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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铅垂线辅助空中三角测量研究

张祖勋１　张　勇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根据灭点理论建立了铅垂线辅助空中三角测量理论模型，讨论了控制点的分布和旁向重叠度对附加

铅垂线约束的空中三角测量的精度与可靠性的影响，最后结合实际数据对上述铅垂线辅助空中三角测量理

论分析结果进行了试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铅垂线约束可以作为一种控制条件，引入城区航空影像的空中

三角测量，以减少传统空三所需的高程控制点数，为城区航空影像的空中三角测量解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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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空中三角测量业已成为摄影测量方

法中影像参数解算的实用方法。但是，传统的空中

三角测量需要外业量测大量的地面控制点，这就需

要作业人员背负仪器、爬山涉水，不仅劳动强度大，

成本高，自动化程度低，周期长，有时还难以满足要

求。因此，人们对减少或完全摆脱地面控制点的航

空摄影测量作业模式的追求从未停止过。

早在５０年代初，人们就试图利用测高仪、高

差仪、水平线摄影仪来确定航空摄影影像的位置

与姿态，但是所有这些辅助数据最多能够解决中、

小比例尺的航空摄影测量［１］。事实上，这些辅助

数据是利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装备获取，但其精

度仍然不高，且成本十分昂贵，未能在实际生产中

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在航空摄影测量界，把ＧＰＳ与惯导

ＩＭＵ加以组合构成ＰＯＳ系统
［３］，并将其用于空中

三角测量，即ＰＯＳ辅助的空中三角测量，不仅可以

大大地减少传统区域网平差中所需的控制点数，同

时还可以获得很高的平差精度［４６］。但是，目前已

有的 ＰＯＳ系统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惯导系统

（ＩＭＵ）对我国的出口还存在一定的限制。因此，

研究在低硬件成本（不使用ＰＯＳ系统）的条件下，

使用其他方法来减少传统区域网平差中所需的控

制点数，仍然是具有很大经济价值的课题。

在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城市地区，城

市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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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严格相交于一点［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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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铅垂线作为一种控制条件，

用于约束航空影像的空间姿态角。文献［８］研究

了铅垂线辅助城区航空影像的绝对定向，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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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铅垂线约束条件

引入传统的空中三角测量，建立铅垂线辅助的区

域网光束法平差模型，分析并讨论控制点的分布

和旁向重叠度对附加铅垂线约束的区域网光束法

平差精度与可靠性的影响，最后结合实际数据对

上述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

了试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铅垂线约束可以作

为一种控制条件，引入到城区航空影像的空中三

角测量，用以减少传统空中三角测量所需的高程

控制点数，为城区航空影像的空中三角测量解算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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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铅垂线辅助空中三角测量

１．１　像底点观测的误差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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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交于一点，该点即所谓的

“灭点”。对于航空摄影来说，物方空间的铅垂线

也是一组平行线，它们在像平面上的投影同样汇

交于一“灭点”，该点又称作“像底点”。设犳为航

空影像的摄影机焦距，影像的旋转矩阵为：

犚＝

犪１ 犪２ 犪３

犫１ 犫２ 犫３

犮１ 犮２ 犮

熿

燀

燄

燅３

（１）

那么，可以求得影像像底点的坐标［８］：

狓０ ＝－犳·
犮１
犮３
，狔

０
＝－犳·

犮２
犮３

（２）

将式（２）线性化以后，可以得到像底点观测的误差

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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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应用中，首先对影像中的铅垂线束作

交会计算确定影像的像底点坐标，然后按照式（３）

对每一张影像列出两个误差方程式。

１．２　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法方程式的构建

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的数学模型是在自检

校光束法平差的基础上联合方程（３）所得到的一

组基础方程，可写为如下的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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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犞狓、犞犮、犞狊和犞犾分别为像点坐标、地面控制

点坐标、自检校参数和像底点坐标的观测值改正

数向量；狓＝［Δ犡 Δ犢 Δ犣］
Ｔ为加密点坐标未知数

增量向量；狋＝［ΔφΔωΔκΔ犡狊 Δ犢狊 Δ犣狊］
Ｔ为影

像外方位元素未知数的增量向量；犮＝［犮１ 犮２ 犮３

…］Ｔ为自检校参数向量；犃、犅和犆 为自检校光束

法平差误差方程中相应于狋、狓和犮未知数的系数

矩阵；珚犃为铅垂线误差方程对应于外方位元素未

知数的系数矩阵；犈，犈狓和犈犮为单位矩阵；犔狓、犔犮、

犔狊、犔犾分别为像点坐标观测值残差向量、控制点坐

标观测值残差向量、自检校参数虚拟观测值残差

向量和像底点坐标观测值的残差向量；犘犮、犘狊、犘犾

分别为控制点观测值权矩阵、自检校参数虚拟观

测值权矩阵和像底点坐标观测值的权矩阵。

根据最小二乘平差原理，由式（４）可以得到法

方程的矩阵形式为：

犅Ｔ犅＋犘犮 犅Ｔ犃 犅Ｔ犆

犃Ｔ犅 犃Ｔ犃＋珚犃
Ｔ犘犾珚犃 犃Ｔ犆

犆Ｔ犅 犃Ｔ犃＋珚犃
Ｔ犘犾珚犃 犃Ｔ犆

犆Ｔ犅 犆Ｔ犃 犆Ｔ犆＋犘

熿

燀

燄

燅狊

·

狓

狋

熿

燀

燄

燅犮

＝

犅Ｔ犔狓＋犘犮犔犮

犃Ｔ犔狓＋珚犃
Ｔ犘犾犔犾

犆Ｔ犔狓＋犘狊犔

熿

燀

燄

燅狊

（５）

　　比较上述法方程和传统的自检校光束法平差

的法方程［２］可知，引入的铅垂线附加观测主要反

映在系数矩阵的第二行第二列的子矩阵上，但是

法方程系数矩阵的良好稀疏带状结构并没有发生

改变。因此，依然可以使用传统的边法化边消元

的循环分块法［１］求解未知数向量。

２　精度与可靠性分析

为了能对区域网的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质

量作定量分析，使用一个１０条航带、每条航带２０

张影像的理想测区进行理论分析。分析中假定影

像的焦距为常见的１５３ｍｍ，像幅为２３０ｍｍ×

２３０ｍｍ。在每张影像中像点的分布如图１所示。

其中，重点讨论以下两个问题：① 控制点的分布

对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的精度与可靠性的影

响；② 旁向重叠度对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的精

度与可靠性的影响。

图１　航空影像中的像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Ｔｉ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

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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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控制点分布对平差精度与可靠性的影响

使用前述的理想测区对如图２所示的几种控

制点分布下的加密精度和可靠性进行分析和讨

论。图３所示为４种不同控制点分布时控制点的

内、外部可靠性数值。表１为４种控制点分布的

加密精度（像底点观测权为１）与平均可靠性数

值。表２为不同大小的测区（１０×１０，１０×２０，１０

×３０，１０×４０）在使用周边八点法（Ｅ８）布控时的

加密点坐标的平面精度与高程精度。

图２　４种不同的控制点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

图３　不同控制点分布时控制点的可靠性数值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

表１　４种控制点分布的加密精度与平均可靠性数值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Ｌａｙｏｕｔ

控制点分布 Ｅ８ Ｅ６犡 Ｅ６犢 Ｅ４

σ犡犢／σ０ ２．４５３ ３．５９２ ３．５５８ ６．３４３

σ犣／σ０ ２．０９８ ２．３７３ ２．３８４ ３．１１１

σ犡犢，ｍａｘ／σ０ ４．３６０ ６．９０５ ６．７３１ ９．５４２

σ犣，ｍａｘ／σ０ ３．３９８ ３．７４８ ３．５５６ ４．２７９

σ′０，狓的平均值 ７．６６２ ７．６８０ ７．６９２ ７．７１６

珋σ０，狓的平均值 ４．８６３ ４．８８２ ４．８９２ ４．９１７

表２　不同测区（Ｅ８布控）的加密精度与平均可靠性数值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ｏｃｋｗｉｔｈＥ８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ｉｎｔＬａｙｏｕｔ

测区 σ犡犢／σ０ σ犣／σ０ σ犡犢，ｍａｘ／σ０ σ犣，ｍａｘ／σ０

１０×１０ ２．２９７ ２．０８６ ３．９２６ ３．２６５

１０×１０ ２．４５３ ２．０９８ ４．３６０ ３．３９８

１０×３０ ２．８８７ ２．１２９ ５．３３３ ３．４６１

１０×４０ ３．４６７ ２．１６４ ６．７９２ ３．５００

　　由上述数据可知：

１）在传统光束法平差中引入像底点观测后，

只需测区４角的４个控制点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

高程精度。

２）在区域网周边增加控制点可以有效地提

高区域网的加密点平面精度，但是加密点的高程

精度却没有非常明显的提高。这说明，对于铅垂

线辅助的光束法平差而言，其加密点的平面精度

主要是由区域网周边的控制点决定的，附加的像

底点观测主要用于提高加密点的高程精度。

３）由表２可知，即使是使用周边８点布控方

案，区域网中加密点的平面精度也随着区域网的

逐渐增大而逐渐降低。因此，为了保证加密的平

面精度，当区域网较大时，必须在区域网的四边增

设平面控制。

４）在区域网周边增加控制点对区域网中摄

影测量连接点的可靠性没有明显的提高，说明摄

影测量连接点的可靠性只与测区的几何条件相

关，与控制点的分布基本上没有关系。

５）由图３可知，随着区域网周边控制点的增

多，地面控制点的内、外部可靠性都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显然，控制点的可靠性与控制点的间距有

关，间距越大，可靠性越差。而且在整个区域网

中，控制点的可靠性是最差的。因此，确保控制点

的质量依然是十分重要的。

２．２　旁向重叠度对平差精度与可靠性的影响

对于传统的光束法平差来说，增大旁向重叠

度可以提高加密点的精度。因此，有必要研究旁

向重叠度对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精度与可靠性

的影响。为此，使用１８条航线，每条航带２０张影

像，航带间的重叠度为６０％，布控方案为Ｅ４（即４

角布设４个平高控制点）的测区（加密点为２０行、

２０列的正方形格网）进行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

差。该测区中可以得到如表３所示的结果。其中

表３还列出了１０条航带、每条航带２０张影像、旁

向重叠度为２０％的测区（加密点为２１行、２０列的

正方形格网）的加密精度用于比较。

由表３的比较结果可以发现，与传统的光束

法平差一样，对于同等大小的测区，当增大测区航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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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间的旁向重叠度时，区域网的加密精度和内、外 部可靠性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表３　不同旁向重叠度时的加密精度与平均可靠性数值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ｄｅｏｖｅｒｌａｐ

旁向重叠度 加密点（列数×行数） σ犡犢／σ０ σ犣／σ０ σ犡犢，ｍａｘ／σ０ σ犣，ｍａｘ／σ０ δ′０，狓的平均值 珔δ０，狓的平均值

２０％ ２０×２１ ６．３４３ ３．１１１ ９．５４２ ４．２７９ ７．７１６ ４．９１７

６０％ ２０×２０ ３．８２８ ２．２８６ ５．８５０ ３．０４０ ５．８０９ ２．５０９

３　数据试验

试验测区共有６条航带，２０６张Ｚ／ＩＤＭＣ数

码航空影像，测区中航向重叠度为６５％，旁向重

叠度为３０％。影像的像元大小为１２μ，摄影比例

尺为１∶４０００，像机为ＲＣ３０像机。测区中一共

布设了４３个平高控制点。

在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试验中分别采用布

控方案Ｅ４（４角４个控制点）和Ｅ８（周边８个控制

点）进行传统的光束法平差和铅垂线辅助光束法

平差，精度检测结果如表４所示。铅垂线辅助光

束法平差在两种布控方案下检查点的残差分布如

图４和图５所示。

表４　试验测区的区域网平差结果

Ｔａｂ．４　Ｂｌｏｃ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Ｂｌｏｃｋ

定向方法 检查点数
单位权中误差 检查点均方根中误差／ｍ 检查点最大残差／ｍ

像方（μ） 物方／ｍ 犡 犢 犣 犡 犢 犣

ＡＴ（Ｅ４） ３９ ３．８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３ １．５５３ ０．１８６ ０．２１３ ２．５７３

ＡＴ（Ｅ８） ３５ ３．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３ ０．３２３ ０．１５４ ０．１６８ ０．６４１

ＡＴ＋ＶＬ（Ｅ４） ３９ ４．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７ ０．１３９

ＡＴ＋ＶＬ（Ｅ８） ３５ ４．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７ ０．１６５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５

图４　Ｅ４布控时的检查点残差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Ｌａｙｏｕｔ

　　　　
图５　Ｅ８布控时的检查点残差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Ｌａｙｏｕｔ

　　分析精度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 与传统的光

束法平差相比，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的高程精

度有非常明显的提高。这说明由影像中铅垂线确

定的像底点观测可以起到很好的高程辅助控制作

用。② 对于铅垂线辅助的光束法平差来说，在区

域网周边增加平面控制可以改善加密的平面精

度，但是对高程精度的改善并不明显。这说明铅

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的平面精度依然主要是由测

区周边的平面控制决定的。

４　结　语

　　本文将铅垂线约束条件引入传统的空中三角

测量，建立铅垂线辅助的区域网光束法平差模型，

分析并讨论了控制点分布和旁向重叠度对铅垂线

辅助区域网光束法平差的精度与可靠性的影响，

最后结合实际数据对上述铅垂线辅助光束法平差

理论分析结果进行试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将

铅垂线约束作为一种辅助的高程控制条件引入城

区航空影像的空中三角测量，用以减少传统空三

所需的高程控制点数，从而为城区航空影像的空

中三角测量解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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