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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二维层面的倾斜校正算法难以处理扭曲文本的倾斜，提出一种基于点云数据的扭曲文本图像倾斜校正方法。
首先，通过三维扫描仪采集文本的数据信息，重建文本的三维点云模型，接着通过检测文本在空间中的位置，定义为空间倾斜与平面

倾斜，最后实现文本的自动倾斜校正。实验结果表明，基于点云数据的倾斜校正算法在处理扭曲文本的倾斜校正正确率达到９５％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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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化成为人们提高办公效率、生

活品质的重要途径。电子文档具有保存方便，并易于在互联网

中传输等特点，因此将纸质文档转换为电子文档的技术越来越

重要。目前通过电子设备来进行这种转换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摄

像头获取文本资料数字图像，经过一系列的图像预处理、ＯＣＲ
（光学字符识别）等将其转化为电子文档。而在这种转换过程

中，文本的倾斜会对整个转化过程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图像的

倾斜校正在图像的预处理中始终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实

际采集文本数字图像时，若整个文本处于一个斜面上时或者拍

摄角度不对而出现射影文本情况，导致采集的文本图像出现像

素的堆积，影响ＯＣＲ识别率。同样若文本为具有一定厚度的书
籍时，采集文本数字图像时会由于书籍的厚度出现文本扭曲，无

法直接进行倾斜校正处理。

传统的二维文本图像倾斜校正算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基

于Ｈｏｕｇｈ变换的方法、基于投影的方法、基于 Ｋ最近邻方法以
及基于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方法。文献［１，２］中基于Ｈｏｕｇｈ变换的方法
使用图像空间目标像素的坐标去计算参数空间中参考点的可能

轨迹，是目前用得较多的一种倾斜角检测方法，但对扭曲文本图

像因无法准确提取文本线而出现难以处理的情况。文献［３］以

文字行之间存在一固定的行间距为基础再使用基于投影的方法

来确定倾斜角度，同样无法处理扭曲文本。文献［４］使用基于
投影轮廓的方法来求得倾斜角度，之后对整幅图片进行等角度

旋转，而非像素的旋转，经此方法校正后的扭曲文本图像很难再

接着进行扭曲恢复等处理，影响最终的 ＯＣＲ识别率。文献［５］
使用近邻法则是找出所有中心点的 Ｋ个最邻近点，计算每对近
邻的矢量方向并统计生成直方图，直方图的峰值对应着整幅图

像的倾角，同样对原始扭曲文本校正效果一般。文献［６］基于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方法则以Ｆｏｕｒｉｅｒ空间密度最大的方向对应于倾斜
方向。虽然该方法倾斜校正较为精确，但由于空间复杂度很高，

计算的时间长，因此在实际中使用较少。

由以上文献可知，传统的二维倾斜校正算法无法有效处理

原始扭曲文本的倾斜。而本文将三维处理技术应用于文本图像

倾斜校正领域，提出一种基于点云数据的扭曲文档倾斜校正方

法，能有效处理扭曲文本的倾斜状况，并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

１　算法思路

若文本模型存在噪点，会对后续的处理产生极大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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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算法流程图

此需要先对文本点云模型进行去

噪。去噪后将倾斜检测分为两步：

空间倾斜检测与平面倾斜检测。

空间倾斜检测通过提取模型边界

特征点，采用鲁棒方法求得文本模

型边界所在平面的法向量，最后通

过与一平行于 Ｚ轴的单位向量之
间的叉乘、内积等计算出空间倾斜

角，并进行判断，若倾斜则采用空

间旋转算法进行旋转校正。平面

倾斜检测时，由于文本模型是扭

曲、非平面的，因此先对文本模型

进行平面投影。接着提取投影的

边界特征点，采用空间最小二乘法

对其进行空间线性拟合，计算出其

平面倾斜角，进行平面倾斜校正。图１是本文的算法流程图。

２　点云去噪

在三维扫描仪获取结构光的投影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噪点数据，这些噪点数据将会对后续的处

理产生较大的干扰作用，因此必须先对其进行点云去噪。由于

三维扫描仪都有配套的处理软件，可以对采集的模型数据进行

初步分割，去除那些不需要的部分。但有时个别单点或者微量

点云会由于人眼无法观察到而导致人工清除失败，因此进行去

噪的主要目的就是去除那些遗漏的离群点。本文采用的方法是

基于Ｋ近邻的散乱点云去噪算法。

２．１　Ｋ近邻搜索
文本模型是由无数个孤立的点组成的，因此我们读入到内

存中的数据点都是混乱的、无序的，这和传统的 ＢＭＰ位图有着
显著区别。所以在对模型进行其他处理前，必须先将模型中的

散乱点通过某种结构关联起来，建立数据点之间的空间拓扑关

系。本文采用Ｋ近邻结构［７］。

目前最常用的 Ｋ近邻计算方法有八叉树法、空间单元格
法和Ｋｄ树法。其中前两种方法都是基于空间包围盒的划分，
后一种方法则用来查找相距最近的两点。本文采用空间单元格

法进行Ｋ近邻计算。首先设 Ｐ＝Ｐｉ（ｉ＝０，１，…，ｎ）是文本点云
模型Ｓ上的一个采样点集，将Ｓ中与当前点 Ｐｉ距离最近的 ｋ个
数据点称为点Ｐｉ的Ｋ近邻，记作Ｎｂ（ｐ）。接着读入文本模型数
据点集，将整个点集的坐标存入三个一维数组中，得到模型点集

在 Ｘ、Ｙ、Ｚ三个坐标轴方向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然后根据极值
信息，ｋ值及点的总数 ｎ，计算出子立方体边长 Ｌ。同时将文本
点云模型划分成ｍ′×ｎ′×ｌ′个子立方体，记录每个子立方体所
包含的数据点以及每个点所在的立方体索引号，并删去不包含

任何点的子立方体。最后通过子立方体内点的信息遍历数据点

进行Ｋ近邻搜索。
定义三个方向上最小坐标为：Ｍｉｎ＿ｘ、Ｍｉｎ＿ｙ、Ｍｉｎ＿ｚ；最大

坐标为：Ｍａｘ＿ｘ、Ｍａｘ＿ｙ、Ｍａｘ＿ｚ，则式（１）文本点云模型的子
立方体的长度Ｌ：

Ｌ＝β×
３ ｋ
ｎ（Ｍａｘ＿ｘ－Ｍｉｎ＿ｘ）（Ｍａｘ＿ｙ－Ｍｉｎ＿ｙ）（Ｍａｘ＿ｚ－Ｍｉｎ＿ｚ槡 ） （１）

其中β为调节立方体编程 Ｌ大小的比例因子；ｎ为数据点的总
个数；ｋ为可调整的近邻点的个数。那么由式（２）可以推导出子

立方体在三个坐标上的个数：

ｍ′＝（ｉｎｔ）（Ｍａｘ＿ｘ－Ｍｉｎ＿ｘ）／Ｌ
ｎ′＝（ｉｎｔ）（Ｍａｘ＿ｙ－Ｍｉｎ＿ｙ）／Ｌ
ｌ′＝（ｉｎｔ）（Ｍａｘ＿ｚ－Ｍｉｎ＿ｚ）

{
／Ｌ

（２）

同样由式（３）可推导出当前点Ｐ（ｘ，ｙ，ｚ）在子立方体中三个
坐标方向的索引号：

Ｉｎｄｅｘ＿ｘ＝（ｉｎｔ）（ｘ－Ｍｉｎ＿ｘ）／Ｌ
Ｉｎｄｅｘ＿ｙ＝（ｉｎｔ）（ｙ－Ｍｉｎ＿ｙ）／Ｌ
Ｉｎｄｅｘ＿ｚ＝（ｉｎｔ）（ｚ－Ｍｉｎ＿ｚ）

{
／Ｌ

（３）

在此为每一个立方体子空间建立一链表。该表存储每个子

立方体内的所有点，并统计该子立方体内点的个数，其结构

如下：

ｔｙｐｅｄｅｆｓｔｒｕｃｔＣｕｂｅｃｅｌｌ
｛

ＬｉｎｋｅｄＬｉｓｔＬｉｎｋ； ／／子立方体内数据点集表的头指针
ｉｎｔｎ； ／／子立方体中所含数据点的个数
｝Ｃｕｂｅ；

求取当前点的Ｋ个近邻点的步骤为：
１）根据当前点的坐标值，确定其所在子立方体的索引号，

同时将此子立方体视为初始搜索区域；

２）计算当前点到所在立方体六个面的最短距离ｄｓ；
３）计算当前搜索区域点的总个数 Ｎ１，若 Ｎ１不小于 Ｋ，则

接着计算当前点与搜索区域内其他点的最大距离ｄｍａｘ。若ｄｍａｘ
小于ｄｓ，取前ｋ个点为当前点的 Ｋ近邻点，否则以当前区域为
中心向周围扩展建立新的搜索区域；

４）为每一个数据点建立一个 ｋ邻近表。该表保存每个点
的ｋ个邻近点以及它与邻近点的距离，其结构如下：

ｔｙｐｅｄｅｆｓｔｒｕｃｔＫｐｏｉｎｔ
｛

ｄｏｕｂｌｅｘ，，ｙ，ｚ； ／／邻近点的坐标信息
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数据点与邻近点之间的距离
ｓｔｒｕｃｔＫｐｏｉｎｔｎｅｘｔ； ／／下一个邻近点
｝Ｋｐｏｉｎｔ，Ｌｉｓｔ；

２．２　邻域平均算法
建立好散乱点之间的空间拓扑关系之后，就可以使用二维

图像处理中的滤波算法对点云模型进行去噪处理。遍历模型搜

索每个数据点的Ｋ近邻，采用邻域平均法进行去噪。具体算法
描述如下［８］：

１）读入三维文本模型点云数据；
２）建立散乱点云之间的空间拓扑关系；
３）搜索当前点Ｐｉ的Ｋ近邻Ｎｂ（ｐ）；
４）计算当前点Ｐｊ与其各 Ｋ近邻点之间的距离，取其平均

值Ｄｍｉｄ（ｐｉ）可由式（４）求出：

Ｄｍｉｄ（ｐｉ）＝
１
ｋ∑ｐｊ∈Ｎｂ（ｐｉ）‖ｐｉ－ｐｊ‖

（４）

５）判断该平均距离Ｄｍｉｄ（ｐｉ）是否大于设定的阈值 Ｄ，若
超过，则认为该点是噪点，将其删除；

６）重复 ３）～５），直到处理完所有的数据点。

３　倾斜检测

首先对文本模型可能发生的倾斜情况进行分类，在此共分

为三大类：空间单倾斜、平面单倾斜、空间平面双倾斜。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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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ａ）所示图像为例，文本点云模型在空间上存在倾斜，同时如
图２（ｂ）所示，模型在平面上也存在倾斜，因此模型属于空间平
面双倾斜类。图中曲面部分为扭曲文本模型，平面部分为一垂

直于Ｚ轴的对照平面，用于观察文本模型在空间中倾斜状况。
因此结合分类情况以及文本模型本身特点，将对文本点云模型

的倾斜检测分为两步：空间倾斜检测与平面倾斜检测。

图２　倾斜检测示意

３．１　空间倾斜检测
由于本文研究的文档模型是扭曲的，也就是说其所有的点

并不落在同一个平面上。因此，需要先选择某一斜切面为切入

点，通过它来研究完整文本模型的特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文

本模型左右边界所在的平面为我们所需要的平面。确定平面

后，采用曲面边界提取算法采集模型的边界特征点。

点云去噪阶段已获得当前点ｐ的Ｋ近邻点集 Ｘ＝｛ｘ０，ｘ１，
…，ｘｋ－１｝，设Ｘ的中心点ｖ，可由式（５）计算

［９，１０］：

ｖ＝ｋ－１∑
ｋ－１

ｎ＝０
ｘｎ （５）

建立一过ｐ点、以→ｐｖ为平面法向量的平面 Ｌ。设 ｐ＝（ｘｐ，
ｙｐ，ｚｐ），ｖ＝（ｘｖ，ｙｖ，ｚｖ），则平面Ｌ的方程表达式由式（６）表示：

Ａｘ＋Ｂｙ＋Ｃｚ＋Ｄ＝０ （６）
其中Ａ＝ｘｐ－ｘｖ，Ｂ＝ｙｐ－ｙｖ，Ｃ＝ｚｐ－ｚｖ，Ｄ可由式（７）计算：

Ｄ＝｜ｐｖ｜（Ａ２＋Ｂ２＋Ｃ２）－
１
２ －（Ａｘｐ＋Ｂｙｐ＋Ｃｚｐ） （７）

　　把Ｘ中的点投影到Ｌ平面上，得到一投影点集Ｘ′＝｛ｘ′０，ｘ′

１，…，ｘ′ｋ－１｝，接着在Ｌ上建立一以ｐ为原点的坐标系。设 αｉ为

图３　模型边界分析图

向量 ｐｘｎ（ｎ＝１，２，…，ｋ－
１）与向量 ｐｘ０之间的夹
角，若其中有一个角度满

足｜αｉ－αｉ＋１｜＞β，ｉ＝１，２，
…，ｋ，αｋ＝α１，β是预先设
置的一阈值，则视 ｐ为边
界点。

得到模型的边界特征

点集之后，通过限制边界

点的Ｘ值与Ｙ值得到模型
左右边界特征点，如图３所示。

通过鲁棒的方法求得左右边界所在平面的法向量［１１］。由

式（８）计算平面法向量ｍ的分向量（ｍｘ，ｍｙ，ｍｚ）：

ｍｘ ＝∑
Ｎ－１

ｉ＝０
（ｙｉ－ｙｎｅｘｔ（ｉ））（ｚｉ＋ｚｎｅｘｔ（ｉ））

ｍｙ ＝∑
Ｎ－１

ｉ＝０
（ｚｉ－ｚｎｅｘｔ（ｉ））（ｘｉ＋ｘｎｅｘｔ（ｉ）） （８）

ｍｚ＝∑
Ｎ－１

ｉ＝０
（ｘｉ－ｘｎｅｘｔ（ｉ））（ｙｉ＋ｙｎｅｘｔ（ｉ））

这里的Ｎ是特征点集中的顶点总数，（ｘｉ，ｙｉ，ｚｉ）是第ｉ个特征点
的位置坐标，ｎｅｘｔ（ｉ）＝（ｉ＋１）ｍｏｄＮ是点 ｉ的 下一个顶点序

号。取模运算保证了第（Ｎ－１）号顶点的后一个顶点是顶点０。
这种方法在计算法向量的每一个分量过程中，只需对每一条边

使用一次乘法运算，而且不需要做共线测试。

得到ｍ向量后先将其单位化，得一单位法向量ｍ′。接着选
取一平行于Ｚ轴的单位向量ｎ（０，０，１），并由式（９）计算向量ｍ′
与ｎ的夹角：

θ＝ａｒｃｃｏｓ（ｍ′，ｎ）＝
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ｚ１ｚ２

ｘ２１＋ｙ
２
１＋ｚ槡

２
１＋ ｘ２２＋ｙ

２
２＋ｚ槡

２
２

（９）

计算出夹角后设一阈值Ｄ＝０．５°，若夹角位于（－Ｄ，Ｄ）内，
则认为模型在空间中无倾斜，否则继续对两个向量进行叉乘运

算，得到一新向量即空间旋转所需要的转轴，并使用空间旋转算

法对其进行空间旋转。

图４（ａ）中曲面部分为原始模型，平面为一垂直于Ｚ轴的对
照平面，图４（ｂ）为空间校正后模型，黑色线条为上文中所提到
的向量ｍ′、ｎ以及它们叉乘后得到的向量。

图４　空间校正示意

３．２　平面倾斜检测

经过空间倾斜检测及校正，此时整个文本模型垂直于Ｚ轴。
先将文档模型垂直投影到 Ｚ＝０平面上，投影到此平面上后的
模型Ｚ坐标值皆为０，可减少计算量，提高检测精度。

投影后采集投影四条边界的特征点，使用基于最小二乘法

的空间线性拟合算法，对模型的四条边界进行线性拟合，分别计

算上下两条直线与左右两条直线的斜率，并判定两对倾斜角的

差值是否在一个范围（－１°，１°）内。结果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１）若每对倾斜角的差值都在范围内，则对两对边界直线的

倾斜角取两轮平均值，这样可以得到一个高精度的倾斜角；

２）若其中一对差值在范围内，另一对差值不在范围内，则
取差值在范围内的一对的平均值为倾斜角；

３）若两对边界线斜率均不在，则提示模型不合格。
基于初期采集模型时已经过选择与处理，因此后两种情况

较少。

设空间内方向向量为ｓ＝（ｍ，ｎ，ｐ）且过（ｘ０，ｙ０，ｚ０）点的直
线方程由式（１０）表示［１２，１３］：

ｘ－ｘ０
ｍ ＝

ｙ－ｙ０
ｎ ＝

ｚ－ｚ０
ｐ （１０）

　　当点（ｘｉ，ｙｉ，ｚｉ）不在直线上时，分别记其在 ｘ方向、ｙ方向、
ｚ方向的误差为（εｉ２，εｉ２，εｉ３）。作为最佳拟合直线，必须同时考
虑这三个方向的误差。根据最佳平方逼近原理，最佳直线应满

足式（１１）：

ｆ（εｉ１，εｉ２，εｉ３）＝∑
Ｎ

ｉ＝１
（ε２ｉ１＋ε

２
ｉ２＋ε

２
ｉ３） （１１）

最小。因为各测量点在 ｘ方向、ｙ方向、ｚ方向的误差 （εｉ２，εｉ２，
εｉ３）服从正态分布，所以最佳直线也应满足式（１２）：

∑
Ｎ

ｉ＝１
εｉ１ ＝０　∑

Ｎ

ｉ＝１
εｉ２ ＝０　∑

Ｎ

ｉ＝１
εｉ３ ＝０ （１２）

据此我们在约束条件式（１１）式（１２）下求由离散点 （ｘｉ，ｙｉ，



　
第６期　　　 童立靖等：基于点云数据的扭曲文本图像倾斜校正方法 １７９　　

ｚｉ），ｉ＝１，２，…，Ｎ，所确定的最佳直线。

３．３　空间旋转算法
本文使用的是由薛文风［１４］提出的空间坐标旋转算法。设

一个点通过轴（ｘ０，ｙ０，ｚ０），其方向余弦为 （ｎｘ，ｎｙ，ｎｚ）。其中 θ
为坐标点（ｘ，ｙ，ｚ）绕该轴的旋转角度。则旋转后的点经式（１３）
计算：

ｘ′＝（ｘ－ｘ０）［ｎｘ
２（１－ｃｏｓθ）＋ｃｏｓθ］＋

（ｙ－ｙ０）［ｎｘｎｙ（１－ｃｏｓθ）－ｎｚｓｉｎθ］＋（ｚ－

ｚ０）［ｎｘｎｚ（１－ｃｏｓθ）＋ｎｙｓｉｎθ］＋ｘ０
ｙ′＝（ｘ－ｘ０）［ｎｘｎｙ（１－ｃｏｓθ）＋ｎｚｃｏｓθ］＋

（ｙ－ｙ０）［ｎｙ
２（１－ｃｏｓθ）－ｃｏｓθ］＋（ｚ－

ｚ０）［ｎｙｎｚ（１－ｃｏｓθ）－ｎｘｓｉｎθ］＋ｙ０
ｚ′＝（ｘ－ｘ０）［ｎｘｎｚ（１－ｃｏｓθ）－ｎｙｃｏｓθ］＋

（ｙ－ｙ０）［ｎｙｎｚ（１－ｃｏｓθ）－ｎｘｃｏｓθ］＋（ｚ－

ｚ０）［ｎｚ
２（１－ｃｏｓθ）－ｃｏｓθ］＋ｚ０

（１３）

当（ｘ０，ｙ０，ｚ０）＝（０，０，０）时，该轴通过原点绕任意轴旋转
的变换关系表达式比较长，而且需要浮点数来表示，所以在程序

编写时，最好在计算表达式之前先把 ｓｉｎθ和 ｃｏｓθ算出，以提高
程序的执行速度。值得注意的是，当进行空间检测得到所需数

据后，若存在倾斜需先进行空间倾斜校正，以免干扰平面倾斜角

的计算。

４　实验结果

本算法在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环境下采用 Ｃ＋＋语言实
现，测试环境为：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ＴＭ７ｃｐｕ；内存 ８ＧＢ；操作系统
为Ｗｉｎｄｏｗｓ７的机器上进行。本文先使用三维扫描仪对５本
不同厚度的书籍共采集了 ５０个书籍点云模型，其中空间域
平面倾斜角皆在（－４５°，４５°）范围内。所用书籍均为 １６开
普通中文书。接着使用普通摄像头采集了５０幅 ＢＭＰ图像，
拍摄摄像头像素为５００万，图像的获取均在光照均匀的环境
下进行，忽略噪声的干扰。

表１将传统的Ｈｏｕｇｈ变换法、投影法与本文方法对重度扭
曲文本倾斜检测精度进行了对比分析。传统的 Ｈｏｕｇｈ变换法、
投影法与Ｋ近邻法总体检测正确率都低于５０％，而本文方法对
三种情况的正确率都达到９５％以上。此处的正确率是指经倾
斜校正后视觉上无倾斜的文本图像个数与参加测试的样本个数

之比。由实验结果可知传统的二维倾斜校正方法只能对扭曲程

度较轻的文本进行有效校正，对于厚度较大、扭曲程度较高的倾

斜文本处理能力很差。而本文方法则具有很大的适用范围，对

于以上情况均有很高的校正正确率。

表１　原始扭曲文本总体校正正确率对比分析

倾斜检测正确率 ／％ 倾角检测方法

１８．１６ Ｈｏｕｇｈ变换法

２５．５ 投影法

４５．８ Ｋ近邻法

９５．５ 本文方法

用本文算法对选取模型进行倾斜校正，部分实验效果对比

图如图５－图７所示。其中图５为扭曲文本空间单倾斜对比
图，图６为扭曲文本空间平面双倾斜校正效果对比图，图７为非

扭曲文本倾斜校正效果对比图。

图５　单倾斜对比

图６　双倾斜对比

图７　校正效果对比

５　结　语

本文结合当前快速发展的三维处理技术，将三维点云处理

技术应用到文本图像倾斜校正领域，克服了传统二维倾斜校正

方法对原始扭曲文本、射影文本倾斜校正效果不佳的缺点。提

出的基于点云数据的扭曲文本倾斜校正方法，对于复杂文本如

扭曲文本、射影文本可以直接进行倾斜校正处理。经试验表明，

本文方法对于扭曲文本倾斜校正正确率能达到９５％。本方法
已试用于本实验室开发的辅助阅读器改进项目，实现了对于市

面上大部分不同厚度的书籍的自动倾斜校正处理，扩大了阅读

器使用范围，提高了用户操作容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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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Ｐｅｐｐｅｒｓ图像在采样率为０．５时的重构效果图

从图７和图８可以看出，当采样率取值０．５时，测量矩阵为
高斯随机矩阵时重构图像的视觉效果要优于测量矩阵为未优化

的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矩阵的情况。并且当测量矩阵为优化后的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
结构测量矩阵时，重构图像的视觉效果又好于采用高斯随机矩

阵的情况。尤其是采用优化后的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结构测量矩阵对图像
进行压缩观测时，重构图像的边缘及轮廓更加清晰，块效应较

弱，即显著提高了图像重建质量。

４　结　语

针对易于硬件实现的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结构测量矩阵重建精度不高
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奇异值分解的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结构测量
矩阵优化方法。将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结构测量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并
对该矩阵的奇异值进行优化处理，通过增大矩阵的奇异值来提

其列向量线性独立性，进而提高其重构性能。仿真结果表明：相

比较当前常用的高斯随机矩阵以及未优化的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结构测量
矩阵，采用本文提出的基于奇异值分解的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结构测量矩
阵作为测量矩阵进行图像信号压缩感知时，重构图像的匹配度、

ＰＳＮＲ值均得到了显著提高，并且重构图像的主观视觉效果也
得到了明显提升。因此，本文提出的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结构测量矩阵优
化方法有效提高了该测量矩阵的重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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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谢方方，徐连诚，牛冰茹．一种基于反向Ｋ近邻的孤立点检测改进
算法［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２０１４，３１（６），２６７ ２７０．

［８］曹爽，岳建平，马文．基于特征选择的双边滤波点云去噪算法［Ｊ］．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４３（Ｓ２）：３５１ ３５４．

［９］陈义仁，王一宾，彭张节，等．一种改进的散乱点云边界特征点提取
算法［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１２，４８（２３）：１７７ １８０．

［１０］吴禄慎，晏海平，陈华伟，等．一种基于散乱点云的边界提取算法
［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２０１４，３１（１１）：２６４ ２６８．

［１１］李宝，程志全，党岗，等．三维点云法向量估计综述［Ｊ］．计算机工
程与应用，２０１０，４６（２３）：１ ７．

［１２］姚宜斌，黄书华，孔建，等．空间直线拟合的整体最小二乘算法
［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９（５）：５７１ ５７４．

［１３］王继刚，周立，蒋廷臣，等．一种简单的加权整体最小二乘直线拟
合方法［Ｊ］．测绘通报，２０１４（４）：３３ ３５．

［１４］薛文风．三维空间坐标的旋转算法［Ｊ］．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
１９９５（６）：５９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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