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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摄影测量观测值的冗余度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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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直线摄影测量以及由此而扩展的广义点摄影测量的条件方程式，从理论和试验上证明了观

测值之间的相关性和冗余度，讨论了用直线摄影测量进行空间后方交会的必要观测及观测值分布对精度的

影响，为基于已有矢量航空影像自动外定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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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绝对定向（外方位元素计算）一直是

摄影测量和遥感工作者所探讨的问题，也是影像

正射纠正的必经过程。一般地，外方位元素是以

空中三角测量和大量地面控制点进行区域网平差

计算出来的。但随着地图修测的迫切需要，如何

由影像与地图直接配准，确定影像的方位元素显

得愈来愈重要。由于地图和影像上同名地物表示

的方式差异较大，到目前为止，对应的控制点仍然

需要人工量测。无论在野外还是在室内地图上量

测控制点都是一件繁冗的工作，且不容易准确量

测。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文献利用高级几何特征

地物，如直线和曲线代替点作为控制要素，利用直

线摄影测量原理进行自动绝对定向，不仅为自动

绝对定向提供一个方向，而且增加了观测值的冗

余度和平差时的几何约束条件，改进了绝对定向

的精度和可靠性［１～３］。大部分文献从不同方面对

直线摄影测量的几何条件和误差方程式以及观测

值的获取和表达形式进行了分析，但很少对观测

直线上不同点之间的相关性和冗余度进行分析，

而这些是误差方程式平差解算和精度分析的前提

条件［４］。

１　数学模型

如图１所示，地面直线犘犙和对应影像上的

直线狆狇之间满足共面条件（直线犪犫位于摄影中

心犛和物方直线犘犙 组成的平面上），即
［３，５］：

图１　直线摄影测量的共面条件

Ｆｉｇ．１　Ｃｏｐｌａｎａ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Ｌｉｎ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狌狆 狏狆 狑狆

犡犘－犡犛 犢犘－犢犛 犣犘－犣犛

犡犙－犡犛 犡犙－犡犛 犡犙－犡犛

＝０ （１）

式中，狌狆＝犪１（狓－狓０）＋犪２（狔－狔０）－犪３犳；狏狆＝

犫１（狓－狓０）＋犫２（狔－狔０）－犫３犳；狑狆＝犮１（狓－狓０）＋

犮２（狔－狔０）－犮３犳；狓０ 和狔０ 表示像主点坐标；犳是

相机主距；犪１、犪２、犪３、犫１、犫２、犫３、犮１、犮２、犮３ 为外方位

角元素余弦值。

除了上述的犛、狆、犘、犙 四点的共面方程外，

还有犛、狇、犘、犙四点的共面方程，其形式与上述方

程式类似。从式（１）可以看出：① 基于直线的摄

影测量实际上是研究一个像点与一条空间直线的

关系（一个误差方程式），当然也能研究一条影像

上的直线（两个点）与一条空间直线的关系（两个

误差方程式）；② 基于点的摄影测量是基于三点

（摄影中心、像点、物点）的共线方程，对应的像点

与物点必须是同名点，此时已知一对同名点，就具

有两个误差方程式。基于直线的摄影测量是基于

四点（摄影中心、像点、直线上两个物点）的共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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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应的像点与物点不一定是同名点，它也具有

两个误差方程式。

为了方便，可以将共面方程简化为共线方程，

这样可以利用传统的共线条件方程作为误差方程

式参与平差计算。物方直线的端点犘、犙投影到

影像上，仅取它与对应的直线上沿狓或狔方向的

残差ｄ狓或ｄ狔（视该直线方向而定）作为残差，如

图２所示。因此，一条直线两个端点，只有两个误

差方程式，形式上与一般共线方程式完全一样，文

献［３］称之为广义点摄影测量空间后方交会。其

误差方程式为：

　狏狓 ＝犪１１Δ犡狊＋犪１２Δ犢狊＋犪１３Δ犣狊＋

　　犪１４Δφ＋犪１５Δω＋犪１６Δκ－犾狓

或 狏狔 ＝犪２１Δ犡狊＋犪２２Δ犢狊＋犪２３ΔＺ狊＋

　　犪２４Δφ＋犪２５Δω＋犪２６Δκ－犾

烍

烌

烎狔

（２）

式中，犾狓＝（（狔）－狔犪）（狓犫－狓犪）／（狔犫－狔犪）＋狓犪－

（狓）；犾狔＝（（狓）－狓犪）（狔犫－狔犪）／（狓犫－狓犪）＋狔犪－

（狔），（狓）和（狔）表示用各待定外参数的近似值代

入共线条件方程求出的像点坐标计算值；犪１１、犪１２、

犪１３、犪１４、犪１５、犪１６、犪２１、犪２２犪２３、犪２４、犪２５、犪２６的推导参

见文献［６］。

图２　广义点摄影测量共线条件及误差方程式的残差

Ｆｉｇ．２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ｉｎ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２　冗余度和相关性分析

在传统的基于点的空间后方交会中，每个控

制点通过共线条件约束一条摄影光线，对整个平

差过程贡献两个自由度（产生两个独立方程），因

此，求解６个外方位元素至少需要３个分布合适

的控制点。在直线摄影测量中，约束条件只是要

求摄影光束通过影像上直线，因此，要确定摄影光

线和像方直线的具体交点，还需要引入一个参数。

引入参数狋，物方直线的参数形式为：

犡（狋）

犢（狋）

犣（狋

熿

燀

燄

燅）

＝

犡０

犢０

犣

熿

燀

燄

燅０

＋

犪

犫

熿

燀

燄

燅犮

狋 （３）

像方直线的参数形式记作：

狓（狋）＝－犳
狌（狋）

狑（狋）

狔（狋）＝－犳
狏（狋）

狑（狋

烅

烄

烆 ）

（４）

并显式地列出了控制线上任意一点的条件方程

（式（４）），即增加了直线参数狋。式中，

狌（狋）

狏（狋）

狑（狋

熿

燀

燄

燅）

＝犚

犡（狋）－犡狊

犢（狋）－犢狊

犣（狋）－犣

熿

燀

燄

燅狊

犚是一个由外方位角元素计算的旋转矩阵，将摄

影中心到物方点的矢量旋转到以摄影中心为原点

的像空间助坐标系中；（犡狊，犢狊，犣狊）是外方位线元

素，即摄影中心在物方坐标系中的坐标。在中心

投影成像条件下，物方点在直线特征上的微小移

动引起像方上对应点的微小移动。对参数狋进行

求导可得：

狓′（狋）＝－犳
狌′（狋）狑（狋）－狑′（狋）狌（狋）

狑２（狋）

狔′（狋）＝－犳
狏′（狋）狑（狋）－狑′（狋）狌（狋）

狑２（狋

烅

烄

烆 ）

（５）

式中，

狌′（狋）

狏′（狋）

狑′（狋

熿

燀

燄

燅）

＝犚（φ，ω，κ）

犡′（狋）

犢′（狋）

犣′（狋

熿

燀

燄

燅）

。因此，像方

直线在参数狋点的斜率为：

ｔａｎ（θ狋）＝
狔′（狋）

狓′（狋）
＝
狏′（狋）狑（狋）－狑′（狋）狏（狋）

狌′（狋）狑（狋）－狑′（狋）狌（狋）

（６）

　　为了推导方便，犚１、犚２、犚３、犌、犌′分别记作：

犚１＝［犪１　犫１　犮１］，犚２＝［犪２　犫２　犮２］；犚３＝［犪３　

犫３　犮３］；犌＝［犡（狋）－犡狊　犢（狋）－犢狊　犣（狋）－

犣狊］
Ｔ；犌′＝［犡′（狋）　犢′（狋）犣′（狋）］

Ｔ＝［犪　犫　犮］
Ｔ。

则有：狌（狋）＝犚１犌；狏（狋）＝犚２犌；狑（狋）＝犚３犌；狌′（狋）

＝犚１犌′；狏′（狋）＝犚２犌′；狑′（狋）＝犚３犌′。

　　代入式（６），可得：

ｔａｎ（θ狋）＝
犚２犌′犚３－犚３犌′犚２
犚１犌′犚３－犚３犌′犚１

（７）

　　式（７）是以控制线上的像方一点的斜率和物

方直线的方向矢量作为观测值所列出的条件方

程，控制直线上的任意一点的位置和方向（斜率）

分别为像方和物方的独立观测。式（７）和式（５）共

同组成三个条件方程，由于引入参数狋，实际上它

们为空间后方交会的平差解算贡献两个自由度。

直线上任意一点的位置及其方向即可确定通过该

点的直线，因此每条控制线（物方和像方对应线

对）也同样贡献出两个自由度。实际上，式（７）的

两边可以由控制线上任意两点分别求出，因此，由

直线上任意两点所列出的条件方程式和由直线上

６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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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位置及其方向所列出的条件方程式是等价

的。由于像方直线的斜率和物方直线的方向矢量

为定值，即式（７）两边和参数狋无关，因此在控制

线上再增加一个观测点（用三个观测点）所列的条

件方程式必然与前两点所列的条件方程式相关。

在§１基于直线摄影测量的空间后方交会中，每

个直线上抽取两点隐式列出两个条件方程式，同

样也等价于通过直线上一点和其方向矢量列出的

两个条件方程式，这两点的位置作为观测值是相

互独立的。因此三条分布合适的控制直线（完成

直线空间后方交会至少需要三条非退化控制线，

即两两之间不相互平行）即可提供６个独立的条

件方程，是完成空间后方交会最少条件。虽然直

线上任意一点都可以隐式地列出一个条件方程

式，这只能增加方程式的个数，对于增加观测值的

冗余度，即提高平差解算的精度和稳定性方面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

３　试验结果

在成都某地一幅航片中设计了两组试验。第

一组试验选取了分布合适的三条控制直线，根据

式（２）分别用直线上端点列出６个观测方程。线

性化后的误差方程式形式为Δ＝犅犡－犔，属于间

接观测平差。根据间接观测平差观测值的精度评

定方法，其权倒数阵为犙狏狏＝犙－犅犖犫犫－１犅
Ｔ，详细

推导见文献［４］。相应的观测值犻和观测值犼之

间的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为ρ（犻，犼）＝
犙犻犼

犙犻犻犙槡 犼犼

，相关

系数结果见表１。第二组试验同样以第一组试验

的三条直线作为控制直线，只是在每条直线的中

点增加一个观测值，即增加一个条件方程，其相关

系数阵结果见表２。表中，１犛 中的１表示线号，

犛表示直线起点（另外，犈表示直线终点、犕 表示

直线中点）。为了便于分析，权倒数的绝对值大于

０．５的标为黑体。

表１　每个控制线列两个误差方程的相关系数阵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

ＷｈｅｒｅＯｎｌｙＴｗｏＥｒｒｏ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Ｌｉｎｅ

ρ １犛 １犈 ２犛 ２犈 ３犛 ３犈

１犛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０ －０．２６１ －０．１６１ －０．１１１ －０．１２５

１犈 －０．１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４７ －０．１７９ －０．２２６

２犛 －０．２６１ －０．１３９ １．０００ ０．１６５ ０．０１３ －０．２６７

２犈 －０．１６１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５ １．０００ －０．１９５ －０．０２２

３犛 －０．１１１ －０．１７９ ０．０１３ －０．１９５ １．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３犈 －０．１２５ －０．２２６ －０．２６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１．０００

表２　每个控制线列三个误差方程的相关系数阵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ＷｈｅｒｅＴｈｒｅｅＥｒｒｏ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Ｌｉｎｅ

ρ １犛 １犕 １犈 ２犛 ２犕 ２犈 ３犛 ３犕 ３犈

１犛 １．０００ ０．６５４ －０．３６９ －０．１６９ ０．０５９ －０．４１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１５５

１犕 ０．６５４ １．０００ －０．６８９ ０．０３０ －０．６１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３ －０．３３０ －０．０９２

１犈 －０．３６９ －０．６８９ １．０００ －０．１５８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９ －０．１８４ －０．０４７ －０．１８７

２犛 －－０．１６９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９９ －０．１７０ ０．０５４ ０．１６１ －０．３４２

２犕 ０．０５９ －０．６１４ －０．０９８ －０．８９９ １．０００ ０．８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４０２ －０．２０１

２犈 －０．４１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５９ －０．１７０ ０．８５４ １．０００ －０．４１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８

３犛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３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４１２ １．０００ －０．５７５ －０．３３１

３犕 ０．０５２ －０．３３０ －０．０４７ ０．１６１ －０．４０２ －０．０９３ －０．５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８

３犈 －０．１５５ －０．０９２ －０．１８７ －０．３４２ －０．２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３３１ ０．６１８ １．０００

　　通过分析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在第一组试

验中，每条控制直线上任意两点所列出的两个条

件方程之间的相关性很小。在第二组试验中，由

于每条控制直线上增加了第三个观测点（取直线

的中点），一条控制直线所列的三个条件方程式之

间的相关性明显增加。以上结果和第三节中相关

性和冗余度分析的结果相吻合。

４　结　语

１）和控制点一样，每条控制直线可以列出两

个独立的条件方程，即为空间后方交会贡献两个

自由度；

２）由每条直线上任意两点的坐标所列的两

个条件方程和直线上一点坐标及其方向矢量所列

的两个条件方程是等价的；

３）基于直线的航空影像外定向至少需要三条

非退化控制直线，即控制直线两两之间不相互平

行；最后通过两组试验验证了直线摄影测量的相关

性和冗余度分析的正确性，对于遥感影像基于直线

摄影测量自动外定向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应用意义。

（下转第８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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