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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ＩＭＵ／ＤＧＰＳ辅助ＡＤＳ４０影像直接定位的基本方法，针对不同ＡＤＳ４０扫描条带采用不同的局

部空间直角坐标系的现状，推导了航带间外方位元素的统一化处理算法。试验结果表明，ＡＤＳ４０影像直接定

位的误差是系统性的，因此在生产作业中引入少量控制点参与平差仍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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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航空线阵ＣＣＤ传感器，剧烈变化的外方

位元素会使影像形成严重的几何变形而无法直接

用于测图［１］。瑞士Ｌｅｉｃａ公司推出的直接获取数

字影像的机载 ＣＣＤ 传感器 ＡＤＳ４０
［２，３］集成了

Ａｐｐｌａｎｉｘ 公 司 的 ＩＭＵ／ＤＧＰＳ 产 品 ＰＯＳ／ＡＶ

５１０，可较精确地测定传感器成像瞬间的外方位元

素。如果其测量精度能够满足摄影测量测图的要

求，就可直接用于ＡＤＳ４０影像的对地定位，从而

实现无需空中三角测量的作业流程，航测成图周

期将大大缩短。

目前报道的关于ＡＤＳ４０影像定位处理的研

究大多采用 Ｌｅｉｃａ公司的商业软件 ＯＲＩＭＡ 进

行，其实现的技术细节并未涉及。为此，本文对

ＩＭＵ／ＤＧＰＳ辅助的ＡＤＳ４０影像直接对地定位的

具体算法进行理论与试验研究，针对不同的

ＡＤＳ４０航带采用不同的物方坐标系的现状，推导

出航带间外方位元素统一化处理的有关公式，并

利用３组ＡＤＳ４０数据进行试验。

１　犃犇犛４０影像的直接定位

１．１　构像模型

ＡＤＳ４０相机采用行中心投影，其构像模型仍

是透视成像的共线条件方程。设地面点犘（犡，犢，

犣）在犔０ 影像上的像素坐标为（狉，犮），相应的焦平

面坐标为（狓，狔），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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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式中，（犡犛，犢犛，犣犛）为扫描行狉成像时的外方位线

元素；犪犻、犫犻、犮犻（犻＝１，２，３）则是由同一时刻的角方

位元素（ω，φ，κ）构成的旋转矩阵的元素。ＡＤＳ４０

影像采用ＩＳＰＲＳ推荐的ωφκ角元素系统，以犡

轴为第一旋转轴。各采样周期的外方位元素

（犡犛，犢犛，犣犛，ω，φ，κ）保存在影像相应的定向数据

文件（ＯＤＦ文件）中。

在式（１）中，焦平面坐标（狓，狔）是利用ＡＤＳ４０

原始影像犔０像点的列坐标犮在相机参数文件中内

插得到的。由于犔０ 影像存在几何变形，不能直接

用于立体观察，进行几何校正后得到的犔１ 影像才

是进行立体量测、影像匹配和地物采集的基础。因

此，在犔１影像上量测得到的像点坐标必须换算到

犔０影像方可引入到式（１）的共线条件方程，其中涉

及到多种坐标变换，具体方法参见文献［４］。

１．２　地面点坐标的计算

将犔１ 影像上量测得到的像点坐标变换到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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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以此为基础在相机参数文件和ＯＤＦ数据文

件中内插出焦平面坐标（狓，狔）和外方位元素，然

后，可根据同名点的焦平面坐标计算相应的地面

点坐标（犡，犢，犣），其基本原理是多片前方交会。

在式（１）中，由于内、外方位元素已知，则以地

面坐标（犡，犢，犣）为未知数可将其线性化为
［５］：

狏狓 ＝－犪１１Δ犡－犪１２Δ犢－犪１３Δ犣－犾狓

狏狔 ＝－犪２１Δ犡－犪２２Δ犢－犪２３Δ犣－犾
｛

狔

（２）

式中，犪１１＝（犪１犳＋犪３狓）／珚犣；犪２１＝（犪２犳＋犪３狔）／珚犣；

犪１２＝（犫１犳＋犫３狓）／珚犣；犪２２＝（犫２犳＋犫３狔）／珚犣；犪１３＝（犮１

犳＋犮３狓）／珚犣；犪２３＝（犮２犳＋犮３狔）／珚犣；犾狓＝狓＋犳
犡
珚犣
；犾狔

＝狔＋犳
犢
珚犣
。

其中，

珡犡 ＝犪１（犡－犡犛）＋犫１（犢－犢犛）＋犮１（犣－犣犛）

珚犢＝犪２（犡－犡犛）＋犫２（犢－犢犛）＋犮２（犣－犣犛）

珚犣＝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犣犛

烅

烄

烆 ）

式（２）即为多片最小二乘前方交会的误差方程。

在给定坐标初值后，通过迭代计算即可得到地面

坐标（犡，犢，犣）。地面坐标初值可利用三线阵影

像构成的任意一个立体前方交会得到。

１．３　犗犇犉文件的物方坐标系

为了尽可能减小地球曲率对摄影测量平差结

果的负面影响，ＡＤＳ４０影像的外方位元素建立在

局部空间直角坐标系（ＬＳＲ）的基础上。ＬＳＲ坐

标系的原点称之为锚点，锚点坐标保存在相应影

像的支持文件中［４］。

在分析ＡＤＳ４０犔１ 影像的辅助信息时发现，

地面处理软件ＧＰｒｏ（本文试验采用的版本是３．０）

在利用ＰＯＳ／ＡＶ的后处理结果生成各影像扫描

行的外方位元素时，对每个ＡＤＳ４０航带采用了不

同的锚点坐标，即不同的ＡＤＳ４０航带采用了不同

的物方坐标系。因此，必须将各航带的物方坐标

系归化到一个统一的ＬＳＲ坐标系中，这是进行多

航带联合定位或区域网平差的前提。

２　航带间外方位元素的统一化

２．１　犃犇犛４０外方位元素计算的基本原理

ＡＤＳ４０影像各扫描行外方位元素的计算是

在ＰＯＳ后处理软件ＰＯＳＰｒｏｃ的结果上进行的，

主要包括平滑轨迹的最优估计文件和相应的精度

文件。最优估计文件中按照一定的频率记录了飞

行期间各ＩＭＵ采样瞬间ＩＭＵ中心的 ＷＧＳ８４大

地坐标（犅，犔，犎）以及ＩＭＵ相对于局部水平坐标

系的俯仰（Θ）、侧滚（Φ）和航偏角（Ψ）等信息。

根据外方位元素的定义，由物方坐标系到像

空间坐标系的旋转可分解为物方坐标系（犿）→地

心直角坐标系（犈）→局部水平坐标系（狀）→ＩＭＵ

坐标系（犫）→相机坐标系（犮）→像空间坐标系（犻）

的连续旋转。因此，由角元素（ω，φ，κ）构成的旋

转矩阵犚犿犻（ω，φ，κ）可表示为：

犚犿犻（ω，φ，κ）＝犚
犿
犈（犅０，犔０）·犚

犈
狀（犅，犔）·

犚狀犫（Ψ，Θ，Φ）·犚
犫
犮（犲狓，犲狔，犲狕）·犚

犮
犻（０，π，π）

（３）

式中，（犔０，犅０，０）为ＬＳＲ坐标系的锚点坐标；（犲狓，

犲狔，犲狕）为ＩＭＵ 坐标系与相机坐标系的视轴偏心

角。各坐标系的定义及旋转矩阵的构成详见文献

［６］。根据犚犿犻（ω，φ，κ）即可求出角元素（ω，φ，κ）。

外方位线元素（犡犛，犢犛，犣犛）的计算采用下式：

犡犛

犢犛

犣

熿

燀

燄

燅犛

＝犚
犿
犈

犡ＩＭＵ

犢ＩＭＵ

犣

熿

燀

燄

燅ＩＭＵ

犈
烄

烆

＋

犚犈狀犚
狀
犫（Ψ，Θ，Φ）

狓犾

狔犾

狕

熿

燀

燄

燅犾

犫

－

犡０

犢０

犣

熿

燀

燄

燅

烌

烎０

（４）

式中，（犡０，犢０，犣０）和（犡ＩＭＵ，犢ＩＭＵ，犣ＩＭＵ）分别为

ＬＳＲ坐标系锚点（犅０，犔０）及ＩＭＵ几何中心的地

心直角坐标；（狓犾，狔犾，狕犾）为 ＡＤＳ４０镜头透视中心

在ＩＭＵ坐标系中的坐标。

２．２　线元素的统一化

设测区统一ＬＳＲ坐标系的锚点坐标为（犅′０，

犔′０，０），则根据ＬＳＲ坐标系的定义，可采用以下两

个步骤将线元素（犡犛，犢犛，犣犛）从航带ＬＳＲ坐标系

变换到测区统一ＬＳＲ坐标系。

１）从航带 ＬＳＲ坐标系变换到地心直角坐

标，公式为：

犡犈

犢犈

犣

熿

燀

燄

燅犈

＝犚
犈
狀（犅０，犔０）

犡犛

犢犛

犣

熿

燀

燄

燅犛

＋

犡０

犢０

犣

熿

燀

燄

燅０

　　２）从地心直角坐标变换到测区统一ＬＳＲ坐

标，公式为：

犡′犛

犢′犛

犣′

熿

燀

燄

燅犛

＝犚
犈
狀（犅′０，犔′０）

Ｔ

犡－犡′０

犢－犢′０

犣－犣′

熿

燀

燄

燅０

式中，（犡０，犢０，犣０）和（犡′０，犢′０，犣′０）分别为航带和

测区统一ＬＳＲ坐标系原点对应的地心直角坐标。

２．３　角元素的统一化

根据式（３），利用ＰＯＳ提供的姿态参数计算

外方位角元素的公式可表示为：

９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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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犿犻（ω，φ，κ）＝犚
犿
犈（犅０，犔０）·

犚犈犻（犅，犔，Ψ，Θ，Φ）

于是有：

犚犈犻 ＝ （犚
犿
犈）

Ｔ·犚犿犻

因此，像空间坐标系（犻）在测区统一ＬＳＲ坐标系

（犿′）中的旋转矩阵可表示为：

犚犿′犻 （ω′，φ′，κ′）＝犚
犿′
犈（犅′０，犔′０）·犚

犈
犻（犅，犔，Ψ，Θ，Φ）

＝犚
犿′
犈 （犅′０，犔′０）·（犚

犿
犈（犅０，犔０））

Ｔ·犚犿犮（ω，φ，κ）

根据犚犿′犻 （ω′，φ′，κ′）即可求出（ω′，φ′，κ′）。

３　试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　试验资料

采用Ｌｅｉｃａ公司提供的瑞士 Ｗａｌｄｋｉｒｃｈ试验

区及陕西临潼测区的 ＡＤＳ４０数据进行试验。

Ｗａｌｄｋｉｒｃｈ试验区面积约８×８ｋｍ２，平均地面高

度６５０ｍ，最大高差约１８０ｍ。测区内布设了３０

个检查点，基本上都位于道路斑马线端点，可识别

性较好。分别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先后组织了两

次航空摄影，在测区两端都分别加飞了构架航线。

临潼测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属于关中平原

边缘地带，海拔高度在４００～１２００ｍ之间，西部

为平原、丘陵地带，东部为山地。２００６年７月采

用安３０飞机进行了航空摄影，航高４８００ｍ，设

计了３条东西向航线，拟定成图比例尺１∶

１００００。３套试验数据的基本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ＡＤＳ４０试验数据信息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ＡＤＳ４０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测区 ＷＫ０２０５ ＷＫ０４０９ ＬＴ０６０７

测区位置 Ｗａｌｄｋｉｒｃｈ Ｗａｌｄｋｉｒｃｈ 西安临潼

航摄时间 ２００２０５１６ ２００４０９０２ ２００６０７３０

相对航高 ２０００ｍ ３５００ｍ ４８００ｍ

地面像元大小 ０．２０ｍ ０．３５ｍ ０．５０ｍ

检查点数 ３０ ２９ ２８

航线数 ４＋２ ２＋２ ３

３．２　结果与分析

对３套试验数据（ＷＫ０２０５和 ＷＫ０４０９中没

有考虑交叉航线），首先利用上文推导的外方位元

素统一化处理算法，将３个试验区中不同扫描航

带的外方位元素归化到测区统一ＬＳＲ坐标系中，

然后利用多片前方交会逐个计算出各检查点的地

面坐标，并将其与相应的野外实测坐标进行比较，

得到各点的定位误差，统计如表２所示。

从试验结果不难看出，３套ＡＤＳ４０数据直接

定位均可达到１．５～２．５个地面像元的平面精度，

高程精度优于５．１个像元，表明在当前的技术条

表２　犃犇犛４０数据直接定位误差统计

Ｔａｂ．２　ＤＧＥｒｒｏｒＳｔａｔ．ｏｆＡＤＳ４０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测区
中误差／ｍ 中误差／ＧＳＤ 最大误差／ｍ

平面 高程 平面 高程 平面 高程

ＷＫ０２０５ ０．３０５ １．０３１ １．５ ５．１ ０．６７７ １．２７５

ＷＫ０４０９ ０．８８４ ０．２８９ ２．５ ０．８ １．４５８ ０．８２１

ＬＴ０６０７ ０．８６０ １．１０５ １．７ ２．２ １．７８７ １．７５３

件下，ＩＭＵ／ＤＧＰＳ系统直接测算的外方位元素还

不能达到像素级的定位精度，利用少量地面控制

点参与平差仍是比较稳妥的作业方法。

上述结果同时表明，不同试验数据之间高程

精度的差别较大，特别是 ＷＫ０２０５数据的高程中

误差超过５个地面像元，主要原因在于ＰＯＳ／ＡＶ

数据在高程方向存在常量误差。在区域四角布设

平高控制点进行ＰＯＳ辅助ＡＤＳ４０影像的定向片

法平差，解算出ＰＯＳ数据在高程方向存在１ｍ左

右的系统偏移量。

按照现行国家规范的规定，山地１∶１００００

比例尺地形图测绘要求平面精度优于３．５ｍ，高

程精度优于２ｍ，因此ＬＴ０６０７数据直接定向的

结果可满足其精度要求，说明对于中等比例尺的

地形图测绘，ＡＤＳ４０相机可大大减少或省去地面

控制点，从而可有效缩短航测作业周期。但是，依

据国家规范的要求，如果数字航摄影像的空中加

密可达到２个像元的精度，则测图所需航摄影像

的地面分辨率仅为１ｍ。因此，对于ＬＴ０６０７数

据而言其０．５ｍ的地面分辨率显得过高而降低

了作业效率。在提高飞行高度、增大航带影像的

旁向跨度后，ＡＤＳ４０数据的直接定向是否仍能满

足精度要求，还需进一步验证。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检查点上的误差分布情况，

本文绘制了各点的误差矢量图。限于篇幅限制，这

里仅给出了 ＷＫ０２０５测区的结果，如图１、图２所

示，ＷＫ０４０９和ＬＴ０６０７测区与其情况类似。

图１　ＷＫ０２０５定

位的平面误差

Ｆｉｇ．１　ＰｌａｎａｒＥｒｒｏｒｏｆ

ＷＫ０２０５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图２　ＷＫ０２０５定

位的高程误差

Ｆｉｇ．２　ＨｅｉｇｈｔＥｒｒｏｒｏｆ

ＷＫ０２０５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从图中可明显看出，ＡＤＳ４０影像直接定位的

误差主要是系统性的，仅在个别点上误差的方向

０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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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点不一致。进一步分析这些误差分布不规

则点的位置后发现，它们都位于两条航线的旁向

重叠区内，各点交会的光线数都在５条以上。由

于这两条航线飞行方向相反，可能会中和部分定

位误差。为此本文进一步对 ＷＫ０２０５数据进行

了单航带直接定位试验，表３给出了定位误差的

中误差及平均值。

表３　ＷＫ０２０５单航带直接定位误差统计／ｍ

Ｔａｂ．３　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ｒｉｐＤＧＥｒｒｏｒｏｆＷＫ０２０５Ｄａｔａｓｅｔ

航带
中误差 误差均值

犡 犢 犣 犡 犢 犣

１０３９ ０．２５ ０．１２ ０．９３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９２

１０４５ ０．１９ ０．２２ １．０５ －０．１６ －０．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２ ０．４０ ０．２３ １．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７ １．００

１１１１ ０．２２ ０．１８ ０．９８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９７

　　对比表３中的中误差与误差均值不难发现，

单航带的直接定位误差整体上也具有一定的系统

性，在犡、犣方向上尤为明显，犢 方向上误差数值

相对较小，系统性不是很突出，这可能是由于

ＩＭＵ／ＤＧＰＳ数据后处理得到的相机位置参数在

３个坐标分量上的不同误差特性造成的。通过对

ＡＤＳ４０硬件系统及数据预处理技术的分析，ＤＧ

的误差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ＩＭＵ轴线偏

差。② ＧＰＳ、ＩＭＵ的偏心分量。③ ＧＰＳ和ＩＭＵ

的系统漂移。

综上所述，由于ＩＭＵ／ＤＧＰＳ系统存在系统

性误差，ＡＤＳ４０影像的直接定位难以达到像素级

的定位精度，直接利用ＰＯＳ数据进行立体测图会

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为了得到高精度的定位

结果，充分发挥ＩＭＵ／ＤＧＰＳ提供的位置和姿态

参数的潜力，进行ＩＭＵ／ＤＧＰＳ数据与摄影测量

观测值的联合平差仍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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