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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出了现今的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当今数字摄影测量理论的发展，包括影像匹

配与观测值的“独立性”原则、多基线近景摄影测量与广义点的概念。结合数字摄影测量硬件与理论的发展，

引出由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发展为数字摄影测量网格的理念，说明了数字摄影测量网格的结构、功能，包括基

于刀片机的集成处理系统、基于网络的全无缝测图系统及其特点，讨论了数字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的关系，

介绍了数字摄影测量网格已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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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测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由模拟摄影

测量经解析摄影测量发展到数字摄影测量时代，

实现了摄影测量的完全计算机化。由计算机与相

应的摄影测量软件构成的摄影测量工作站

（ＤＰＷ），将全部的摄影测量的功能用软件实现，

替代了传统的各种精密光学、机械（＋计算机）的

摄影测量仪器。为此，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数字

摄影测量曾被称为“软”摄影测量（ｓｏｆｔｐｈｏｔｏ

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王之卓院士于１９７８年提出了全数字自动化

测图系统［１］；１９９２年，ＩＳＰＲＳ华盛顿大会首次推

出可用于生产的商用ＤＰＷ；１９９４年，在澳大利亚

黄 金 海 岸 推 出 具 有 我 国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ＤＰＷ———ＶｉｒｔｕｏＺｏ。随着微机性能的发展，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由ＳＧＩ工作站转向微机，

极大地有利于ＤＰＷ 的推广。由于ＤＰＷ 相对于

传统的摄影测量仪器而言，具有占空间小、自动化

程度高、生产效率高等优点，ＤＰＷ 几乎全部替代

了传统的摄影测量仪器，为摄影测量带来了一个

根本的革命。

２１世纪，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线阵与面阵航

空数码相机、Ｌｉｄａｒ、ＰＯＳ等新一代传感器系统的

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使得摄影测量又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但这给数字摄影测量提出了一个严峻

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的摄影测量现状下，数字摄

影测量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本文从本质上指出了

现今的ＤＰＷ 存在的问题，结合数字摄影测量硬

件、理论的发展，从而引出由 ＤＰＷ 发展为 ＤＰ

Ｇｒｉｄ的理念。如果说数字摄影测量是将计算机

完全替代了摄影测量仪器，那么ＤＰＧｒｉｄ则是进

一步将网络技术引进了摄影测量。

１　犇犘犠 是数字摄影测量的初级阶

段

　　当代的ＤＰＷ 是在传统的摄影测量（特别是

解析摄影测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初衷就是

利用计算机屏幕显示数字影像，代替由光学系统

观测“胶片影像”，再由计算机运算，并通过地面数

字模型测制线划等高线及正射影像地图［王之卓，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虽然 ＤＰＷ 利用许多数字图像处

理、模式识别、影像匹配技术为摄影测量赋予了许

多自动化技术，但从本质上而言，ＤＰＷ 还仅仅是

用计算机模拟传统的摄影测量，没有深层次的变

化。同时它的出现不可能脱离当时的计算机发展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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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从ＤＰＷ的名称而言，它是为摄影测量生

产而设计的“工作站”，按软件的功能，它能够实现

所有的传统摄影测量仪器的功能，但是ＤＰＷ 仍

是按单“台、件”方式作业，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考

虑当前计算机网络、集群处理技术的迅速发展。

只有将网络与计算机集群处理技术充分地应用于

新一代的数字摄影测量系统（是系统而不再是工

作站），才能使数字摄影测量发展到一个新的台

阶。

２）受当时计算机发展水平的限制，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相对于摄影测量（特别是立体测图

实时程序）的需求，计算机的发展水平（无论是速

度还是存储量）还有一定的距离。如在ＤＰＷ 中

使用核线影像，一般需对原始的数字影像进行重

采样，形成无上下视差的核线立体像对。众所周

知，无论在模拟还是解析摄影测量，都无需核线影

像，且一张影像的左、右核线影像是不一样的。这

无疑增加了摄影测量的作业流程，使流程更加复

杂化，增加了中间结果占用的存储空间。

３）受摄影测量传统观念的限制，已经完全不

能适应新一代摄影测量传感器与当前摄影测量理

论的发展。虽然摄影测量仪器已由传统的基于精

密光、机仪器的摄影测量仪器转为完全的计算机

化，但它仍然是基于“双目视觉”的，而随着数码相

机的广泛应用，大重叠度航空摄影测量（航向重叠

大于８０％、旁向重叠大于４０％～６０％）、大重叠度

近景摄影测量特别是旋转多基线摄影测量将长焦

距、窄视场角影像构建为区域网，使“多目视觉”即

多基线摄影测量正在成为摄影测量的主流，它必

将极大地推动摄影测量的自动化。另外，当前的

ＤＰＷ是利用测标进行点的量测，而基于线特别是

基于广义点的摄影测量正在迅速发展，它对于工

业测量、数码城市建模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

是广义点的理论对于ＧＩＳ数据与地图更新将会

起到极大的作用，而当前主流的ＤＰＷ 均难以适

应所有这些最新的发展。

４）从摄影测量生产流程而言，由于ＤＰＷ 是

由传统的摄影测量仪器（特别是解析测图仪）发展

而来的，它的作业流程基本没有变化，这也充分反

映了ＤＰＷ只是数字摄影测量的初级阶段。不仅

总体流程没有变化（如ＤＥＭ的生成、测图均以模

型为单位，再由模型拼接，构成图幅，由图幅拼接

区域；正射影像也以单张影像为基础，再由单张正

射影像拼接为区），而且特别不能适应当前发展的

新型传感器。无论是航空数码相机，还是Ｌｉｄａｒ

系统所附带的小像幅、低空摄影测量的数码相机，

它们的影像地面覆盖范围比传统的航空影像小，

再加之大重叠度摄影，像对数大大增加，ＤＰＷ 处

理这些影像效率将大大降低。

５）从人机关系来看，ＤＰＷ 中两者是混杂在

一起的，不能充分发挥人与计算机各自的功能。

传统的摄影测量是由一个作业员操作一台摄影测

量仪器，但进入数字摄影测量时代，ＤＰＷ 已经具

有一定的自动化功能。如框标的识别实现了内定

向自动化；影像匹配技术基本上实现了相对定向

自动化，从而促使了空中三角测量自动化技术的

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ＤＥＭ 生产的自动

化、正射纠正的自动化等。为了合理地处理人机

关系，ＤＰＷ 也提供将部分自动化的功能集中起来

进行“批处理”的功能，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由

一个作业员操作一台 ＤＰＷ 的作业方式没有变

化，这是影响ＤＰＷ 作业效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２　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发展的理论依

据

　　随着计算机与数字摄影测量理论的发展，数

字摄影测量也必将向前发展。２００２年，文献［２］

就提出由按单台形式存在的ＤＰＷ 发展为数字摄

影测量系统ＤＰＳ。数字摄影测量系统的基本要

求之一是将摄影测量的自动化与人机交互能够完

全分开，这就要求摄影测量自身的理论有进一步

的发展。

计算机视觉界认为，它应由两部分组成：从二

维影像中恢复三维运动和形状，是计算机视觉的

主要目标，并出现了多种方法。这个问题可以分

解为两部分：一个是对应性问题；另一个是给定对

应时运动和形状的计算算法的问题。数字摄影测

量在本质上与计算机视觉一样，也是由两部分组

成：① 在不同影像上量测的应该是同名点（同名

特征）———对应性问题。传统摄影测量都是由作

业员的“双目”通过“双目望远镜系统”决定的，它

没有成为摄影测量的研究内容。但进入数字摄影

测量以后，“对应性”问题始终是摄影测量关注的

焦点。② 影像与影像、影像与空间的解析关系，

它始终被视为摄影测量的基本任务［３］。

２．１　影像匹配与观测值的独立性原则

影像匹配是数字摄影测量的核心。随着大

（多）重叠度数码摄影、三线阵相机的应用，多基

线、多光线、多视点的影像匹配已经成为研究与发

展的热点，它将过去由单基线（两度重叠）的影像

匹配（病态解）转化为多基线（多度重叠）影像匹配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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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解”（图１）。它将影像匹配向前极大地推

进了一步，由此，摄影测量与激光扫描一样能够产

生密集的点云，图２所示是由航空影像产生的密

集点云。与激光扫描相比，由于由影像产生的点

云是基于特征点匹配的，点云多位于影像特征点

上，因此，它所产生的点云同样能够反映特征，如

运动场的跑道、道路的行车线、建筑物边缘等。

但是，多片匹配需要已知影像之间的相互关

系，即已知影像的方位元素。另外，当前一般的航

空摄影仍然是６０％的重叠，因此，单基线影像匹

配仍然是影像匹配的基础。经过过去长期的研

究，影像匹配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不少研究

与算法多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定，即认为空间物

体是连续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现的 Ｍａｒｒ立体

计算理论被认为是目前对人类立视过程最完整的

论述，作为其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是立视匹配三

大约束（惟一性、相容性和连续性）［４］。数字摄影

测量系统ＶｉｒｔｕｏＺｏ中应用的“概率松弛法”也是

基于上述“连续约束”的假定的。

影像匹配最基本的功能是获得一对共轭点

（同名点）［狓１，狔１；狓２，狔２］，从测量的角度理解，这

是一对“观测值”。假定在左影像有邻近的两个点

犪、犫，通过影像匹配得到两组观测值［狓犪
１
，狔犪

１
；狓犪

２
，

狔犪
２
］、［狓犫

１
，狔犫

１
；狓犫

２
，狔犫

２
］。根据测量的基本要求，

这两组观测值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而不能由

犪预测犫（或由犫预测犪），也不存在所谓的正则化

约束条件。因为空间物体分布是不连续的，因此

它导致视差的不连续（图３）。

图１　单基线与多

基线影像匹配

Ｆｉｇ．１　Ｓｉｎｇｌ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图２　苏州市与苏州

大学体育场点云

Ｆｉｇ．２　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ｏｆＳｕｚｈｏｕ
　　　　　

图３　空间分布不连续

与视差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ｔｉｅｓｉｎ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ａｘ

　　三维环境在空间的分布总体上是不连续、不光

滑的，但在局部范围内，它又是连续、光滑的。而由

二维影像反演三维空间的影像匹配技术必须适应

这个客观规律，因此，影像匹配不是一个简单的“算

法”，而是一个解决上述矛盾的“系统”。由此可得，

影像匹配的基本准则与流程如下：① 用提取的特

征点替代ＶｉｒｔｕｏＺｏ的规则格网；② 搜索范围应该

足够大，确保同名点位于搜索范围内；③ 对于所有

目标点的搜索范围应该均等；④ 应用多级匹配，遵

循从粗到细的准则；⑤ 应用最小二乘匹配，提高匹

配精度。⑥ 建立区域内所有影像的空间关系；

⑦ 基于物方的多影像匹配。准则①～⑥是基于像

方的匹配，准则⑦为基于物方的匹配。其中准则③

体现了观测值的独立性原则。按上述匹配准则，既

能妥善地处理物体空间分布的断裂，又能很好地提

高影像匹配的可靠性与精度。图２的点云就是按

上述流程获得的结果。

以下是一个全自动空中三角测量的例子。影

像数据来自于中国测绘研究院研制的航空数码相

机ＳＷＤＣ４，像元为９μｍ，像幅为１１５００像元×

８０００像元，焦距为５０ｍｍ，航高为５５５ｍ，６条航

带，旁向重叠为６０％，带 ＧＰＳ（Ｔｒｉｍｂｌｅ５７００）数

据，由ＰＡＴＢ平差。航向重叠分别为６０％（９１幅

影像）和８０％（１７６幅影像），结果列于表１。由表

１可以看出：① 基于上述匹配基准与流程所构成

的全自动空中三角测量系统是十分可靠的；② 效

率高；③ 航向重叠８０％的精度高于航向重叠

６０％的精度；④ 反映了航空数码相机ＳＷＤＣ４具

有非常好的高程精度。

表１　全自动空中三角测量、犘犃犜犅平差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ｅｒｏ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Ｂ）

航向重叠 点数 ＲＭＳ犡／ｍ ＲＭＳ犢／ｍ ＲＭＳ犣／ｍ 点位精度 高程相对精度 点位相对精度

６０％
控制点 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５ １／５０４５４ １／１００９７

检查点 ４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９ １／７５００ １／４６７５

８０％
控制点 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１／２４１３０ １／２３００５

检查点 ４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８ １／１０２７８ １／５６６０

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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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多基线近景摄影测量

基线的确定在近景摄影测量中占有重要的位

置。随着数码相机的广泛应用，短基线、多影像匹

配技术的成熟，多基线近景摄影测量正在获得迅

速发展。文献［５］提出了多种多基线近景摄影测

量方法：多基线正直摄影（平行多基线正直摄影、

回转多基线正直摄影）、多基线交向摄影（简单多

基线交向摄影、旋转多基线交向摄影）。本文中所

有的结果尚未考虑基于物方的多片匹配，仅仅利

用本文提出的基于像方的匹配。图４（ａ）为对长

江三峡坝体进行旋转多基线交向摄影所产生的点

云，图４（ｂ）由正直多基线摄影所产生的武汉大

学办公楼的点云，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新匹配系

统对空间断裂、不连续的适应性与匹配的可靠性。

同时可以看出，由摄影测量所产生的点云更能反

映影像与物体的特征。

图４　多基线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所产生的点云

Ｆｉｇ．４　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Ｃ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ｅｔｒｙ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旋转摄影，实质

上增加了视场角、交会角；同时由于旋转摄影过程

中保持了较大的重叠度，确保了传递的稳定性，因

此，利用旋转多基线摄影方式构建的区域即使按

非量测相机进行自检校区域网平差，只用周边四

个控制点也能够达到很高的精度，其精度远远高

于传统的直接线性变换的结果［５］。这个结果必将

大大地推动利用一般的数码相机（非量测相机）进

行高精度的数字近景摄影测量。

２．３　广义点的概念

传统的摄影测量是利用测标测定同名点，如

图５所示的点、角点、交点等，这就是基于点的摄

影测量。但是进入数字摄影测量时代，情况发生

了变化，特别是对于建筑摄影测量、工业摄影测

量，直线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图元，由此出现了基

于线的摄影测量（ｌｉｎ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但是，

在人工与自然界的物体上不仅仅有直线，还有圆、

圆弧，乃至任意曲线，如何对它们进行重建，利用

它们作为控制信息，文献［６］提出了广义点的概

念。它不仅仅可以处理传统概念上的点，而且可

以处理任意的线（如图５所示）。首先是因为所有

的“线”都是由“点”组成的；其次是所有的数学意

义上的曲线在计算机中多是由多边形逼近的，因

而在摄影测量中可以对一般“线”上的“点”全部由

共线方程进行处理。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点之间的

差别是：广义点只用共线方程中的一个平面方程，

而不是两个平面方程。具体选用哪一个方程需根

据该点的切线方向θ而确定，当θ＞４５°时，选用狓

平面方程；否则，选用狔平面方程。

图５　广义点

Ｆｉｇ．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ｏｉｎｔｓ

按广义点的概念，不需要像处理直线那样建立

专门的所谓线摄影测量数学模型（ｌｉｎ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

ｍｅｔｒｉｃ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只需用“共线方程”就

能处理包括点在内的任意的线，从而可以将摄影测

量最基础的光束法平差处理扩充到任意线。

目前，广义点理论已经成功应用到以下方面：

① 利用飞行状态下飞机的轮廓线测定飞机的姿

态角［７，８］（图６）。② 利用地图上的河流、道路等

线状位置实现影像对地图的准确配准［９，１０］。如图

７（ａ）是ＳＰＯＴ影像，７（ｂ）是水系，７（ｃ）是影像与水

系的“广义点”配准的结果。由于正确的配准，因

而可以准确地确定ＳＰＯＴ影像的参数。它将“控

制点”概念转换为“控制信息”的概念，这是一个重

要的发展，它标志摄影测量正在由“数字”进入“信

息”时代。

事实上，广义点的概念还能将通常的“点”扩展

到“无穷远点”［１１］，它对于空间平行线的应用非常

有利。如由单幅影像建立三维模型，只要根据建筑

物的犡、犢、犣方向的三组平行线（图８）在影像的三

个“灭点”（狓犡∞，狔犡∞）、（狓犢∞，狔犢∞）、（狓犣∞，狔犣∞）的

共线方程（６个方程），就能确定影像的内方位元

素（狓０，狔０，犳）与外方位角元素 （φ，ω，κ）。

３　犇犘犌狉犻犱的结构、功能与特点

ＤＰＧｒｉｄ的基本特点是：引入了数字摄影测量

发展的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使数字摄影测量具有

更高的自动化能力；将计算机网络、集群处理的发

展引入了数字摄影测量；将摄影测量自动化与人

机交互完全分开，使摄影测量具有更高的生产效

率。ＤＰＧｒｉｄ由两部分组成：① 自动化部分，基于

刀片机（ｂｌａｄｅ）的集成处理系统；② 人工处理部分，

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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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广义点测定飞机姿态

Ｆｉｇ．６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ｏｉｎｔＡｉｄ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Ｆｌｙ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图７　水系与ＳＰＯＴ影像的配准

Ｆｉｇ．７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ＳｐｏｔＩｍａｇｅ

　　　　
图８　平行线与无穷远点

Ｆｉｇ．８　ＰａｒａｌｌｅｒＬｉｎｅ

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Ｐｏｉｎｔ

基于网络、全无缝测图系统（ＤＰＧｒｉｄ．ＳＬＭ）。同样，

ＤＰＧｒｉｄ也将摄影测量的生产分为两部分：① 由

刀片机的集成处理系统完成全自动的空中三角测

量、ＤＳＭ的生成、正射影像图的生成；② 由ＤＰ

Ｇｒｉｄ．ＳＬＭ实现全无缝测图。

３．１　基于刀片机的集成处理系统

如图９（ａ）为系统的全貌图，９（ｂ）为刀片机系

统，９（ｃ）是刀片机集成处理系统结构图。刀片机

由ＰＣ机作为主控进行集群处理。现今，该系统

是由２０个刀片、５Ｔ的磁盘阵列、４台ＰＣ机组成。

３．２　基于网络的全无缝测图系统

图１０（ａ）是其结构示意图，１０（ｂ）是该系统已经

用于“西部测图”项目的实际情况。图１１是ＤＰ

Ｇｒｉｄ．ＳＬＭ的流程。按生产单位的实际情况（测图的

作业员人数、测图工作站的台数、测图区域的大

小），对基于ＤＰＧｒｉｄ的空中三角测量结果生成的影

像叠拼图（或正射影像图）进行分区（图中将区域分

为相互之间有一定重叠的两个分区），将分区内的

影像（原始）与区域网空中三角测量的结果由服务

器分发到无缝测图工作站。作业员从一个模型可

以无缝地进入下一个模型，进行模型间的无缝测

图；在作业员之间的重叠部分是互相“透明”的，保

证了作业员之间的无缝测图，从而实现了整个区域

的无缝测图，测图结果（ＤＬＧ）全部在服务器上。

　　　图９　基于刀片机的集群处理系统

Ｆｉｇ．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ｌａｄｅｓ

　　　　

图１０　网络、无缝测图系统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１１　网络、无缝测

图系统流程

Ｆｉｇ．１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３．３　系统的特点

１）系统更抽象、更简单、更单纯。在一般情

况下，人工只需编制工程文件、量测控制点，系统

就能进行全自动空中三角测量，直接生成区域的

正射影像图。ＤＰＧｒｉｄ．ＳＬＭ作业员无需打开模型，

无需接边，无中间过程，如无需生成核线影像，从

而也能节省存储空间。

２）系统效率更高。系统不仅仅引入了可靠

性更高的匹配算法，同时也尽可能地减去中间流

程，作业员的操作简单、重复。

３）由于新一代的摄影测量系统是建立在网

络基础上的，它能与整个摄影测量的管理信息系

统（ＭＩＳ）连接起来，构成摄影测量生产、数据更

新、数据管理系统。

４）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它基于一个局域网

络，同时它也能纳入测绘的专业网络环境，实现摄

影测量的“网格”计算。

５）由于其生产效率高、操作简单、基于网络

环境，它能实现应急需求，建立快速响应系统。

６）将它改造（构建为单机版）后，能用于快速

产生航空摄影的缩略图，构建航空摄影质量评定

系统。

４　数字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

摄影测量是一门从物体二维影像重建三维空

间物体的学科。而计算机视觉的研究目标是使计

算机通过二维图像认知三维环境中物体的几何信

息，包括它的形状、位置、姿态、运动等，并对它们

进行描述、存储、识别与理解［１２］。显然，摄影测量

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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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计算机视觉具有同样的目标，数字摄影测量的

发展已经借鉴了许多计算机视觉的研究成果。尽

管如此，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４．１　两者发展的历史、目的不同

若从１８３９年尼普斯和达意尔发明摄影术算

起，摄影测量学已有１６０多年的历史，１８５１～１８５９

年，法国陆军上校劳赛达特提出的交会摄影测量

被称为摄影测量学的真正起点。世界上第一台电

子数字计算机（ＥＮＩＡＣ）在美国诞生后，计算机立

体视觉的开创性工作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

始的。美国 ＭＩＴ的Ｒｏｂｅｒｔ完成的三维景物分析

工作，把过去的二维图像分析推广到三维景物，这

标志着立体视觉技术的诞生［４］。

摄影测量的发展远早于计算机与计算机立体

视觉。在电子数字计算机出现之前，摄影测量已

经是测绘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摄影测量始

终是测绘学科的一个分支，通过摄影方式进行测

绘，特别是测绘地形图。因此，摄影测量与计算机

视觉的目的有很大的差异。

４．２　物体与影像之间关系的差异

由于两者目的之间的差异，它们对物体与影

像之间关系的描述是不同的。摄影测量需要测绘

地形图，因此它必须在地面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坐

标系，为了测绘这一地区而摄影的所有影像，它们

的外方位元素都属于这个统一坐标系犗犡犢犣；而

计算机视觉是以摄影机中心与光轴构成的坐标系

犛狓狔狕为准。因此，摄影测量中影像的外方位元

素是确定影像在物方空间的位置与方位；而计算

机视觉则是物体相对于影像的位置与方位［１３］。

当今，ＧＰＳ、ＰＯＳ数据能直接应用于摄影测

量，都是因为它们是在物方的统一坐标系中。

４．３　基本公式的差异

由于物体与影像基本关系之间的差异，从而

引起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之间的基本公式的差

异。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都是研究物体与影像

关系的，因此，描述三维物体与二维影像坐标之间

的关系公式是它们的基本公式。摄影测量的基本

公式为共线方程：

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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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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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烅

烄

烆 ）

而计算机视觉的基本公式为投影方程（犕 为投影

矩阵）：

犣犮

狓

狔

熿

燀

燄

燅１

＝

犳 ０ 狓０ ０

０ 犳 狔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０

犚 狋

０Ｔ
［ ］

１

犡

犢

犣

熿

燀

燄

燅１

＝犕犡

由此引起后面的计算公式的差异。

４．４　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测绘学科对观测值处理的方法是测量平差，

其数学基础是最小二乘法。摄影测量也不例外，

由观测值解求未知数，多是采用测量平差方法。

为此，摄影测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函数模型、

平差模型、未知数初值的确定、解的稳定性、观测

值中粗差的剔除、精度与可靠性的评定。这基本

上是测绘学科数据处理的一个统一流程。计算机

视觉通常采用矩阵分解，确定直接解，最小二乘法

在计算机视觉上也有应用，但是它不是主要方法。

两者的研究方法、思考问题的习惯都有明显的差

异。若要将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联系在一起，

笔者认为，“计算机视觉的摄影测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比“摄影测量的计算机

视觉”（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似乎更

为确切。

５　结　语

当今世界正在加速度地发展，摄影测量也是

如此。从ＤＰＧｒｉｄ概念的萌生至今还不到两年多

的时间，但是它已经获得了迅速的发展。ＤＰ

Ｇｒｉｄ．ＳＬＭ的ＳＰＯＴ模块已经在承担西部测图任务

的几个测绘局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ＤＰＧｒｉｄ的

刀片机集成处理系统的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第

二期工程也于近期完成。同样，它已经取得了很

好的成果，成功地为某些城市制作了正射影像图、

影像拼接图（有的单个文件数据量就达１７Ｇ），并

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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