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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连续法相对定向原理出发，推导了直接由像片外方位元素恢复立体模型时模型点上下视差的计算

公式，用模拟数据验证了计算方法的正确性，并对两组不同摄影比例尺的实际航摄像片进行了试验。通过比

较利用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获得的像片外方位元素和ＰＯＳ提供的像片外方位元素重建立体模型所

产生的模型上下视差，分析了ＰＯＳ系统误差对模型上下视差的影响。结果表明，直接利用ＰＯＳ提供的像片

外方位元素进行安置元素测图会出现作业员难以忍受的模型上下视差，不能满足地形测图的规范要求。

关键词：ＰＯＳ系统；上下视差；安置元素测图；精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１．４

　　长期以来，航空摄影测量一直按照航空摄影

外业控制内业加密航测成图的流程进行。这种

作业模式不但周期长，而且由于依赖地面控制点，

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ＧＰＳ动态定位

技术引入摄影测量领域后，摄影测量加密所需的

地面控制点可大量减少，降低了生产成本，引发了

摄影测量一场小小的技术革命［１］。２０世纪末出

现的机载定位定向系统（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ＰＯＳ）集差分ＧＰＳ技术和惯性导航（ＩＮＳ）

技术于一体，可用于航空摄影时直接获取航摄像

片的６个外方位元素，备受摄影测量工作者的关

注［２４］。理论上讲，带ＰＯＳ系统的航空摄影测量

可以直接从航空影像进行恢复立体模型的安置元

素地形测图，无需实施野外像控测量和内业加密，

可从本质上改变航测成图的作业模式，大大缩短

成图周期，使地球空间信息的获取以及４Ｄ产品

的生产与更新变得十分简便。研究表明，利用

ＰＯＳ系统获取的像片外方位元素可以直接制作

数字正射影像图（ＤＯＭ），对地形测图而言，在重

建立体模型时会出现较大的模型上下视差［５６］，无

法直接用于立体测图。本文根据连续法相对定向

原理，从理论上探讨了ＰＯＳ外方位元素用于恢复

立体模型时模型点上下视差的计算公式，并用模

拟和实际影像证实了理论的正确性。

１　立体模型上下视差

根据连续像对法相对定向原理［７］，以左像片

为基准，如果已知右像片相对于左像片的旋转矩

阵犚和基线分量（犅犡，犅犢，犅犣），就可以计算立体

像对上同名像点的模型上下视差。假如ＰＯＳ系

统提供的立体像对的外方位线元素为（犡犛
１
，犢犛

１
，

犣犛
１
）、（犡犛

２
，犢犛

２
，犣犛

２
），外方位角元素构成的旋转

矩阵为犚１、犚２，则可按照图１所示的两种方法将

图１　右像片像点坐标从像空间坐标系变换到地面

摄影测量坐标系的流程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ｉｇｈｔＩｍａｇｅＳｐａ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ａｃ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右像片的像点坐标从像空间坐标系变换到地面摄

影测量坐标系中。

　　此时，犚、犚１ 与犚２ 存在如下关系：

犚２ ＝犚１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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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连续像对法相对定向时，右像片相对于

左像片的旋转矩阵犚可表示为：

犚＝犚
－１
１犚２ ＝犚

Ｔ
１犚２ （２）

　　假设右像片投影中心在左像片像空间坐标系

下的坐标为（犅犡，犅犢，犅犣），则有：

犡犛
２

犢犛
２

犣犛

熿

燀

燄

燅
２

＝

犡犛
１

犢犛
１

犣犛

熿

燀

燄

燅
１

＋犚１

犅犡

犅犢

犅

熿

燀

燄

燅犣

（３）

　　实际测图时，考虑到立体模型的恢复与实际

摄影比例尺犆的关系，式（３）可改写为：

犅犡

犅犢

犅

熿

燀

燄

燅犣

＝犆犚
Ｔ
１

犡犛
２
－犡犛

１

犢犛
２
－犢犛

１

犣犛
２
－犣犛

熿

燀

燄

燅
１

（４）

　　式（２）和式（４）即是根据像片外方位元素计算

右像片相对于左像片的旋转矩阵和基线分量的理

论公式。据此可以求解立体像对上每一对同名像

点相应的模型上下视差：

犙＝犖犢１－犖′犢２－犅犢 （５）

式（５）中各符号的意义可参见文献［７］。

２　试验及其结果分析

２．１　模拟试验

为了验证以上公式的正确性，首先用一组模

拟数据进行试验。假定航摄仪主距为１５４．０６

ｍｍ，像幅大小为２３ｃｍ×２３ｃｍ，航向重叠６０％，

摄影比例尺１∶３２０００。给定了一个立体像对的

１２个外方位元素和立体像对覆盖范围内均匀分

布的一组地面点坐标，利用以上参数按共线条件

方程仿真了一个立体像对上２５个像点的像平面

坐标。根据此模拟数据计算了各点的模型上下视

差，结果列于表１。

表１　利用模拟数据恢复立体模型的上下视差

Ｔａｂ．１　犢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ｅｓ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Ｍｏｄｅ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ｅｓ

影像 点数
上下视差／μｍ

最大 最小 中误差

模拟 ２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１

　　由于像点坐标是按共线条件方程计算得到

的，各点的模型上下视差应为０。从表１可以看

出，考虑到计算过程中的舍入误差，计算得到的模

型点上下视差接近于０，由此验证了计算方法的

正确性。

２．２　试验影像综述

本文对分别摄于２００５年９月和１０月的两组

实际航摄像片（表２）进行了试验。两组试验像片

均为利用带ＰＯＳ系统的ＬｅｉｃａＲＣ３０航摄仪成像

于Ｋｏｄａｋ２４０２胶片。航空摄影前，在航摄仪上加

装了加拿大Ａｐｐｌａｎｉｘ公司的ＰＯＳＡＶ５１０系统，

在航摄飞机的顶部安装了 Ｔｒｉｍｂｌｅ双频 ＧＰＳ航

空天线；航空摄影时，飞机上采用ＰＯＳ系统内置

的ＧＰＳ接收机，试验１区内两个基准站、试验２

区内三个基准站上各安置了一台 Ｔｒｉｍｂｌｅ５７００

双频ＧＰＳ接收机，数据更新率均设置为１ｓ。两

次试验中，飞机起飞前都进行了３～５ｍｉｎ的初始

化，飞机着陆后进行了３～５ｍｉｎ的静态观测。

为检校ＰＯＳ系统误差，两个试验区中均布设了

检校场，检校场的四角各施测了１个平高地面

控制点。

表２　试验区航摄资料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ｌｏｃｋｓ

项目
参　　数

试验１ 试验２

航摄仪主距 １５４．０６ｍｍ １５３．５３ｍｍ

像幅 ２３ｃｍ×２３ｃｍ ２３ｃｍ×２３ｃｍ

摄影比例尺 １∶３２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航向重叠 ６４％ ６４％

旁向重叠 ３３％ ３０％

航线数 ９条 ５条

构架航线数 ２条 ０条

像片数 ２４４张 ９５张

地面控制点 ３４个 ２９个

加密点 ２９５０个 １３９９个

最大地形起伏 ７２９．２８４ｍ ３８１．８８６ｍ

检校场 ４条航线×１２张像片 ３条航线×１８张像片

ＧＰＳ偏心分量
（－２．０１５ｍ，－０．０３０ｍ，

３．１０２ｍ）

（２．０３４ｍ，－０．５２０ｍ，

１．３２０ｍ）

ＩＭＵ偏心分量
（０．０００ｍ，－０．２０１ｍ，

０．４２７ｍ）

（－０．００６ｍ，－０．２０２ｍ，

０．４３０ｍ）

　　航摄负片经扫描成２１μｍ的数字影像后，在

国产ＪＸ４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上对试验１影像、

在自行研制的ＰＯ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程序

ＷｕＣＡＰＳ
［８］上对试验２影像进行了自动影像量测

和转点，并人工立体量测了全部地面控制点的像

平面坐标，经带粗差剔除功能的模型相对定向后

统计出两试验区的像点坐标总体量测精度（中误

差）均优于±６．０μｍ。以此为基础，利用ＰＯＳ系

统自带的数据后处理软件ＰＯＳＰａｃ对原始观测数

据进行处理后得到每张像片的６个外方位元素。

２．３　利用犌犘犛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获得的像

片外方位元素恢复立体模型的上下视差

首先对试验１、试验２影像，根据ＰＯＳ提供的

３个外方位线元素，利用 ＷｕＣＡＰＳ实施了带四角

地面控制的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得到全

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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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影像的６个外方位元素和加密点的地面坐标。

分析分布于试验区内３０个检查点的坐标较差发

现，最大较差分别为：平面１．７５９ｍ、高程０．９０８

ｍ（试验１）和平面４．６５９ｍ、高程－２．５９５ｍ（试验

２），根据我国现行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９］，试验

１可满足１∶１００００比例尺丘陵地，试验２可满足

１∶５００００比例尺丘陵地地形测图的摄影测量加

密精度要求，这说明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

获得的像片外方位元素可直接用于相应比例尺的

地形测图。在两个试验区中，对代表不同类别地

形的４个立体模型用此外方位元素进行立体模型

恢复，表３给出了像对上同名像点的模型上下视

差。

表３　利用 ＷｕＣＡＰＳ获取的像片外方位元素

恢复立体模型的上下视差

Ｔａｂ．３　犢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ｅｓ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Ｍｏｄｅｌ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ＷｕＣＡＰ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影像 模型编号 点数
最大高

差／ｍ

上下视差／μｍ

最大 最小 中误差

试验１

１０１７／１０１８ ３１ ２６．００ １８．８ ０．９ １０．０

１０１３／１０１４ ２５ ９１．６０ ２５．０ ０．４ １０．５

２３４／２３３ ５４ １９２．９０ ２２．６ ０．３ ９．０

２３８／２３７ ２６ ３７５．７６ ３３．５ ０．３ １２．３

试验２

１１３６／１１３７ ２０ ７．７０ １６．１ ０．９ ８．６

１２６０／１２５９ ３２ １１３．２０ ２２．８ ０．７ １３．０

１２７２／１２７１ ３１ １９６．６８ ３１．４ ０．１ １５．６

１２５８／１２５７ ３２ ３３３．４３ ２１．４ ０．２ １０．９

　　从表３可以看出，利用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

平差获得的像片外方位元素恢复立体模型时，８

个模型上模型点的最大上下视差都在１．５个像素

以内，中误差均优于１个像素，这一结果满足了航

测地形测图规定的单个模型相对定向上下视差中

误差不得大于２０μｍ的要求
［９］。

２．４　利用犘犗犛提供的像片外方位元素恢复立体

模型的上下视差

ＰＯＳ系统与航摄仪连接时，需要将惯性测量

装置（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ＩＭＵ）固联在航

摄仪上，由于安装工艺上的原因，ＩＭＵ与航摄仪

的轴系不可能完全平行，相应轴之间的夹角就称

为视准轴误差。由于视准轴误差的存在，ＩＭＵ定

姿累积漂移误差以及ＧＰＳ、ＩＭＵ与航摄仪之间的

时间不同步［４］等原因，利用ＰＯＳ系统测定的未经

检校的像片外方位元素进行直接对地目标定位的

精度较低，且带有明显的系统误差。为分析ＰＯＳ

系统误差对恢复立体模型上下视差的影响，首先

计算利用未检校的ＰＯＳ外方位元素恢复立体模

型的上下视差，结果列于表４。

表４　利用未检校的ＰＯＳ像片外方位元素恢复

立体模型的上下视差

Ｔａｂ．４　犢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ｅｓ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Ｍｏｄｅｌ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

ＰＯ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影像 模型编号 点数
最大高

差／ｍ

上下视差／μｍ

最大 最小 中误差

试验１

１０１７／１０１８ ３１ ２６．００ 　８１．４ 　３０．０ 　５８．５

１０１３／１０１４ ２５ ９１．６０ ７１．４ ２５．１ ５２．０

２３４／２３３ ５４ １９２．９０ ７３．４ ２４．３ ４４．０

２３８／２３７ ２６ ３７５．７６ ８６．３ ３１．８ ５０．６

试验２

１１３６／１１３７ ２０ ７．７０ １４３４．２ １２４５．４１３２６．５

１２６０／１２５９ ３２ １１３．２０ １４８５．８ １１８７．０１３７２．４

１２７２／１２７１ ３１ １９６．６８ １４０７．３ １１７１．３１３２０．１

１２５８／１２５７ ３２ ３３３．４３ １４８８．８ １２２１．４１３８６．０

　　分析表４结果可以看出，ＰＯＳ系统误差对立

体模型恢复时的上下视差影响呈现系统性，并且

两个试验区的结果相差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

于ＩＭＵ安装的不同所造成的视准轴误差不一样

引起的。从试验２的结果来看，未经检校的ＰＯＳ

外方位元素是完全不可能用于航测内业地形测图

的，必须对其进行系统误差改正后才可使用。

为了消除ＰＯＳ系统误差的影响，对两试验区

之检校场影像量测了像片连接点，利用ＰＯＳ后处

理软件ＰＯＳＣａｌ分别进行了带四角地面控制的

ＰＯ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实现了对ＰＯＳ系

统的误差检校，并对ＰＯＳ提供的像片外方位元素

进行了系统误差改正。利用改正后的像片外方位

元素恢复立体模型的上下视差列于表５。

表５　利用检校后的ＰＯＳ像片外方位元素恢复

立体模型的上下视差

Ｔａｂ．５　犢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ｅｓ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Ｍｏｄｅｌ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ＰＯ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影像 模型编号 点数
最大高

差／ｍ

上下视差／μｍ

最大 最小 中误差

试验１

１０１７／１０１８ ３１ ２６．００ ４４．９ ４．８ ２２．９

１０１３／１０１４ ２５ ９１．６０ ３５．６ ２．５ １７．８

２３４／２３３ ５４ １９２．９０ ３６．２ ０．８ １２．９

２３８／２３７ ２６ ３７５．７６ ４９．２ ０．０ １７．７

试验２

１１３６／１１３７ ２０ ７．７０ ５５．３ ５．１ ２６．５

１２６０／１２５９ ３２ １１３．２０ ５１．９ ２．３ ２８．３

１２７２／１２７１ ３１ １９６．６８ ５２．３ ０．６ １９．９

１２５８／１２５７ ３２ ３３３．４３ ６０．６ ０．５ ３７．４

　　从表５数据可以看出，试验１中４个立体模

型的上下视差中误差已经优于１个像素，最大模

型上下视差小于２个像素；试验２中模型上下视

差整体较大，中误差均大于１个像素，最大模型上

下视差基本达到了３个像素。比较表４与表５发

现，利用检校后的ＰＯＳ外方位元素恢复立体模

型，上下视差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将表５与表３

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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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前者明显差于后者，尤其是试验２，完全不

能满足航测地形测图规定的单个模型相对定向上

下视差中误差不得大于２０μｍ的要求
［９］。

３　结　语

ＰＯＳ系统是一种新型的辅助航空摄影设备，

集惯性导航和差分ＧＰＳ定位技术于一体，可用于

直接测定航摄像片的６个外方位元素以用于航测

测图，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航空摄影测量的作

业模式。研究表明，由于ＰＯＳ系统误差尤其是视

准轴误差的存在，直接将ＰＯＳ系统提供的像片外

方位元素用于安置元素测图会产生作业员无法忍

受的模型上下视差。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直接用

像片外方位元素恢复立体模型时出现模型上下视

差的定量计算方法，并用实际航摄资料验证了利

用ＰＯＳ提供的像片外方位元素进行恢复立体模

型测图是完全不可能满足航测内业规范要求的。

由此看来，在实际航测地形测图中研究一些行之

有效的消除模型上下视差的方法是必需的，这对

于充分发挥ＰＯＳ系统的作用并更好地服务于困

难地区的基础地理信息的获取是有益的。

致谢：本文试验得到了西安国测航摄遥感有

限公司、中飞通用航空公司、陕西测绘局和陕西天

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协助，武汉大学的赵

海涛、季顺平、明洋、吴树锋等参加了部分试验，在

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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