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０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７１３。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３３７０５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５）１１０９５０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犜犕影像与犌犐犛矢量数据的自动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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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新的基于信息融合的ＴＭ影像和ＧＩＳ矢量数据自动配准方法。首先建立ＴＭ影像和ＧＩＳ

矢量数据的近似变换关系，在此基础上以矢量地图上的信息（水系、道路网等）为先验知识，利用多尺度模板匹

配法对ＴＭ影像中的线状信息进行自动提取。把自动提取的结果作为像方观测，矢量地图数据作为地面观

测，通过广义点摄影测量原理和方法，解算出ＴＭ影像的外参数，实现新的ＴＭ 影像和旧的ＧＩＳ矢量数据的

自动配准。实验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本文方法达到了像素级精度，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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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除部分荒漠地区外的

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测图计划。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地表在不断发生变化，然而空

间数据更新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据联合国测量署

的统计，全球１５万和１２．５万的地图更新周

期分别是５０ａ和２０ａ，这种更新速度显然无法适

应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１］。遥感影像是目前

地图更新的主要数据源，而遥感影像和地图的精

确配准是地图更新的首要步骤。

针对如何实现自动配准的问题，学者们见仁

见智地开展了研究。Ｄｒｅｗｎｉｏｋ
［２］利用规则的人

工标志地物作为控制要素，根据它们的特征从影

像上提取对应的理想模板，通过模板匹配实现影

像和地图的配准。这种用单一模板进行匹配的方

法失败率较高。Ｓｃｈｉｃｋｌｅｒ
［３］分别在地图和影像上

提取特征地物（如房顶），然后把提取的结果进行

关系匹配，从而实现二者的配准。由于基于影像

的地物自动提取算法还不成熟，这种方法需要较

多的人工交互。

传统的摄影测量是基于点的变换和参数解

算，而在矢量数据与影像之间确定点对应关系比

较困难，因为通常情况下，特征点较少，并且难以

精确量测，而线状地物特征大量存在，并且量测相

对容易，所以能否利用矢量数据和影像上存在的

大量线特征作为控制信息进行参数解算具有重要

意义。基于此，Ｍｕｌａｗａ
［８］提出了基于直线的摄影

测量，即利用地面观测和对应影像观测的直线特

征之间的关系列出条件方程，平差解算影像外参

数。对于框幅式中心投影成像方式而言，可以根

据物、像方直线共面条件列出条件方程，从而解求

影像的外参数［９］。但对于 ＣＣＤ 扫描式成像的

ＴＭ影像而言，一条直线特征上的不同点有不同

的外参数，因此很难用共面方程描述线状特征的

成像条件。可见，遥感影像和ＧＩＳ矢量数据之间

的自动配准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的

解决途径［４］。

基于ＧＩＳ矢量数据信息与 ＴＭ 影像中线状

信息的融合，可以实现新的ＴＭ 影像与旧的ＧＩＳ

矢量数据的自动配准。首先，用３到５个粗略对

应点，确定ＴＭ影像和ＧＩＳ矢量数据间的近似变

换关系，在此基础上，以 ＧＩＳ矢量数据信息（水

系、道路网等）作为先验知识，利用多尺度模板匹

配法对 ＴＭ 影像相应线状地物进行自动提取。

将ＧＩＳ矢量数据信息与ＴＭ 影像相应线状地物

信息进行融合，通过广义点摄影测量原理和方

法［５］，解算出 ＴＭ 影像的外参数，实现新的 ＴＭ

影像和旧的ＧＩＳ矢量数据的自动配准，其流程如

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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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Ｍ影像和ＧＩＳ矢量数据自动配准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Ｍ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ＧＩＳ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

１　基于犌犐犛矢量地图信息的影像线

状信息自动提取

　　从遥感影像上自动提取线状地物（道路、水系

等）是摄影测量与遥感领域的难题和重点，它对摄

影测量和遥感影像分析自动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６］。目前直接从影像上自动提取线状地物的算

法还不成熟，本文采取如下策略：分别在 ＴＭ 影

像和矢量地图上人工概略选３～５个对应点，建立

ＴＭ影像与地面平面坐标间的仿射变换关系；利

用仿射变换将矢量数据（水系、道路网）投射到

ＴＭ影像上，作为ＴＭ 影像上线状信息提取的初

值；用多尺度模板匹配的方法对ＴＭ 影像中线状

信息进行自动提取。

　　矢量数据由一系列点连成线段所组成。将每

段线段等分为若干部分（如图２所示），一般间隔

以５～１０个像素为宜。以等分点为起点，沿法线

方向在一定范围内搜索特征点。图２中实折线是

矢量数据根据仿射变换叠加到影像上的结果，虚

折线为对应的影像特征。垂直于实折线的一组虚

线是等分点的搜索范围和方向。

图２　线状地物特征点搜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ｏｆ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ｌｉｋｅＯｂｊｅｃｔ

采用模板匹配的方法提取线状地物中的特征

点。由于不知道线状地物的宽度，采用一系列带

状模板，分别设计模板的像素宽度为３、５、７、９、１１

与１３像素。在每一条线段中，在不同的等分点处

沿着法线方向分别计算这些不同宽度的模板与相

应影像窗口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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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犿、狀表示计算相关系数的影像块行列数；狉、

犮表示搜索区域的位置；犵、犵′分别表示模板和影

像的灰度。由于相关系数是标准化的协方差函

数，因而当目标影像的灰度和搜索区影像的灰度

之间存在线性畸变时，仍然能较好地评价它们之

间的相似程度。可以证明，影像灰度经线性变换

后相关系数是不变的［７］。沿着法线方向选出相关

系数绝对值较大的２～３个匹配位置，然后根据以

下规则滤除噪声点：属于同一线状地物的特征点

对应的相关系数正负号应一致，即要么都为亮特

征点，要么都为暗特征点；与初值的距离应相差不

大。滤除噪声点后，对每一线段选取最佳的一个

特征点（如图３所示，特征点用“＋”表示）。

２　犜犕影像外参数解算

如前所述，对于ＣＣＤ扫描式成像的ＴＭ影像

而言，一条直线特征上的不同点有不同的参数，因

此很难用共面方程描述线状特征的成像条件，需要

图３　线状信息自动提取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ｌｉｋ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采用广义点摄影测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采用二元三次多项式描述地面与 ＴＭ 影像

的映射关系，其数学表达式为：

狓＝犪０＋犪１犡＋犪２犢＋犪３犡
２
＋犪４犡犢＋犪５犢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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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犪７犡

２犢＋犪８犡犢
２
＋犪９犢

３

狔＝犫０＋犫１犡＋犫２犢＋犫３犡
２
＋犫４犡犢＋犫５犢

２
＋

犫６犡
３
＋犫７犡

２犢＋犫８犡犢
２
＋犫９犢

３ （２）

　　由前述线状地物自动提取过程可知，从影像

上提取的线状地物上的特征点都对应着矢量地图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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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条线段（包含两个端点）。根据式（２），将地

图上每一线段的两端点犘１（犡１，犢１）和犘２（犡２，

犢２）投射到影像上，得到影像上的两点狆１（狓１，狔１）

与狆２（狓２，狔２），若该线段对应的特征点为狆（狓，

狔），则从点狆到线段狆１狆２沿狓或狔 方向的距离

分量狏狓或狏狔应当为零。每个特征点只列出一个

误差方程。当狆１狆２与水平方向夹角θ满足－４５°

≤θ＜４５°或１３５°≤θ＜２２５°时，误差方程为：

狏狔 ＝狔１＋
狔２－狔１
狓２－狓１

（狓－狓１）－狔 （３）

　　当狆１狆２与水平方向夹角θ满足４５°≤θ＜１３５°

或２２５°≤θ＜３１５°时，误差方程为：

狏狓 ＝狓１＋
狓２－狓１

狔２－狔１
（狔－狔１）－狓 （４）

　　将误差方程线性化后迭代平差，可求得ＴＭ

解影像参数犪０，犪１，…，犪９，犫０，犫１，…，犫９。

３　实验结果

按照上面的算法和策略，对某地区地面分辨

率为１５ｍ的ＴＭ７的第８波段影像进行了实验，

矢量数据采用了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中的道路网

数据。图４为 ＴＭ 影像与矢量数据的叠加图。

首先，分别在ＴＭ 影像与矢量图上选取５个对应

点，解算仿射变换参数。很显然，经过仿射变换

后，矢量和真正要提取的道路的位置还有一定距

离。

图４　ＴＭ影像与矢量数据的叠加

Ｆｉｇ．４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ｏｆＴＭ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

　　通过仿射变换，获得了要提取的线性地物的

初值，图５中的线段是道路矢量段，特征点（用

“＋”表示）是采用多尺度的模板匹配方法提取到

的道路点。这里设定了一个相关系数阈值为０．８，

即只有相关系数值大于０．８的道路点才参与后面

的外参数解算，这大大提高了观测值的可靠性。

图中也只显示这部分点和对应矢量段。

图５　多尺度模板匹配法提取道路点

Ｆｉｇ．５　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ＲｏａｄＰｏｉｎｔｓ

通过广义点摄影测量的方法求解外参数。迭

代平差过程中采用了丹麦法选权策略，正确定位

了粗差，使结果不致于因少部分复杂地区的线状

地物提取错误而受到影响。将求得的影像参数代

入式（２）中，然后将矢量数据反投影到影像空间

中，叠加结果见图６。可以看出影像和矢量配准

得较好。

图６　配准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参数解算的精度决定了配准的精度。为了评

价参数解算的精度，人工在其中一幅影像（图幅号

为１２４０３６）上选取了３２条检查线。所谓检查线，

即人工在影像和相应矢量图上选取的对应线段，

将前面算得的外参数值代入矢量线段的坐标（物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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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坐标）中，将物方坐标反投影到像方，然后在像

空间中，计算物方反投影来的线段与人工在像方

选取的线段两端点间的误差（以像素为单位），以

此为衡量配准结果好坏标准。结果见表１。

其他几幅影像检查线中误差结果见表２。可

以看出，参数解算的结果可以满足中小比例尺

ＧＩＳ数据与地图更新的要求。

表１　检查线残差／像素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Ｌｉｎｅ／ｐｉｘｅｌ

编号 起点误差 终点误差 编号 起点误差 终点误差 编号 起点误差 终点误差

１ ０．７５ １．７２ １２ －０．４６ １．１８ ２３ －１．２１ －０．７２

２ －０．９３ －１．５９ １３ ０．９１ ０．８１ ２４ ２．３１ ２．３３

３ ０．０１ ０．７２ １４ ０．７７ ０．０４ ２５ ０．８８ １．０７

４ ０．４０ －０．４３ １５ １．３６ ０．７３ ２６ －１．１３ －２．２９

５ －０．３６ －０．７８ 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８ ２７ －２．６５ －０．９７

６ ２．４１ ３．０４ １７ －１．２８ －０．５６ ２８ －０．１１ －０．３３

７ －０．７５ －０．７２ １８ －２．４５ －２．４５ ２９ －１．５７ －１．４３

８ 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９ ２．７６ ２．７６ ３０ －１．７１ －１．１２

９ －１．５０ －１．６９ ２０ ２．３６ ２．３８ ３１ －０．２５ ０．２１

１０ １．１５ ２．１６ ２１ －２．３６ －２．３６ ３２ ０．３０ ０．２２

１１ ２．６６ １．２１ ２２ ２．０８ ０．８２ 中误差 １．５６ １．４７

表２　几幅影像的检查线中误差／像素

Ｔａｂ．２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Ｌｉｎｅ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ｐｉｘｅｌ

影像编号 起点中误差 终点中误差 检查线数目

１３２０４０ １．５７７ １．６０９ ４３

１１６０２８ １．５４７ １．６５０ ３３

１２２０４４ １．６２１ １．６２４ ３６

４　结　论

本文在影像线状地物自动提取和广义点摄影

测量理论的基础上，通过ＧＩＳ矢量数据与影像线

状信息的融合，实现了ＴＭ影像与ＧＩＳ矢量数据

的自动配准。利用该方法对实验区 ＴＭ 卫星影

像进行了单像自动参数解算，同时将ＴＭ 影像与

矢量地图配准。实验结果表明，配准达到了像素

级精度，能够满足中小比例尺ＧＩＳ数据更新与地

图修测的要求。上述影像参数解算的过程除了事

先粗略选取３～５个对应点外，不需要其他人工干

预，避免了人工量测控制点的繁冗工作。本文方

法为ＧＩＳ数据更新与地图修测中的ＴＭ 影像与

ＧＩＳ矢量数据自动配准开辟了一条有效的新途

径。

文中涉及到的广义点摄影测量理论适用于不

同成像方式的航空及遥感影像；采用的多尺度模

板匹配法可以用于中低分辨率的 ＴＭ、ＳＰＯＴ影

像中线状地物的提取；用到的多项式解算外参数

的方法对中低分辨率遥感影像的纠正是适用的。

目前本文介绍的方法可以完成中小比例尺的地图

和对应遥感影像的配准。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充

分利用已有的各种信息，研究精确可靠的提取线

状地物的方法，以使本文的方法适用于高分辨率

的航空遥感影像与ＧＩＳ矢量的配准。

参　考　文　献

１　蒋　捷，陈　军．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的若干思

考．测绘通报，２０００（５）：１～３

２　ＤｒｅｗｎｉｏｋＣ，ＲｏｈｒＫ．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９９２，３１（Ｂ３）：１４６～１５２

３　ＳｃｈｉｃｋｌｅｒＷ．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Ｏｕｔ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３ＤＷｉｒｅｆｒａ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０，２９（Ｂ３）

４　ＨｅｉｐｋｅＣ．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ｂｓｏ

ｌｕ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７，５２（１）：１～１９

５　张祖勋，张剑清．广义点摄影测量及其应用．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ａｐｅｒ．ｅｄｕ．ｃｎ，２００５

６　张祖勋，张剑清．数字摄影测量学．武汉：武汉测绘科

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７　ＬａｐｔｅｖＩ，ＭａｙｅｒＨ，ＬｉｎｄｅｂｅｒｇＴ，ｅｔｃ．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ａｄｓｆｒｏｍ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ａｌｅ－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Ｓｎａｋｅ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ＣＶＡＰ２４０，ＩＳＲＮ

ＫＴＨ／ＮＡ／Ｐ００／０６ＳＥ，２０００

８　ＭｕｌａｗａＤＣ，ＭｉｋｈａｉｌＥ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８８，２７

（Ｂ１０）：２８２～３９３

９　ＴｏｍｍａｓｅｌｌｉＡ，ＬｕｇｎａｎｉＪ．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

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ｏｔｈｅ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８８，２７（Ｂ３）：７６５～７７４

３５９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第一作者简介：张剑清，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摄影测量

与遥感和计算机视觉研究。代表成果：摄影测量技术改造；进口

解析测图仪的改造；全数字自动化测图理论与方法；基于最优解

理论的地名注记智能化和自动化；ＶｉｒｔｕｏＺｏ数字摄影测量系统

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数字摄影测量学》。

Ｅｍａｉｌ：ｊｑｚｈａｎｇ＠ｓｕｐｒｅｓｏｆｔ．ｃｏｍ．ｃｎ

犃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犪犾犾狔犚犲犵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犕犐犿犪犵犲犪狀犱犌犐犛犞犲犮狋狅狉犇犪狋犪

犣犎犃犖犌犑犻犪狀狇犻狀犵
１
　犇犗犖犌犕犻狀犵

１
　犣犎犃犖犌犎狅狀犵狑犲犻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ｍａｌｇａ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Ｍ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ＧＩＳ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ｂｕｉｌｄｕｐｔｈｅ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Ｍ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ＧＩＳ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ｎｔａｋｅｔｈｅ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ｔｃ）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ａ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ｌｉｋ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ｎＴＭｉｍａｇｅ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ａｋ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ｓ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ａｓｇｒｏｕｎｄ

ｂａｓ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ｒｅｃｔｉｆ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Ｍｉｍａｇｅｂｙ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ｏｉｎｔ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ｅｗＴＭ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ｏｌｄ

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ｐｉｓ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ａｃｈｐｉｘｅ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ｅｎｃｙｏｆ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Ｍｉｍａｇｅ；ＧＩＳ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ｌｉｎｅｌｉｋｅｏｂｊｅｃ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ｏｉｎｔ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ｑ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ｐｅｒｖｉｏｒ．Ｈｅｉ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ｒｙ＆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Ｈｅｈａｓｍａｄｅ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

ｃａｌｐｌｏｔ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ｕｌ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ｐｎａｍ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ＶｉｒｔｕｏＺｏ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ｅｔｃ．Ｈｅｈａ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００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ａｂｏｏｋｎａｍｅｄ“Ｄａ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Ｅｍａｉｌ：ｊｑｚｈａｎｇ＠ｓｕｐ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殢

殢殢

殢

ｒｅｓｏｆｔ．ｃｏｍ．ｃｎ

欢迎订阅２００６年《测绘信息与工程》

《测绘信息与工程》为测绘专业应用技术期刊，其宗旨是：贯彻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

的办刊原则，面向测绘行业发展的实际，发表对测绘行业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技术、管理和

教育文章，沟通测绘研究和应用的联系，普及测绘新技术，提高测绘行业的技术含量及从业

人员技术水平。本刊开辟的栏目均面向读者需要，并已形成特色和优势，具有较好的社会

适应性。本刊为湖北省优秀期刊，收录本刊论文的数据库主要有ＣＡＳ、Ｐ 等。本刊读者

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教育人员以及大学生、研究生等。

本刊为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６。Ａ４开本，５６面，定价４元／册，逢

双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４５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