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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在WGS-84 坐标系中进行 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基本原理以及利用大地水准面拟合

方法实施大地高与正常高的变换方法。利用新疆库尔勒地区 1∶25 000和 1∶50 000实际航摄资料验证了理论

与程序实现的正确性。试验结果表明 ,无地面控制 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可用于中小比例尺测图的加

密 ,在WGS-84坐标系中可以获得较高的点定位精度 , 而在国家 80 坐标系下 , 利用大地水准面拟合前后的

GPS 摄站坐标进行 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 ,加密精度没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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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是利用相位差分

GPS动态定位技术于航空摄影曝光时刻测定摄影

中心的空间位置并将其作为带权观测值参与摄影

测量区域网平差 ,以减少地面控制点。试验证明 ,

在一常规区域网中 ,该方法只需提供解决数据基准

和消除观测值系统误差所需的几个地面控制点[ 1] 。

图1是国际上推荐使用的地面控制方案:在区域四

角布设四个平高地面控制点 ,且在区域两端布设两

排高程地面控制点或加摄两条垂直构架航线[ 2] 。

图1(a)为四角平高控制点+两排垂直高程控制点;

图1(b)为四角平高控制点+两条垂直构架航线。

图 1　推荐使用 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网

平差的地面控制方案

Fig.1　Pattern of G round Contro l Configure for

GPS-supported Bundle Block Adjustment

一旦图 1中的地面控制点可以从已有的高等

级国家大地测量控制网中找到 ,就无须进行艰苦

的像片野外控制联测。事实上 ,能满足这一条件

的测区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 ,在困难地区 、无图区

或者人员不能通达地区 ,即便测量如此少量的地

面控制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 ,真正无

地面控制的摄影测量就成为测绘科技工作者追求

的目标。自 1990年以来 ,笔者一直在研究无地面

控制的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方法 。1996

年 ,在26 400km
2
的中越陆地边界地区进行了试验

并制作了 1∶50 000正射影像图。2002年 ,在新疆

库尔勒地区实施了 85 000km
2
的带 GPS 航空摄影

并完成了试验区的加密。本文以库尔勒测区为

例 ,着重阐述无地面控制 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

平差的主要理论 ,给出了加密结果 ,通过对计算结

果的分析发现该方法完全可用于中小比例尺的测

图。

1　新疆库尔勒测区介绍

库尔勒测区位于新疆自治区中部 ,在天山南

麓 、塔里木盆地北侧 ,属天山山系的霍拉山 、库鲁

吉塔格山脉。测区北部为山地 ,南面多为平坦的

农牧团场。新疆著名的开都河 、清水河 、孔雀河 、

塔里木河及博斯腾湖均在测区范围内。总体看

来 ,测区地形比较复杂 ,既有平地 、丘陵 、山地与高

山地 ,又有湖泊 、沼泽和沙漠。这种测区若进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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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摄影测量加密 ,野外控制点的布设和联测自然

是有相当难度的 。

为了获取该地区的基础地理信息 ,国家测绘

局决定对该测区平地和丘陵地利用 1∶25 000航

摄像片测制 1∶10 000地形图 ,对山地和高山地利

用1∶50 000航摄像片测制 1∶50 000地形图 ,所需

定向点采用 GP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加密。

根据测区地形 ,将 1∶25 000测区设计成 3个航摄

分区 、7个加密分区 ,共敷设了 7 条构架航线 ,并

布设了 22个人工地标点;将 1∶50 000测区分成9

个航摄分区 、16个加密分区 ,总共敷设了 17条构

架航线 ,设置了 14个人工地标点。

库尔勒测区的航空摄影于 2002年 10月完成。

航摄前 ,在国产运-12(用于 1∶25 000航摄)和美国空

中国王(用于1∶50 000航摄)两架航摄飞机的尾叶分

别安装了高动态航空 GPS天线 ,采用经纬仪测量

法[1]测得两架飞机上的 GPS天线偏心分量分别为

(-6.945m , 0.090m ,4.503m)和(-6.793m ,0.091m ,

3.595m)。航空摄影时 ,飞机上安置一台 Trimble

4000SSE 、测区内三个基准站上各安置一台 Trimble

4000SSE双频GPS 信号接收机 ,其数据更新率均设

置为 1s ,且进行同步观测。此次航摄飞行的最大改

进是 ,每一个架次飞机均按普通航空摄影要求起降 ,

没有进行初始化测量。

航空摄影采用主距为 153.399mm 的 Wild

RC-30航摄仪成像于美国 Kodak 2402 胶片上。

测图航线沿 1∶10 000 地形图图幅中心线和图廓

线敷设 ,像片航向重叠为 60%,旁向重叠为 40%;

构架航线垂直于测图航线 ,像片重叠达 80%,摄

影比例尺较测图像片比例尺大约 20%。航摄资

料验收后 ,将航摄负片扫描成分辨率为 25μm 的

数字影像 ,在国产VituroZo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

站上进行自动影像量测。经估算 ,像点坐标总体

量测精度达到 8μm 。

为了检验无地面控制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

平差的实际精度 ,航摄前在测区内布设了 36个人

工地面标志点 ,并采用基准站式观测布网方案进行

GPS卫星定位网测量 。经对每个时段4h观测数据

的本网基线解算和组网平差得到WGS-84坐标系

中的坐标 ,精度优于 2cm。将这些标志点用于摄影

测量加密的定向和检查完全符合精度要求。

2　新疆库尔勒测区加密试验

2.1　加密试验区分布

在实施库尔勒 85 000km2测区摄影测量加密

之前 ,选定部分加密分区(图 2所示)进行了平差

试验 。图 2中 ,1加密分区为 1∶25 000 航空摄影

区 ,航摄前按图 1(b)布设了地面控制点 ,航摄后

在测区内加测了 27个明显地物点 ,因此 ,可实现

无地面控制 、带四角地面控制的 GPS 辅助光束法

区域网平差;2 、3 、4 加密分区均为 1∶50 000航空

摄影区 ,由于地面控制点稀少 ,只能进行无地面控

制的 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 ,各分区中分布

的少量地面控制点仅可用作检查点 。表 1给出了

试验区航摄资料的主要数据。

表 1　试验区航摄资料基本数据

Tab.1　Data of Pho tog raphs in Experimental Block

加 密 分区 1 2 3 4

测图像片比例尺分母 21 000 42 000 42 000 40 000

构架像片比例尺分母 16 000 32 000 32 000 29 000

测图航线数/条 10 4 6 6

构架航线数/条 2 2 2 2

像片数/条 806 153 164 223

加密点数/条 4 720 921 985 1 428

地形起伏/m 1 194 2 718 2 656 3 115

区域面积/ km2 136×44 97×30 57×40 159×28

2.2　在WGS-84坐标系中的加密

GPS 定位直接参考于 1984 全球大地测量坐

标系(WGS-84 坐标系),这是一个严格的地心笛

卡儿直角坐标系 ,而摄影测量区域网平差一般要

图 2　试验区略图

Fig.2　Char t of Experimental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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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以区域中央点 OT 为原点的参考椭球切平面

笛卡儿直角坐标系(摄影测量坐标系)中进行 。为

此 ,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首先需要将各摄

站的 WGS-84 坐标系坐标(XC , Y C , ZC)按式

(1)[ 3]转换为摄影测量坐标系坐标(X T , Y T , Z T):

X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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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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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LO
T

cosLO
T

0

-cosLO
T
sinBO

T
-sinLO

T
sinBO

T
cosBO

T

cosLO
T
cosBO

T
sin LO

T
cosBO

T
sinBO

T

XC -XO
T

YC -Y O
T

ZC -ZO
T

(1)

式中 , (LO
T
, BO

T
)为 OT 点的大地经度和纬度;

(XO
T
, YO

T
, ZO

T
)为 OT点的WGS-84坐标系坐标。

利用式(1)变换后的摄站坐标实施 GPS 辅助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 ,再将各加密点坐标按式(1)的

反变换公式(2)投影到WGS-84坐标系中 ,即可得

到所需要的加密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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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原理 ,本节首先采用差分 GPS 动态

定位软件 DDKIN[ 4]对 L 1 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

处理 ,获得了WGS-84坐标系摄站坐标 ,然后利用

自行研制的 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软件

WuCAPSGPS
[ 1]对试验区资料进行加密 ,在 1区采

用图 1(b)的地面控制方案 ,在 2 、3 、4区采用无地

面控制方案 ,经过对 GPS 摄站坐标每条航线引入

一组漂移误差改正参数的 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

网平差得到表 2所示的加密结果。

2.3　在国家 80坐标系中的加密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的获取一般要求参考于国

家坐标系 ,即平面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 ,高程为

相对于以青岛黄海验潮站为原点所确定的大地水

准面正常高。为此 ,摄影测量加密需要在国家坐

标系统中进行 。一般说来 ,通过变换参数可将

WGS-84坐标系坐标投影于国家坐标系中 。

然而 ,国家高程系统的基准面是大地水准面

或似大地水准面 ,GPS 测定的大地高则相对于参

考椭球面 ,两个参考面之间存在高程差 ,通常称之

为高程异常 ξ。按式(3)可将两者统一起来:

H =Hr +ξ (3)

式中 , H 为 GPS测得的大地高;Hr 为正常高 。

由于采用 GPS 水准测量方法可单点测定大

地高 H ,似大地水准面模型能提供覆盖大陆地区

实际可用的高程参考面 ,通过高分辨率 、高精度大

地水准面数值模型就可以给出任一地面点的高程

异常值 ξ,由式(3)便可将 GPS 大地高转换成正

常高。因此 ,GPS 测量无须像普通水准测量那样

沿一定路线来传递大地高 ,也不需要进行水准联

测 ,从而避免了路线传递所带来的系统误差累积。

本文通过 7个变换参数将WGS-84摄站坐标

转换到国家 80坐标系中 ,采用 CQG2000 似大地

水准面模型拟合方法将 GPS 测定的大地高转换

为正常高 。选用的 CQG2000模型[ 5]是一 5′×5′

格网的数值模型 ,覆盖了包括海域在内的我国全

部领土 ,经内部和外部检核 , 总体精度可达 dm

级。该模型是利用已建立的国家高精度 GPS A

级和 B级网提供的 GPS 水准似大地水准面数据 ,

加上从有关部门获得的部分空缺的重力数据 ,总

共 420 000个重力点值 ,同时利用卫星测高数据 ,

在WDM94(360阶次)全球重力场模型和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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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准面模型WZD94基础上精化而成的 。

利用变换后的国家 80 坐标系摄站坐标以

§2.2同样的平差条件实施 GPS 辅助光束法区

域网平差 ,得到了表 3所列的计算结果 。

2.4　大地水准面拟合前后国家 80坐标系中加密

结果的比较

为了探讨WGS-84坐标系坐标与国家 80坐

标系坐标的转换误差 ,将 WGS-84 坐标系中的

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结果按§2.3中的坐

标转换方法变换到国家 80坐标系中 ,并将变换后

的加密坐标与直接在国家 80坐标系中的平差结

果逐点进行了比较 ,加密点坐标不符值的最大值 、

最小值及其均方根误差列于表 4中 。

2.5　检查点坐标不符值

为了探讨无地面控制 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

网平差可达到的实际精度及其应用可行性 ,试验

区中布设少量检查点。表 5 给出平差后每

一个地面标志点在国家80坐标系中的内外业坐

标差 。

表 4　大地水准面拟合前后 GPS辅助

光束法平差结果的比较

Tab.4 　 Comparision Between Adjusted Coo rdinates in

80Xi' an Geodetic Coordinate Sy stem and Coor-

dinates T ransfomed from Adjusted Coo rdinates in

WGS-84 Coo rdinate System

加 密分 区 1 2 3 4

参与比较的点数/个 4 720 921 985 1 428

最大残差/m
平面 0.123 1.693 1.363 1.732

高程-0.186 -2.418 -1.817 1.414

最小残差/m
平面 0.001 0.457 0.363 0.507

高程 0.000 -0.001 0.000 -0.005

中 误 差/m
平面 0.059 1.239 0.842 1.179

高程 0.064 1.280 0.717 0.742

表 5　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检查点坐标不符值(国家 80 坐标系)/m

Tab.5　Residuals of Coordinates of Check Points in 80Xi' an Geodetic Coordina te Sy stem/m

序号
1∶25 000摄区(四角地面控制)

点名 X Y 平面 高程

1∶50 000摄区(无地面控制)

点名 X Y 平面 高程

1 5001 -0.14 0.77 0.78 0.39 4001 -6.59 12.60 14.22 -1.40

2 1002 -0.08 0.13 0.15 0.57 4001 3.39 9.61 10.19 -1.43

3 1003 -0.13 0.50 0.51 0.43 8001 -4.50 7.34 8.61 -2.27

4 2002 0.49 0.62 0.79 1.21 9001 2.80 13.65 13.94 1.49

5 5002 0.14 1.27 1.28 -0.75 1601 -5.56 10.52 11.90 0.97

6 6002 0.46 1.06 1.15 -0.79

中误差/m 　0.29 0.81 0.86 0.74 　4.77 10.97 11.96 　1.57

2.6　结果分析

1)比较表 2 与表 3 的结果发现 ,直接利用

GPS测定的WGS-84 坐标系摄站坐标和利用经

变换后的国家 80坐标系摄站坐标进行 GPS 辅助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 ,加密点的平面精度前者略好

于后者 ,但高程精度前者明显低于后者 。这是由

于WGS-84坐标系平面坐标经转换后精度降低 ,

高程由于采用大地水准面拟合精度有所提高 。在

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中 ,无地面控制时这

一误差被传递到了加密点上;带四角地面控制点

时坐标变换误差得到有效补偿 。因此 ,为了测图

目的 ,应该在国家坐标系中进行区域网平差 。

2)表 4结果证明 ,利用变换后的摄站坐标进

行区域网平差与平差之后再对加密点坐标进行变

换 ,两种作业方式对加密点坐标的精度影响不大 ,

无地面控制时误差有所累积 ,带四角地面控制时

平差结果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看来 ,先将

GPS测定的摄站坐标变换到国家坐标系中 ,然后

进行区域网平差对减少计算量并保证加密点的精

度是有好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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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表5结果看出 ,对于1∶25 000航摄像片

的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 ,在区域四角布设

平高地面控制点的情况下 ,国家 80坐标系中检查

点的平面中误差为 0.86m ,高程中误差为0.74m 。

其中 , 6 个检查点的最大坐标不符值是平面 1.

28m 、高程 1.21m 。这一结果满足了我国规范对

于 1∶5 000比例尺高山区地形测图航测内业加密

要求检查点坐标不符值平面小于等于 5.0m 、高

程小于等于 3.0m 的精度要求[ 6] 。

4)表5结果还表明 ,对于 1∶50 000航摄像片

的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 ,在无地面控制情

况下 ,国家 80 坐标系中检查点的平面中误差为

11.96m ,高程中误差为 1.57m 。分布在 3个加密分

区中的 5个检查点的坐标不符值基本相同 ,且最大

坐标不符值为平面 14.22m 、高程为-2.27m。这一

结果亦满足了规范对 1∶25 000比例尺高山区地形

测图航测内业加密要求检查点坐标不符值平面小

于等于 12.5m、高程小于等于 3.5m的规定
[ 7]
。

5)进一步分析表 3结果还发现 ,通过对试验

区两两相邻加密分区大量接边点的拼接检查 ,接

边点的坐标较差及其中误差均在规范规定的接边

限差之内 ,满足了 1∶25 000比例尺高山区地形测

图航测内业加密接边点 坐标不符值平面

小于等于 25.0m 、高程小于等于 7.0m 的要求[ 7] 。

尤其是 1∶5 000加密分区 ,接边点的坐标精度大

体相同 ,这说明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精

度是均匀的。

3　结　语

新疆库尔勒测区试验再一次证实 ,带四角地

面控制点的 GPS 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完全可

用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获取的控制加密;无地面

控制 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可以满足 1∶25

000 ～ 1∶100 000中小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地图更

新和一般航空遥感调查的精度要求 。特别是在山

区 、高山区 、人员难以到达地区的测图具有非常大

的优越性 。如果将该技术配合多片影像匹配自动

转点和自动粗差探测技术使用 ,航空摄影测量真

正走向全自动化的道路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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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supported Bundle Block Adjustment Without Ground Control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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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briefl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GPS-supported bundle block

adjustment in WGS-84 coo rdinate sy stem and the t ransfomat ion method between geodetic height

in WGS-84 coo rdinate system and nomal height in 80' Xian geodetic coordinate system by using

the geoid model CQG2000.The algo rithms are prog rammed and tested on tw o sets of actual aerial

photog raphs , at the image scale of 1∶25 000 and 1∶50 000 , w ith airbo rne GPS data taken from

Xinjiang site in China.The GPS-supported bundle block adjustment is conducted by the sof tw are

WuCAPSGPS.The 1∶25 000 photos are processed w ith 4 XYZ g round control points arou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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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rs of block area , and the 1∶50 000 photos are adjusted wi thout any g round control poin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have verified that the accuracies of GPS-suppo rted bundle block adjust-

ment under different coordinate sy stems are very close.

Key words:GPS-supported bundle block adjustment;w ithout ground control points;height

anomaly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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