、△Z 對
應點是採用人工的方式點選影像上的對應
點，雖是以統計的方式來增加可靠度，但
因實驗中發現在某些距離與位置非常的靈
敏，變化頗大！導致不能確定該對應點群
的每一個對應點是否均為最佳的對應點位
置。雖本次實驗著重找出這些組合及區域
進而避免這拍攝這些可能導致失真的組合
區域及失真的拍攝方式；但還是希望未來
能增加更好的 Robust Estimator 去找出最
佳對應點方式。

另外在本次實驗中發現某些位置，其
對應點計算出的 residual 距離很遠（超過
20 個 pixels）但重建出來的三維模型誤差
卻很小，這是比較難解釋的，未來應對此
現象在做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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