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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沿主光轴方向影像的单像空间后方交会方法，实现了相机检校和空间后方交会的同时进

行。实验证明，该方法达到了比较理想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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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传统的航空摄影为竖直摄影，各角方位

元素通常为小角，所以平差时，各系数的初始值都

取零［１］。而车载沿主光轴的影像通常为大倾角的

近景数码影像，在平差时，外方位角元素的初值不

能简单地取零，并且由于车载影像是由未经检校

的数码相机拍摄的，相机的内方位元素也未知，所

以要进行单像空间后方交会，首先必须确定相机

的方位元素初值。由于车载沿主光轴方向影像中

的建筑物上存在大量的平行线，因此，可以利用灭

点理论来进行相机方位元素的检校。目前，摄影

测量和计算机视觉界都对此进行了研究［２７］。本

文提出了一种车载沿主光轴方向影像的单像空间

后方交会方法。

１　车载沿主光轴方向影像与正射影

像的同名点匹配

　　车载沿主光轴方向的影像在与正射影像作同

名点匹配之前，应该水平纠正，所以首先根据文献

［８］中以物方平行线几何约束作为限制条件的基

于直线束几何约束的最小二乘平差模型来解求焦

距和相机外方位角元素的初值，从而对影像进行

水平纠正。

如图１所示，车载影像的水平纠正过程是狆

→狆０→犘，狆表示原始影像，狆０表示像平面为竖直

的纠正影像（如图２所示），犘表示像平面为水平

的纠正影像。根据以上的纠正过程，结合共线方

程推导出直接的纠正公式为：

狓＝－犳
犪１犡－犫１犳－犮１犢

犪３犡－犫３犳－犮３犢

狔＝－犳
犪２犡－犫２犳－犮２犢

犪３犡－犫３犳－犮３犢

（１）

然后利用最小二乘匹配方法［９］对纠正后的水平影

像和正射影像进行同名点匹配。匹配出的同名点

图１　纠正过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２　狆０ 与物方坐标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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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作为解求相机方位元素精确值的控制点。

２　相机方位元素精确值的整体解求

２．１　犡犛、犢犛、犣犛初值的获取

如图３所示，犪犻（狓犻，狔犻）和犃犻（犡犻，犢犻）（犻＝

１，２，…，１０）分别为原始影像和正射影像上的同

名点，（狓０犻，狔
０
犻）表示犪犻（狓犻，狔犻）在水平纠正影像上

的投影点的坐标。首先对犪犻（狓犻，狔犻）和犃犻（犡犻，

犢犻）的坐标进行重心化，然后分别利用式（２）和

式（３）计算水平纠正影像相对于正射影像的比例

尺λ和旋转角θ：

λ
２
＝∑（^犡

２
＋犢^

２）／∑（^狓
０２
＋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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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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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狓，狔）和（犡，犢）分别为犪犻（狓犻，狔犻）和 犃犻

（犡犻，犢犻）的重心化坐标。

图３　水平纠正影像和正射影像上匹配的同名点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Ｍａｔｃｈ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ｔｈｏ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ｅｄＩｍａｇｅｓ

２．２　相机相对于地面坐标系角元素初值的确定

§２．１中所解算的相机外方位角元素是相对

于图２所示的局部地面坐标系（原点为投影中心

犛）。为了归化到地面坐标系，首先应根据式（６）

计算从局部地面坐标系到地面坐标系的旋转矩阵

犚犐－犌，于是，相机相对于地面坐标系的外方位角元

素的初值可由旋转矩阵犚犐－犌分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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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整体解求相机方位元素的精确值

由于引入了地面控制点，所以在直线束约束

条件误差方程的基础上就增加了控制点的共线条

件方程。常规的单像空间后方交会误差方程的形

式为：

犞＝犅·δ犡－犾 （７）

这是一个间接平差问题，但由于直线束约束平差

模型是一个附有未知数的条件平差模型，如果联

合平差，需要将式（７）转化为附有未知数的条件平

差的误差方程：

犃犞－犅·δ犡－犾＝０ （８）

其中，犃＝犐，犐为单位阵。这样就推导出了结合常

规控制点与平行线观测值的点线混合的最小二乘

平差模型。该平差模型实现了相机检校和空间后

方交会的同时进行。

３　实验结果

本文针对由日本 ＭａｐＭａｓｔｅｒ公司提供的东

京银座地区车载沿主光轴序列影像做了以下实

验。首先将原始影像上匹配的直线进行分组，一

组是垂线（共７２条），另一组是平行于道路中心线

的直线（共６９条），建立如图２所示的坐标系犛

犣犡犢 来解算相机的外方位角元素，其中，犢 轴为

铅垂方向，犣轴平行于道路中心线。

根据以上两组分别平行于犢 轴和犣 轴的直

线计算犢 方向和犣方向的灭点，进而分解出焦距

犳和三个角元素φ、ω、κ的初值，利用以物方平行

线几何约束作为限制条件的基于直线束几何约束

的最小二乘平差模型，解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犡方向的灭点坐标犡 和犢 方向分量的中误

差分别为犿犡犢
＝２．３１１９像素，犿犢犢＝３６．８０９３像

素，则其点位中误差为３６．８８１８像素，这样的误

差是比较大的。然而因为灭点仅仅是用作控制相

机姿态的控制点，灭点的点位误差对相机方位元

素分解精度的影响是通过角度差来估计的，而这

个角度差仅为３．０４２″，且此时分解的方位元素是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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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方位元素的分解结果（不包括摄站坐标）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狓犢∞／像素 狔犢∞／像素 狓犣∞／像素 狔犣∞／像素 犳／像素 φ／ｒａｄ ω／ｒａｄ κ／ｒａｄ

１６８．６９１９ ７１７２．８６６７ －３６．４７６８ －２１２．９２５７ １２３５．７９６５ ０．０２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２４

作为最小二乘平差的初值，所以即使灭点的中误

差比较大，对于后续平差结果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根据解算出的方位元素初值对原始影像进行

水平纠正，并与正射影像进行同名点的最小二乘

匹配。由于原始影像与正射影像的同名点通常都

在道路上，所以本文仅纠正了一段路面的原始影

像，总共匹配得到１４对同名点，如表２所示，其

中，犿犱狓＝０．７８９像素，犿犱狔＝０．７８６像素；（犡，犢，

犣）为匹配同名点的地面坐标（犿）；（珟狓，珘狔）为匹配

同名点的像片坐标（像素）；（^狓，^狔）是根据同名点

的地面坐标反投到影像上的坐标（像素）；犱狓、犱狔

为（珟狓，珘狔）和（^狓，^狔）之间的坐标差（像素）。由这些

同名点计算出的相对于地面坐标的相机外方位元

素的初值如表３所示。

表２　匹配的同名点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ＢｅｉｎｇＭａｔｃｈｅｄ

ＩＤ 犡／ｍ 犢／ｍ 犣／ｍ 珟狓／像素 珘狔／像素 狓^／像素 狔^／像素 犱狓／像素 犱狔／像素

１ －４７７０．６８５ －３６３５７．７８５ ２．５４６ ４７．０００ －３７３．０００ ４８．０５５ －３７１．８３１ １．０５５ １．１６９

２ －４７６２．６９３ －３６３５８．９８７ ２．３６９ －５５７．０００ －４０２．０００ －５５６．８８１ －４０３．１１７ ０．１１９ －１．１１７

３ －４７７６．９７９ －３６３５６．８６５ ２．５８７ ３９３．０００ －３５９．０００ ３９２．５４８ －３５８．６９０ －０．４５２ ０．３１０

４ －４７８０．５８６ －３６３７６．１７２ ２．５４８ １６．０００ －２８６．０００ １６．０７６ －２８６．５０９ ０．０７６ －０．５０９

５ －４７８８．０１２ －３６３７０．０９０ ２．５００ ３１７．０００ －２９６．０００ ３１８．９２７ －２９７．６３７ １．９２７ －１．６３７

６ －４７７６．０６０ －３６３７７．４４５ ２．３５１ －１３３．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０ －１３３．７３２ －２９０．４９０ －０．７３２ －０．４９０

７ －４８０５．１９７ －３６４３３．８１０ ２．４９６ －５９．０００ －２４１．０００ －５８．４５７ －２４０．１７８ ０．５４３ ０．８２２

８ －４８１４．１７８ －３６４３４．１６４ ２．５１３ １８．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１７．０４５ －２３９．４３３ －０．９５５ ０．５６７

９ －４７８２．１６７ －３６３５３．０８２ ２．７７７ ８３５．０００ －３７９．０００ ８３４．７２４ －３７９．１２９ －０．２７６ －０．１２９

１０ －４７７１．８６５ －３６３５３．７０２ ２．６０５ ３１４．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０ ３１３．５８１ －４１０．７７１ －０．４２０ －０．７７１

１１ －４７７４．６２０ －３６３６４．９５８ ２．５７８ ３１．０００ －３２４．０００ ３１．６２６－ ３２３．３８４ ０．６２６ ０．６１６

１２ －４７６５．３４８ －３６３５４．５９０ ２．５７８ －２２７．０００ －４４２．０００ －２２５．４０６ －４４０．８０４ １．５９４ １．１９６

１３ －４７６０．０８６ －３６３５８．９６４ ２．９０６ －８０２．０００ －４２１．０００ －８０１．６２０ －４２２．２７１ ０．３８０ －１．２７１

１４ －４７６９．５１５ －３６３７５．２７８ ２．３９５ －３３２．０００ －３０５．０００ －３３１．０４２ －３０４．７１６ ０．９５８ ０．２８４

表３　外方位元素的初值

Ｔａｂ．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犡犛／ｍ 犢犛／ｍ 犣犛／ｍ φ地面／ｒａｄ ω地面／ｒａｄ κ地面／ｒａｄ

－４７５９．０７３５ －３６３４３．６７８４ ４．８３５０ ４．４０１６ －０．９８２３ １．３３３２

　　以在正射影像上匹配得到的同名点为地面控

制点，利用本文推导的点线混合的最小二乘平差

模型对相机方位元素的精确值进行整体解求，结

果如表４和表５所示，单位权中误差为０．７８３像

素。

表４　相机方位元素的精确值

Ｔａｂ．４　Ｐｒｅｃｉ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犳／像素 φ／ｒａｄω／ｒａｄκ／ｒａｄ 犡犛／ｍ 犢犛／ｍ 犣犛／ｍ

１１６９．８９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１ －４７６１．０７－３６３４２．６３４．９７

表５　相机方位元素的精度

Ｔａｂ．５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Ｄ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犿犳／像素 犿φ／ｒａｄ 犿ω／ｒａｄ 犿κ／ｒａｄ 犿犡
犛
／ｍ 犿犢

犛
／ｍ犿犣

犛
／ｍ

１．４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９ ０．２１９

　　为了检验平差的精度，本文将经过空三加密

的１６个房角点反投到原始影像上，所得的（珟狓，珘狔）

和（^狓，^狔）的坐标分量之间最大的差值为２．０６１像

素。对于常规的单片后方交会应用而言，这个差

值是比较大的，但本文进行的车载影像的单像空

间后方交会是用于获取建筑物的纹理的，所以这

一差值对于纹理的获取影响是很小的，从而说明

相机方位元素的解算精度比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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