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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同航天摄影测量传感器的摄影测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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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光学框幅相机胶片摄影 、光学相机 CCD 线阵摄影 、微波雷达成像的摄影测量现状以及各自的

摄影测量性能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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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摄影测量从 60年代至今将近 40年 ,星

载传感器从光学框幅相机发展为 CCD相机以及

合成孔径雷达 ,摄影测量成果的应用范围越来越

广。本文着重讨论不同类型航天影像的摄影测量

性能 ,以供应用参考 。

1　光学胶片相机摄影测量

1.1　主要的光学胶片相机摄影测量系统

表 1是国际上主要的星载框幅式光学胶片相

机摄影测量参数。

　　·1969年 ,Apollo 飞船飞达月球上空进行摄

影 ,在轨冲洗胶片 ,转化为电信号传送回地球进行

摄影测量处理 ,成功地测绘了月球地形图 ,开创了

“卫星摄影测量”的历史。

·1983年 ,欧洲空间局在美国航天飞机上应

用 MC相机摄影 、回收胶片。

·1984年 ,美国在航天飞机上应用 LFC 大幅

面相机摄影 、回收胶片。

·1987年 ,中国在返回式卫星上应用大幅面相

表 1　光学胶片相机摄影测量参数

Tab.1　Aerial Photogrammetry Parameter of F rame Film Camera

卫星代号

或开发单位

相机焦距

/mm

相幅

/ cm

综合分辨率

/ lp·mm-1
基高比 60%重叠
/ 40%重叠

外方位

元素设备
年代

Resure

KFA200 18×18 60 0.36/ 0.54 星相机

KFA1000 30×30 60 0.12/ 0.18 星相机

MK430 18×18 60 0.25 星相机

1988年发表

俄罗斯
TK350 30×45 80/ 35 0.51/ 0.79 星相机

KVR1000 18×72 60 激光测高仪
1996年发表

欧空局 MC305 23×23 AWAR40 0.30/ 0.45 1983年实验成功

美国 LFC305 23×46 AWAR80 0.60/ 0.90 1984年实验成功

中国 CHXJ300 20×37 70/ 40 0.49/ 0.74 星相机 1987年实验成功

美国 Apollo
框幅 76 11.5×11.5 星相机

全景 610 交向摄影 100 激光测高仪
1968年

机摄影 、回收胶片。

·1988年 ,前苏联在日本京都 ISPRS 会议上

发表 KFA_200相机回收胶片摄影测量结果。

·1996年 ,俄罗斯在维也纳 ISPRS 会议上发

表 TK_350等相机回收胶片摄影测量结果 。

1.2　摄影测量要点

①框幅式相机回收胶片摄影测量的主要目标

是测制等高距为 20m 的 1∶5万比例尺地形图。

按美国国标 ,高程中误差应满足:
σh =0.3CI (1)

式中 , CI 为等高距;σh=6m 。

按摄影测量原理 ,点的相对高程误差为:

σh =S m ·
H
B
· σm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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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H =210km , Sm =700 000 , f =300mm ,

σm· 2=5μm ,当σh≤6m时 ,基高比B/H≥0.58。以

此衡量表 1的参数可以看出 ,当航向重叠为 60%

时 ,只有 LFC 的像片才能满足要求;当抽片为

40%重叠时 ,除了 LFC外 ,还有俄罗斯的 TK_350

和中国的 CHXJ像片能满足要求 。

②全球测绘 ,无地面控制点时 ,要用星相机测

定像片倾斜角。

③俄罗斯的卫星系统中配有激光测高仪 ,用

于测定摄影中心至地面的距离 ,以便检测相机在

卫星发射及在轨运行中焦距的变化 。

④框幅相片系中心投影 ,几何保真度好 ,一张

像片覆盖面积大 ,航带与航带间有足够的重叠 ,能

够按理论上严格的光束法区域平差 ,实现无缝的

整合(云影除外)。星相机测定的姿态角精度为

±4″,用于空中三角测量可以消除偶然误差的系

统累积。大约 500km 距离布设控制点就能获得

满足测图精度的控制点。

⑤DGPS 数据用于区域平差时 ,可以完全不

要地面控制点 。在有高精度摄站坐标的情况下 ,

焦距的变化也可依靠有地面控制地区像片作后方

交会加以检测 。

⑥由于计算机用于光学镜头设计计算 ,辅助

物镜冷加工和装调 ,摄影物镜光学质量进一步提

高。如今大幅面相机面积权平均分辨率即使在中

对比时也可能优于 901 lp/mm ,若一个线对宽度

按两个像元计算 ,相应像元尺寸为 5.5μm ,像比

例尺为 1∶70万时 ,地面分辨率为 3.4m 。

⑦一张 230mm ×460mm 的像片 ,若取像元

为 7μm进行数字化 ,每幅达 32 857像元×65 714

像元 。

⑧光学相机回收胶片摄影测量 ,能在短期内

对大面积地区摄影覆盖 ,但无法避开云的影响 ,要

多次摄影加以弥补。

2　光学 CCD相机摄影

2.1　中分辨率线阵 CCD相机摄影测量

表 2列出了分辨率为 5 ～ 10m 的摄影测量系

统参数。

表 2　中分辨率 CCD相机摄影测量参数

Tab.2　Aerial Photogrammetry Parameter of Medium Resolution CCD Camera

卫星代号 覆盖/ km
分辨率/m

全色 多光谱
偏摆/(°) 立体方式

有控制点平

高精度/m
测图比例尺 CCD 线阵

SPOT 1_4 60～ 85 10 20 27 邻轨 3～ 5/ 5～ 10 1∶5万 ～ 1∶10万 单线阵

SPOT5(计划中) 60～ 240 5 10～ 20 27 邻轨 三个单线阵相机

IRS1_C 70 5.8 26 邻轨 3～ 5/ 5～ 10 1∶5万 ～ 1∶10万 单线阵

中国_巴西 120 19.5 32 邻轨 单线阵

JERS_1 75 18 33 邻轨 单线阵

MOMS_02 78
13.5

5
13.5 同轨 三线阵 CCD 相机

MOMS_2P 105
18

6
18 同轨 三线阵 CCD 相机

中国立体测绘中

卫星(计划中)
120 10 同轨 1∶5万 ～ 1∶10万 三线阵 CCD 相机

　　·1980年 ,法国首先采用单线阵 CCD相机进

行摄影测量 ,数字影像在有地面站的地区可以实

时接收 ,无地面站地区在轨记录 20min ,再由地面

站接收 。由于邻轨立体影像之间受气象 、光照等

条件的影响 ,同名影像差别较大 ,影响影像匹配的

成功率。 IRS1_C 、中国_巴西 、JERS_1等邻轨构成

的立体影像均有类似问题 。

·1979 ～ 1980年 ,美国学者提出以三线阵 CCD

相机进行摄影测量的 Stereosat和 Mapsat 方案 ,要

求卫星平台稳定度为 10-6°/s ,可能由于平台稳定

度要求太高 ,工程上未必能达到 ,未被政府批准。

·1979 年 , 德国开展 MOMS_01 作三线阵

CCD相机原理研究 , 1983年在航天飞机上作了空

间飞行实验。

·1984年 ,德国在航天飞机上进行 MOMS_02

三线阵 CCD相机摄影 、回收数字记录介质和数字

传输的摄影测量实验研究 。

·1996年 ,德国与俄罗斯合作 ,在空间站上安

放与 MOMS_02相同的三线阵 CCD相机 ,代号为

MOMS_2P。数字影像分别在莫斯科和德国的地

面站接收 。

·计划中的 SPOT_5 有 3 台 CCD 相机 ,可按

同轨立体扫描或侧向邻轨立体扫描 ,也可以 3台

联合进行宽扫描 。CCD 线阵像元尺寸为 6.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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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μm ,像元数为 12 000 ,相机焦距 1.2m ,相机

向前向后扫描张角为±19.2°。

2.2　摄影测量要点

1)单线阵邻轨立体影像摄影测量处理要求较

多地面控制点 ,配合 GPS 数据可酌情减少控制点

数量 。

2)三线阵 CCD 影像在同一个取样周期内有

3个线阵影像 ,此 3个线阵影像具有相同的一组

外方位元素(3个位置元素和 3 个角元素)。利用

这种影像可以进行光束法航线或区域空中三角测

量。但从理论上讲 ,独立解算每一个取样周期的

外方位元素是不可能的 ,只能用近似解的平差方

法。德国学者采取计算定向片的方法 ,即假定在

一个有限的取样时间段内 ,卫星的姿态变化可以

用一个多项式表示 ,任何像点对计算定向片外方

位元素的贡献均服从此多项式 。至于取样时间段

大小 、多项式阶数尚无严格的理论给定 ,主要靠实

验研究得出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 ,经过光束法

平差可以降低对卫星平台稳定度的要求 ,但三线

阵CCD影像光束法平差几何强度远不如框幅式

像片 ,主要问题是元素间存在着相关性 ,即使航线

两端布设控制点 ,单航线光束法平差建立的航线

模型依然有相当的变形 ,多航线区域平差略为好

一些 。只有利用导航数据进行联合平差才能取得

好的结果 。利用MOMS_02/D数据和导航数据以

及 4个控制点平差实验得:

σx =11.4m , σy =13.9m , σz =5.2m

　　笔者曾从卫星运行平稳 、姿态变化平滑出发 ,

提出建立“等效框幅像片”进行光束法平差 ,经过

数字模拟计算 ,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

3)三线阵 CCD 影像光束法平差理论研究还

得出:当航线影像短于 4条基线(前视光线或后视

光线与正视光线组成的基线)时 ,即使航线两端有

控制点 ,光束法平差也得不出确定的解 。实际空

间摄影中 ,由于云的影响 ,少于 4条基线的航线总

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资料的处理必须借助更多的

地面控制点。笔者在文献[ 10]中提出了一种处理

短航线影像的摄影测量程序。

2.3　高分辨率商业卫星摄影测量

表 3列出了高分辨率商业卫星摄影测量系统

参数 。

表 3　高分辨率商业卫星摄影测量系统参数

Tab.3　Photogrammetry Parameters of High Resolution Commercial Satellite

代号
轨道高

/ km
覆盖

/ km

分辨率/m

全色 多光谱

摇摆/(°)

前后 左右

外方位设备

位置 姿态

量化

/ bit
有控制点平

高精度/m
无控制点平

高精度/m
重量

/ kg
寿命

/ a

Quik Bird 600 22 0.8 3.3 30 30 GPS 星相机 1 11 2/ 2 23/ 17 955 5

Orbview 470 8 1.2 4 50 50 GPS 星相机 2 11 7.5/ 3.3 12/ 8 260 5

Iknonos 680 11 0.8 4 45 45 GPS 星相机 3 11 2/ 3 12/ 8 818 7

　　1)1m分辨率的卫星是经美国政府批准的商

业卫星 。美国将此类原为军用卫星商业化 ,是以

民用市场支持军用的重要策略 。美国在这方面的

空间技术有特殊的优势:①有 P 码或 DGPS的数

据 ,能给出精确摄站坐标 ,同时可以精确给出指向

于特定目标或地区的卫星轨道数据 ,这点对于卫

星覆盖宽仅 11km来说特别重要 。②美国有数据

中断卫星 , 1m 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传输率高 ,在

国际市场 ,很大地区无地面接收站 ,图像主要靠在

轨存储或中继卫星传递接收。

2)尽管星相机和 DGPS 给出精确的外方位

元素 ,但如果直接用于立体测量 ,会将记录误差及

可能的粗差都带入摄影测量成果 ,因此应进行光

束法平差。若进而考虑航线间的无缝整合 ,还应

作区域平差。由于靠摇摆构成立体的影像每一个

取样周期只有一个线阵影像 ,不像三线阵 CCD相

机那样有 3个线带影像 ,所以平差精度更差。

2.4　面阵 CCD相机摄影测量

1)航天摄影测量中采用面阵 CCD相机的系

统很少。Earthw atch 公司的“Early Bird”曾提出

采用面阵 CCD相机。面阵 CCD 相机幅面小 ,基

高比不好 ,故采用摇摆 30°构成同轨和邻轨立体

影像。面阵 CCD相机可以采用像移补偿 ,成像为

中心投影 ,每幅只有一个外方位元素 ,所以对平台

的振动和稳定性要求将降低 ,且对在轨测定姿态

的依赖也小。

2)如不作交向摄影 ,则要求面阵 CCD相机

至少在飞行方向有较长的像幅 ,技术上实现大幅

面阵相机是非常困难的 。2001 年 , Z/ I 公司将推

出由 4个 7 000像元×4 000像元面阵相机拼成

13 500像元×8 000像元的航空数字摄影机。也

许这会给航天大幅面阵 CCD相机提供一个可能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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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波雷达摄影测量

3.1　主要的星载 SAR系统

90年代以来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 SAR技术

得到很大的发展:

·1991 年 ,前苏联 Almaz_1卫星 ,地面分辨率

10 ～ 15m;

·1991 年 、1994 年 ,欧空局 ERS_1 、ERS_2卫

星 ,地面分辨率 12.5m;

·1992年 ,日本 JERS_1 ,地面分辨率 18m;

·1994年 、1996年 ,美 、德 、意在航天飞机上进

行SAR实验 ,地面分辨率 10 ～ 30m;

·1995年 ,加拿大的 Radarsat ,地面分辨率 8

～ 12m;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 INSAR倍受摄影测

量界重视 ,德国学者利用 ERS_1/ERS_2隔一天重

访同一地区的影像进行 INSAR测量实验 ,在汉诺

威地区利用控制点 ,以 7个参数拟合 ,90%的点高

程误差小于 10m ,山区误差则达 100m;

·90年代初期 ,美国制订了利用 INSAR技术

进行全球测图的方案 ,采用两个相距 1km 的卫星

编队飞行 ,构成固定天线 ,利用 GPS 测定两星位

置 ,其中一个卫星发射 L 波信号 ,两卫星天线同

时接收回波 ,但未见实施;

·2000年 2 月 ,美国在“奋进号”航天飞机上

作SRTM INSAR地形测图 ,采用 60m 固定天线 ,

磁盘记录并回收 ,飞行 11d ,摄影覆盖了北纬 60°

到南纬 56°之间约 4 800 万 km
2
地域。其中

X_SAR分辨率 90m , C_SA R分辨率 30m ,确定地

面点位置精度 20m ,高程绝对精度 16m ,相对高程

精度 10m 。可生成间距为 30m×30m 的 ITHD干

涉地形高程数据和地面分辨率为 30m 的正射影

像图。由于微波不受云的影响 ,并有一定穿透能

力 ,SRTM 摄影测量效率很高。

3.2　微波雷达摄影测量要点

1)60年代尤其是 70年代 ,美国学者对立体

雷达影像的摄影测量作过大量研究 ,提出过两种

方案:①雷达载体以不同高度从目标两侧飞过 ,能

摄到同一目标的雷达图像(两侧法);②雷达载体

以不同高度从目标同侧飞过 ,能得到地面同一目

标的图像(单侧法)。当目标斜距与基线交会角合

适时 ,两侧法可构成基高比较好的立体影像 ,高程

精度较高。单侧法几何条件较差 ,当时的研究是

基于航空摄影测量 ,外方位元素很难测定 ,立体雷

达影像摄影测量成品应用受局限 ,特别是单侧法

被当作不可取的方案 。

2)90年代以来 ,由于航天摄影测量中外方位

元素测定精度不断提高 ,两种方法在航天 SAR图

像处理中都得到发展。日本学者利用 Radarsat 分

辨率为 8m 的图像 ,以影像匹配的方法采集同名点

坐标并计算 DEM 。两次卫星对同名点的交会角仅

5°,DEM 高程误差为 30m ,SAR影像噪声大 , DEM

高程余差达 40m 。如果图像分辨率进一步提高 ,交

会角再大些 ,DEM 精度可望达到 10m级。

3)当今的双天线 INSAR摄影测量原理属于

单侧法 ,以下仅在核面上对影像单侧法主要误差

用图解加以说明 ,如图 1所示 。

双天线 INSAR摄影测量定点如图 1(a)所

示 ,已知 S 1 、S 2 的坐标及 l 1 、l 2 ,作前方交会 ,交

会点 P 是由以S 1 、S2 为圆心 ,分别以 l 1 、l2 为半

径的两个弧段的交点 。图 1(b)表示当 l 2 有误差

dl 时 ,交会点偏移到点 P 1 ,偏移量与 γ角有关。

在干涉测量中 ,基线的临界长度受制于:

B = λR
2 lcos2θ

(2)

式中 , λ为波长;R 为斜距分辨率;l 为斜距;θ为

侧视角;而

γ=B/ l (3)

γ角与光学影像立体交会中的基高比有相似的性

质。在航天 INSAR测量中 , B 很小 , l很大 ,即 γ

角很小 。如航天飞机的 SRTM SAR影像的 γ角

小于 0.000 2 ,即相当于基高比很小。由图 1(b)、

1(c)、1(d)可以看出 , 由 l 1 、l 2 长度较差的误差

dl 、基线倾斜角 dα以及当基线水平时 ,基线长度

的误差 dB 所导出的P 点偏移量受γ角值很小的

影响而显著扩大 。但由于双天线 INSAR用相位

干涉法测定 l 1 、 l2 的差值 ,且精度很高 ,因而 ,虽

然 γ角值很小 ,但 P 点的偏移量并不大 ,而 dα和

dB 则不容轻视。此外 ,从图 1(e)知 ,当基线倾斜

角与侧视角相等时 , P 点的偏移量与 dB 量基本

相等 ,即可看作不受 γ角值的影响 ,所以实际系

统中应取基线倾斜角尽量等于侧视角 ,以降低基

线长度误差的影响。

4　结　论

1)光学框幅相机系中心投影 ,对卫星平台的

稳定度要求较低 ,摄取的像片几何保真度好 ,可以

严格进行光束法区域平差 ,既适于立体测图又适

于建立控制点网 ,短期内可以实现大面积覆盖 ,但

受云的影响大 ,需多次摄影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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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 l 1 、l 2 前方交会得点 P　　(b) l 1、l 2 较差含误差 d l 时 ,前方交会得点 P1　　(c)基线倾斜角误差为 dα时 ,前方交会得到 P 1

(d)基线水平 、基线误差为 dB 时 ,前方交会得点 P 1　　　　　　　(e)基倾角与侧视角相等 、基线误差为 dB时 ,前方交会得点 P1

图 1　核面上对影像单侧法主要误差的图解

Fig.1　Illustration of the Major Errors of Imaging Unilateral Method

　　2)三线阵 CCD相机影像系动态摄影 ,通过光

束法平差 ,可以降低对卫星平台稳定度的要求 ,但

光束法区域平差受外方位元素间的相关影响 ,所

以平差中必须有外方位元素的观测值参与。由于

三线阵 CCD相机取样周期有 3个线阵影像 ,所以

对参与平差的外方位元素精度要求相对低一些。

数字传输影像通过回归摄影可克服云的影响 。

3)单线阵 CCD相机摇摆扫描立体影像 ,每个

取样周期仅一个线阵影像 ,光束法区域平差要求

精度很高的外方位元素参与平差。

4)双天线 INSAR 摄影测量主要用于获取

DEM 。SAR影像不受云的影响 ,可以全天候摄

影。由于雷达影像成像机理与光学影像不同 ,且

有较多噪声 ,宜与光学影像融合生成正射影像。

INSAR摄影测量要求精确的外方位元素 ,目前还

未见对此类影像进行整合的区域平差的研究成

果。

实际工程中应对不同类型的航天摄影测量资

料取长补短 ,综合应用 ,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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