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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結果 

 

  在本章裡我們會把各步驟實驗結果展示出來並且說明。我們希望先利用視覺

外廓建立粗略的三維空間模型當作基礎，再使用投影點修正，多視角調整法及法

向量改善法，改善三維空間模型，期望改善後能提高三維空間模型的精確度。 

 

5.1  建模資料 

 

  圖 5.1 為我們對目標建模的物體所拍攝的相片。投手拍攝 8 張照片鋼鐵，而

人拍攝 24 張相片。其中投手實際長寬高約為1200mm 800mm 1200mm× × ，鋼鐵

人實際長寬高約為60mm 150mm 300mm× × 。我們會利用這些照片和校正參數使

用視覺外廓先建立粗略三維空間模型，並以其為基礎，使用我們的方法改善三維

空間模型，讓改善後的模型能和實際物體的形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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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實驗中所使用的圖片投手 

 

圖 5.2：實驗中所使用的圖片鋼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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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投影點修正實驗 

 

    在我們實驗發現其中有幾個點超出建模物體外，所以我們利用投影點修正

法，把超出物體的投影點做位移，如圖 5.3 所示，圖 5.3(a)為投手未調整投影在

相片中分布情形，圖 5.3(b)為調整後投影點在相片中分布情形；圖 5.3 (c)及圖 5.3(d)

分別為鋼鐵人調整前後投影點分布情形。很明顯的可以發現，若投影點中有超出

建模物體之外的(箭頭標指處)，利用我們的方法都可以把投影點調整到建模物體

之內，外並非在建模物體之外的投影點不會被移動。 

 

 

圖 5.3：將超出建模物體的投影點位移到建模物體內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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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極線轉換實驗 

 

  接下來我們會將極線轉換的實驗以鋼鐵人為例在圖 5.4 詳細說明。我們利用

多視角和極線轉換，可以從先前使用色彩分布值調整對應點時，保留色彩分布值

最低的三個中挑選出更好的對應點。圖 5.4(a)為參考相片，利用參考相片中的投

影點可以在圖 5.4(b)及圖 5.4(c)中分別找到三個色彩分布值最低的三個座標，將

圖 5.4(a)的投影點及 5.4(b)調整後的三個點在 5.4(c)中畫極線。圖 5.4(d) 、圖 5.4(e)

及圖 5.4(f)分別為圖 5.4(a) 、5.4(b)及圖 5.4(c)的局部放大圖。我們利用圖 5.4 (d)

當作參考相片，利用圖 5.4(d)中的點 a 在圖 5.4(b)和圖 5.4(c)中分別可以找到 3 個

可能的對應點 b’、b’’，及 b’’’和 c’、c’’，及 c’’’。接著使用圖 5.4(d)中 a，可以在

圖 5.3(f)中畫出極線 1e ，圖 5.4(e)找到三個可能的對應點，可以在圖 5.4(f)中畫出

極線 2e 、 3e 及 4e ，並去檢查這四條極線相交處周圍兩個像素範圍內是否有對應

點 c’、c’’，及 c’’’，若存在對應點在極線相交處兩個像素範圍內，我們會將對應

點挑選出，和原先參考相片上的點計算出新的三維點座標。而在圖 5.4(f)中發現

c’和 c’’’剛好在極線的相交的兩個像素內，所以這兩個對應點會被挑選出，並和

圖 5.4(d)中的 a 點重新計算出新的三維空間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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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極線轉換實驗圖 

 

5.4 改善三維空間模型結果 

 

  在本節中會會利用網格實驗室展示出建置好的三維空間模型，並比較利用投

影點修正法、多視角前調整法及法向量改善後三維空間模型的差異。 

 

(a) (b) (c) 

(d) (e) (f) 

a 

b’ 
b’’ 

b’’’ 

c’ 

c’’ c’’’ 
e1e2e3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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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改善投手模型前後的比較 

 

 

圖 5.6：改善鋼鐵人模型前後的比較 

 

  圖 5.5 及 5.6 中比較利用視覺外廓建立的模型和我們改善後的模型，圖 5.5(a)

為對投手拍攝的相片，視覺外廓建立的模型、改善後的模型；圖 5.6(a)由左到由

分別為對鋼鐵人拍攝的相片、視覺外廓建立的模型、改善後的模型。其中我們可

以發現改善後的模型形狀較近似目標建模物體。例如投手中臉部輪廓較明顯，脖

子的部份有顯著改善，褲子皺摺的部份也在改善後有顯著的形狀。而鋼鐵人的部

份手指部分較原先明顯，髖部和腳部的凹陷的地方也和實際物體相同。 

 

(a) (b)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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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隨機取樣 

 

  要判斷三維空間模型的好壞，除了用人眼觀察外，很少較好的判別依據。所

以我們從三維空間模型中隨機選取三維點座標，並隨機選取兩台相機拍攝的相

片，利用 V 集合過濾後投影回相片中。接著我們人工點選這些對應點的正確位

置，去比較改善前後的對應點和人工點選對應點的差距，來評判三維模型是否因

為我們的改善而變的更好。 

 

  我們從三維空間模型中隨機選取 700 個三維點座標，人工點選正確的對應點

後，去計算正確的對應點和視覺外廓建立的模型與我們改善後的對應點所計算出

的三維座標點誤差是多少、對應點的錯誤率是多少。也就是比較改善三維空間模

型前後的誤差和對應點錯誤率。 

   

  在實驗的兩組資料中，投手 17314 個三維點，鋼鐵人則為為 11962 個三維點

座標。我們隨機取樣其中 700 點，並利用 V 集合過濾掉投影點中並非相機所能

拍攝到的點後，鋼鐵人剩下 150 個點座標，投手因為拍攝相片較少所以只剩 102

個點座標，我們把投影點投射在相片中。圖 5.7(a)及圖 5.7(b)分別為兩台不同的

角度相機所拍攝的照片，並且從三維空間模型中隨機選取的三維點座標，把過濾

後的 84 個點分別投射在這兩張相片中。圖 5.8(a) 及圖 5.8(b)分別為兩台不同的

角度相機所拍攝的照片，並且從三維空間模型中隨機選取的三維點座標，把過濾

後的 150 個點分別投射在兩張相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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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隨機選取的點投影回投手中兩張相片中

 
圖 5.8：隨機選取的點投影回鋼鐵人中兩張相片中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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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對應點改善情形 

 

  我們將隨機取樣的點，=利用投影點修正、多視角調整法及法向量改善法改

善前及改善後的三維點座標投影回相片中，去觀察隨機選取的對應點是否有較原

先正確。圖 5.9(a)為投手的參考相片，圖 5.9(b)為投手經改善後的對應點分布情

形。圖 5.10(a)為鋼鐵人的參考相片，圖 5.10(b)為鋼鐵人經過對應點改善後對應

點的分布情形。 

 

圖 5.9：投手對應點改善後對應點分布位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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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對應點蓋善後對應點分布位置 

 

  圖 5.11 及圖 5.12 分別為圖 5.9 及圖 5.10 的局部放大，方便我們觀測對應點

的調整是否正確。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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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圖 5.7(a)、圖 5.7(b)及圖 5.9(b)中各部位局部放大  

 

  利用圖 5.11(a)對照圖 5.11(b)及圖 5.11(c)中我們可以發現點編號 25 的位置經

由改善後得到更好的對應位置。利用圖 5.11(d)中點編號 5 的位置，觀察圖 5.11(e)

及圖 5.11(f)中點編號 5，在 5.11(f)未改善前點編號 5 落於物體之外，經由改善後

觀察圖 5.11(f)點編號 5 不僅改善投影點至物體之內，還改善到理想對應位置。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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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圖 5.8(a)、圖 5.8(b)及圖 5.10(b)中各部位局部放大  

 

    同樣的利用圖 5.12(a)對照圖 5.12(b)及圖 5.12(c)，點編號 72 明顯的改善到正

確的對應位置。利用圖 5.12(d)對照圖 5.12(e)及圖 5.12(f)，點編號 19 也調整到正

確的位置。 

 

    在三維空間模型改善後，我們觀測 5.5 節中隨機選取的三維點座標及兩張相

片，並將三維點座標投影回兩張相片中。之後我們人工點選對應點正確的位置，

去比較未改善前後的三維點座標的誤差、誤差率，我們可以列出表 3。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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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鋼鐵人和投手改善前後的三維點誤差及錯誤率 

 未改善前三

維點誤差

(mm) 

未改善前對應

點錯誤率(錯誤

點數/總點數) 

加入多視角極

線轉換對應點

錯誤率(錯誤

點數/總點數)

改善後三維

點誤差(mm) 

鋼鐵人 0.79 19.3%(29/150) 12.6%(19/150) 0.74 

投手 5.4 24.5%(25/102) 14.7%(15/102) 4.7 

 

 三維點誤差是去計算人工點選的對應點所計算出的三維點座標和改善前後的

三維點座標之間的差距，算出來的距離即為實際物體的誤差。其中投手實際長寬

高 約 為 1200mm 800mm 1200mm× × ， 鋼 鐵 人 實 際 長 寬 高 約 為

60mm 150mm 300mm× × 。對應點的誤差率，也是比較人工點選的對應點和改善

前後之間像素的差距，但因為相機校正使得投影點會有誤差，所以在誤差在個 2

像素內的我們都不視其為誤差。 

 

  鋼鐵人模型改善後的三維點誤差平均從 0.79mm 減低到 0.74mm，錯誤率從

19.3%減低到 12.6%、而投手的誤差從 5.4mm 減低到 4.7mm，錯誤率從 24.5%減

低到 14.7%。我們可以觀察到投手的誤差較大是因為投手本身模型較大的關係，

所以誤差自然會提高。 

 

   在對應點改善的部份並非每個點都有顯著的改善，有少部份甚至比未改善前

誤差更大。在我們觀察後發現和光源有很大關係。若拍攝時光源會使得兩個角度

所拍攝的物體有陰影或是物體本身的材質會反光，都會影響到拍攝影像的色彩

值。如圖 5.13 所示，相機拍攝到同個位置，但影像卻因為光源的關係，造成物

體反光或者有陰影。而物體的反光和陰影，直接的影響到我們使用色彩分布值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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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調整對應點的方法。像是圖 5.13(a)點 a 和圖 5.13(b)點 a’明顯因為反光而造

成對應點找尋上的誤差，而圖 5.13(c)點 b 和圖 5.13(d)點 b’也有相同的情形。 

 

 

圖 5.13：光源使得對應點調整到錯誤的位置 

 

5.7 相片敷貼結果 

 

  為了得到更擬真的三維空間模型，所以我們在改善後的模型上敷貼當時對模

型所拍攝的相片。圖 5.14 及圖 5.15 中分別為投手及鋼鐵人未敷貼材質前的三維

空間模型模型，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總共有六個視角；圖 5.16 及圖 5.17 中分

別為投手及鋼鐵人敷貼上材質後的模型，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總共有六個視角。 

 

a a’

b
b’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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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投手改善三維空間模型後各個角度拍攝圖 

 
圖 5.15：鋼鐵人改善三維空間模型後各個角度拍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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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投手模型結合貼圖從各個角度拍攝圖 

 

 
圖 5.17：鋼鐵人模型結合貼圖從各個角度拍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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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型貼圖後我們可以發現投手的貼圖比鋼鐵人的缺失要明顯。如圖 5.18(a)

所示，投手的胸口、圖 5.18(b)投手的臉部、圖 5.18(c)投手的手套貼圖貼圖不連

接；圖 5.19(a)中鋼鐵人腳部、圖 5.19(b)及圖 5.19(c)鋼鐵人手部中，也有少部分

能觀察出有貼圖不連接情形，但大部份貼圖都不容易看出接縫。會造成此現象是

因為投手的拍攝照片只有 8 張，而鋼鐵人有 24 張。所以鋼鐵人所拍攝的相片較

密集，在貼圖時能選擇較正向的相機所拍攝的相片，所以貼圖整體來講鋼鐵人比

投手還完整。 

 

圖 5.18:圖 5.16 中貼圖破碎處局部放大 

 

 

圖 5.19:圖 5.17 中貼圖破碎處局部放大 

(a) (b) (c) 

(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