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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垂线辅助城区航空影像的绝对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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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依据灭点理论，推导了空间铅垂线与航空影像的空间姿态角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应的误差方程式，并分

析了铅垂线辅助的单像空间后方交会和单模型绝对定向中所需的控制点数。最后，通过实际数据的试验研究

了铅垂线辅助的单像空间后方交会和单模型绝对定向的精度与可靠性。试验结果表明，在传统的单像空间后

方交会和单模型绝对定向中引入铅垂线约束条件，不仅定向精度与传统的基于控制点的绝对定向精度相当，

而且可以减少所需的控制点数以及定向精度对控制点分布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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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１９７２年Ｌｉｔｔｏｎ公司成功地生产了世界

上第一台惯导测量系统以来，惯导系统发展迅

猛［１］。惯导系统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外部设施和

基准的自备式导航设备，根据测出的相对于惯性

坐标系的加速度和角偏移，来获得三维位置、三维

速度和航向姿态数据［２］。但惯导的定位误差随时

间而积累（主要由陀螺漂移引起），每次使用之前

初始对准时间较长，且设备价格较昂贵。

近年来，在航空摄影测量界，把ＧＰＳ与惯导

系统加以组合，构成ＧＰＳ／ＩＭＵ———ＰＯＳ系统，组

合后的系统性能比任一系统单独使用时要高。这

种ＰＯＳ系统不仅可以直接测定影像的外方位元

素（犡犛、犢犛、犣犛、ψ、ω、κ），也可以与航空对地激光扫

描系统一起，提供ＬＩＤＡＲ数据，直接产生数字表

面模型（ＤＳＭ）与数字地面模型（ＤＥＭ），被认为是

当今摄影测量史上的重大发展之一［３５］。

大量的研究表明，现有的商用ＰＯＳ系统仍然

残存有各种系统误差，因此，利用ＧＰＳ／ＩＭＵ直

接进行定位的精度在影像上只能达到１５～２０

μｍ，比传统的空中三角测量低２～３倍。而且由

于有上下视差，一般还不能直接进行测图［６８］。这

说明ＧＰＳ／ＩＭＵ直接定位还不能用于高精度的

摄影测量。

在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城市地区，建

筑物提供了大量的“空间平行线”，其中有大量的

铅垂线。根据计算机视觉与摄影测量的灭点理论

可知，空间的平行线在影像上的投影应当严格地

相交于一点［９］。对于航空摄影而言，空间的铅垂

线是非常特殊的一组空间平行线，它们在影像上

的投影应该严格地相交于像底点。因此，可以利

用这个性质，将铅垂线作为一种约束条件，用于解

算航空影像的空间姿态角。

１　理论基础及基本算法

１．１　铅垂线观测的误差方程式

对于中心投影而言，物方空间的一组平行线

在影像平面上的投影交汇于一点，即所谓的“灭

点”。对于航空摄影（竖直摄影）来说，物方空间的

铅垂线是一组特殊平行线，其在影像上对应的灭

点称为“像底点”（ｎａｄｉｒｐｏｉｎｔ），如图１所示。

中心投影的共线方程为：

狓－狓０ ＝

－犳
犪１（犡－犡犛）＋犫１（犢－犢犛）＋犮１（犣－犣犛）

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犣犛）

狔－狔０ ＝

－犳
犪２（犡－犡犛）＋犫２（犢－犢犛）＋犮２（犣－犣犛）

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犣犛）

（１）

由于像底点不仅仅是空间的铅垂线束在影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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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像底点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ＮａｄｉｒＰｏｉｎｔ

投影直线的交会点，同时也是通过投影中心（摄站

点）的铅垂线与像平面的交点，因此，可以认为像

底点对应于过影像摄站点的铅垂线上的无穷远

点。在式（１）中，令犡犖＝犡犛，犢犖＝犢犛，犣犖→∞，求

得影像像底点的坐标为：

狓狀 ＝－犳·（犮１／犮３）；狔狀 ＝－犳·（犮２／犮３） （２）

铅垂线在影像上投影直线的方程为：

犃狓＋犅狔＋犆＝０ （３）

式中，直线方程经过归一化，即 犃２＋犅槡
２＝１。由

于该直线经过像底点（狓狀，狔狀），则有：

犃狓狀＋犅狔狀＋犆＝０ （４）

对式（４）线性化，可得到铅垂线的误差观测方程：

狏＝ 犃·
狓狀

φ
＋犅·

狔狀

（ ）
φ
·Δφ＋ 犃·

狓狀

ω
＋犅·
狔狀

（ ）ω ·

Δω＋ 犃·
狓狀

κ
＋犅·

狔狀

（ ）κ ·Δκ－犾＝

犪φΔφ＋犪ωΔω＋犪κΔκ－犾

犾＝－犃狓
（０）
狀 －犅狔

（０）
狀 －犆 （５）

式中，狓
（０）
狀 和狔

（０）
狀 为使用影像的角方位元素初值按

照式（２）求解得到的像底点坐标的初值；误差方程

系数犪φ、犪ω、犪κ可以由式（２）推导得到：

狓′狀 ＝－犳·
犮′１犮３－犮１犮′３

犮２３
，狔′狀 ＝－犳·

犮′２犮３－犮２犮′３
犮２３

（６）

犪φ ＝－犳·
犃犮３犪１＋犅犮３犪２－（犃犮１＋犅犮２）犪３

犮２３

犪ω ＝－犳·
犃犮３ｃｏｓφｃｏｓωｓｉｎκ＋犅犮３ｃｏｓφｃｏｓωｃｏｓκ

犮２３

　　－犳·
（犃犮１＋犅犮２）ｃｏｓφｓｉｎω

犮２３

犪κ ＝－犳·
犃犮３犪２－犅犮３犪１

犮２３
（７）

１．２　单像空间后方交会

由共线方程（１）可以得到平高控制点的误差

方程式分别为［１，２］：

狏狓 ＝犪１１Δ犡狊＋犪１２Δ犢狊＋犪１３Δ犣狊＋犪１４Δφ＋

犪１５Δω＋犪１６Δκ－犾狓

狏狔 ＝犪２１Δ犡狊＋犪２２Δ犢狊＋犪２３Δ犣狊＋犪２４Δφ＋

犪２５Δω＋犪２６Δκ－犾狔 （８）

　　当使用铅垂线约束辅助城区航空影像的绝对

定向时，还需要对每一条铅垂线按照式（５）列出铅

垂线的误差方程，即平差模型为：

犞犮 ＝犃犡＋犅犜－犔犮

犞犾 ＝犇犜－犔犾
（９）

式中，犞犮和犞犾分别为像控点和铅垂线观测值的改

正数向量；犡＝［Δ犢狊，Δ犢狊，Δ犣狊］
Ｔ 为摄站坐标未知

数的增量向量；犜＝［Δφ，Δω，Δκ］
Ｔ 为姿态角未知

数的增量向量，犔犮和犔犾分别像控点和铅垂线观测

值的残差向量。对上述误差方程组法化后进行最

小二乘平差即可解求影像的外方位元素。

由式（２）可以看出，像底点坐标等价于给影像

的三个摄影姿态角增加了两个约束条件，即影像

中的铅垂线束最多只能贡献两个自由度。这就意

味着在铅垂线辅助空间后方交会中，需要两个平

高控制点和两条以上的铅垂线才能够求解全部６

个外方位元素值，但由于铅垂线观测提供了对摄

影姿态角的额外控制，因此，空间后方交会计算对

控制点的数量和分布的要求得以降低。

１．３　单模型绝对定向

对于由两幅城区航空影像组成的立体模型的

绝对定向来说，需要求解１２个未知数，即左、右影

像的１２个外方位元素。

当使用铅垂线辅助绝对定向时，首先对控制

点列出误差式（８）；其次对于立体模型中的加密点

（地面坐标待定）的等效误差方程式为［１０］：

狏狔 ＝犪２１Δ犡狊＋犪２２Δ犢狊＋犪２３Δ犣狊＋犪２４Δφ＋犪２５Δω

　＋犪２６Δκ－犪′２１Δ犡′狊－犪′２２Δ犢′狊－犪′２３Δ犣′狊－犪′２４Δφ′

　－犪′２５Δω′－犪′２６Δκ′－（犾狔－犾狔′）；犘＝１／２；犾狔 ＝

　狔－（狔）；犾狔′ ＝狔′－（狔′）

最后，在左、右影像中分别量测一定数量的铅垂线，

并对每一条铅垂线按照式（５）列出相应的误差方

程。对上述误差方程组法化后进行最小二乘平差

即可首先解求得左、右影像的外方位元素，然后按

照空间前方交会方法计算得到加密点的地面坐标。

与空间后方交会类似，铅垂线辅助的单模型

绝对定向只需要两个平高控制点（或者２个平面

控制点和１个高程控制点）和每幅影像上至少观

测三条铅垂线（不要求是同名直线），就可以解求

出左、右影像的外方位元素，并且由于铅垂线提供

的影像姿态角元素需额外控制，绝对定向计算对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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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点的数量和分布的要求都相应地降低了。

２　试验与分析

试验中使用了两组城区的航空影像，第一组

７幅影像为ＲＣ３０像机拍摄的航空影像，摄影比

例尺为１∶６５００，扫描分辨率为１４μｍ，焦距为

１５２．７６６ｍｍ，这７幅影像构成６个立体模型；第

二组为８幅Ｚ／Ｉ的ＤＭＣ数字航空影像，摄影比

例尺为１∶７５００，像元大小为１２μｍ，焦距为１２０

ｍｍ，这８幅影像构成７个立体模型。

２．１　铅垂线辅助的单像空间后方交会

使用上述第一组和第二组航空影像进行铅垂

线辅助单像空间后方交会的精度检测试验。其中，

在每一张影像上都只使用了两个平高控制点，铅垂

线为人工量测，每张影像上至少量测四条。外方位

元素的参考值和控制点的地面坐标是由光束法区

域网平差获得的。表１所示结果为铅垂线辅助空

间后方交会得到的外方位元素值与区域网平差得

到的外方位元素值之间的差值的均方根统计值。

表１　铅垂线辅助单像空间后方交会的精度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Ｉｍａｇｅ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ｗｉｔｈ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ｓ

摄站坐标／ｍ 姿态角／（°）

σ犡 σ犢 σ犣 σφ σω σκ

ＲＣ３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ＤＭＣ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由表１所示的结果可知，利用铅垂线辅助的

单像空间后方交会计算影像的外方位元素的精度

和区域网平差的计算精度基本相当。另外，在上

述试验中，每幅影像都只使用了两个平高控制点，

且平高控制点在每幅影像中的分布都不完全一

样，这说明在单像空间后方交会中，引入铅垂线观

测不仅可以减少控制点的数量，而且可以减小控

制点分布对定向精度的影响。

２．２　铅垂线辅助的单模型绝对定向

表２为第一组６个ＲＣ３０立体模型和第二组

７个ＤＭＣ立体模型的绝对定向试验的精度（犖

为检查点数）。由于没有足够多的外业控制点，所

以精度检测试验中使用的控制点和检查点的地面

坐标都是由区域网平差方法获得的。定向精度的

比较方法则是使用定向结果计算每个模型中检查

点的地面坐标，然后再与检查点坐标进行比较并

计算中误差。

对于每个模型，分别试验了６点法和铅垂线

辅助定向两种定向方式。在铅垂线辅助的定向

中，所有１３个立体模型都只使用了两个平面控制

点和一个高程控制点，其在左、右影像中至少人工

量测４条铅垂线。

表２　６个犚犆３０与７个犇犕犆立体模型的绝对定向结果／ｃｍ

Ｔａｂ．２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６ＲＣ３０

ａｎｄ７ＤＭＣＳｔｅｒｅｏ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６点定向 铅垂线辅助定向

犖 σ狓 σ狔 σ狕 犖 σ狓 σ狔 σ狕

６

个

ＲＣ３０

１ ２９ ２．１ ３．４ ４．６ ３２ １．７ ２．２ ４．２

２ ３１ ２．０ ３．５ ７．７ ３４ １．８ ２．４ ４．５

３ ２７ ２．３ ３．３ ５．９ ３０ １．９ ２．０ ４．８

４ ３１ ３．７ ７．７ ４．１ ３４ ２．２ ３．１ ２．９

５ ３３ ２．７ ３．５ ５．０ ３６ １．７ ３．３ ５．５

６ ２７ １．４ ２．２ ５．０ ３０ １．１ ２．５ ３．０

７

个

ＤＭＣ

１ ３０ ３．４ ０．１ ６．３ ３３ ３．２ ２．３ ５．９

２ ２６ ３．３ ３．５ ８．６ ２９ ５．７ ２．２ ７．９

３ ２６ ５．０ ４．３ １０．３ ２９ ２．３ ２．５ ７．１

４ ２７ ３．６ ２．７ ８．８ ３０ ３．５ １．５ ６．５

５ ２７ ３．０ ３．５ ７．２ ３０ １．３ １．３ ６．３

６ ２７ ２．５ １．８ ６．１ ３０ ３．４ １．３ ６．２

７ ２８ ２．２ ３．５ ７．５ ３１ ５．０ １．７ ６．７

　　由表２所示的结果可知，尽管在铅垂线辅助

的单模型绝对定向中只使用了两个平面控制点和

一个高程控制点，其定向精度与六点法绝对定向

的精度基本相当；同时由于在铅垂线辅助定向时

每个模型中控制点的分布都是不同的，所以表２

的结果还说明在单模型绝对定向中，引入铅垂线

观测不仅可以减少所需的控制点数量，而且可以

减小定向精度对控制点分布的依赖性。

３　结　语

１）铅垂线辅助定向方法的精度与传统定向

方法的精度基本相当；

２）由于铅垂线提供了对影像摄影姿态角元

素的额外控制，因此可以减少定向对控制点数和

控制点分布的要求。

但与传统的定向方法相比，由于铅垂线辅助

控制条件的引入，对铅垂线辅助定向精度与可靠

性的分析远比单纯使用控制点的传统定向要要复

杂，因此，铅垂线辅助定向的精度与铅垂线的分

布、数量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作进

一步的详细研究和分析。

参　考　文　献

［１］　祝永刚，徐正扬，惯性测量系统的理论与应用［Ｍ］．

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　刘徐德．ＧＰＳ／ＩＮＳ组合导航文集（第１集）［Ｍ］．北

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１

９９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３月

［３］　ＳｃｈｗａｒｚＫ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Ｍ］．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Ｗｉｃｈ

ｍａｎｎＶｅｒｌａｇ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９９５

［４］　ＨｕｔｔｏｎＪ，ＬｉｔｈｏｐｏｕｌｕｓＥ．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

ｔｒｙＵｓ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Ｃａｍｅｒ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ｅＦｅｒｎｅｒｋｕｎｄｕｎｇ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６）：３６３３７０

［５］　ＣｒａｍｅｒＭ．ＤｉｒｅｃｔＧ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ｉｓＡｅｒｉ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Ｃ］．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Ｗｅｅｋ１９９９，Ｈｅｉ

ｄｅｌｂｅ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１９９９

［６］　ＣｒａｍｅｒＭ，Ｓｔａｌｌｍａｎ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ＧＰＳ／ｉｎｅｒ

ｔｉａｌ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ＡｉｒｂｏｎｅＰｈｏ

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Ｃ］．ＯＥＥＰ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ｅｎｓ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１

［７］　ＨｅｉｐｋｅＣ，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Ｋ，ＷｅｇｍａｎｎＨ．ＴｈｅＯＥＥＰＥ

Ｔｅｓｔ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ＥＥＰ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ｎｓｏ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１

［８］　ＡｌａｍúｓＲ，ＢａｒｏｎＡ，ＴａｌａｙａＪ．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ｎｓｏ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ＩＣＣ，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Ｃ］．ＯＥＥＰ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Ｏ

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１

［９］　ｖａｎｄｅｎＨｅｕｖｅｌＦＡ．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９９８，３２（５）：６５２６５９

［１０］ＷａｎｇＺｈｉｚｈｕ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ｗｉｔｈ

Ｒ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Ｗｕｈａｎ：ＰｒｅｓｓｏｆＷＴＵＳＭ，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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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研究。代表成果为全数字化摄影测量系统

ＶｉｒｔｕｏＺｏ及专著《数字摄影测量学》、《摄影测量学》等。

Ｅｍａｉｌ：ｊｑｚｈａｎｇ＠ｓｕｐｒｅｓｏｆｔ．ｃｏｍ．ｃｎ

犃犫狊狅犾狌狋犲犗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犲狉犻犪犾犐犿犪犵犲狉狔狅狏犲狉犝狉犫犪狀

犃狉犲犪狊犆狅犿犫犻狀犲犱狑犻狋犺犞犲狉狋犻犮犪犾犔犻狀犲狊

犣犎犃犖犌犑犻犪狀狇犻狀犵
１
　犣犎犃犖犌犢狅狀犵

１
　犉犃犖犌犳犪狀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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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ｙｏｖｅｒ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ｓ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ｒｅｏ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ａｎｌｙｓｉｓｅ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ｒｅｏｍｏｄｅｌ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ｅｗｗａｙｆｏｒ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ｒｙｏｖｅｒ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ｓ；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ｑ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ｏ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Ｈ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ｆｕｌｌ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ＶｉｒｔｕｏＺｏ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ｅｔａｌ．

Ｅｍａｉｌ：ｊｑｚｈａｎｇ＠ｓｕｐｒｅｓｏｆｔ．ｃｏｍ．ｃｎ

０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