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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利用外视场拼接技术生成虚拟影像的主要过程和原理，包括相机检校、影像纠正、内部相对定

向、虚拟影像生成。实验结果表明，ＳＷＤＣ４数字航摄仪的高程精度指标达到同类产品的国际领先水平，平面

精度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测图精度检测结果表明，使用ＳＷＤＣ４数码航空相机影像资料测制的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５０００比例尺地形图满足精度要求，优于规范规定的限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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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数码航空相机生产厂商及

其产品主要包括 ＵｌｔｒａＣａｍＤ大像幅数码航空相

机、ＤＭＣ大像幅数码航空相机、ＡＤＳ４０推扫式线阵

数码航摄相机［１，２］。从类型上看，主要分为线阵相

机和面阵相机两类。线阵相机（如ＡＤＳ４０）的镜头

只有一个，是严格的中心投影［２］，基高比大，推扫方

式有利于正射影像的生成，但是对飞行条件要求高

（如需ＰＯＳ、地面站支持等），覆盖范围小，后续处理

复杂，且现有的处理系统无法处理等；面阵相机（如

ＤＭＣ、ＵＣＤ）的影像质量好，平面精度高，完全满足

大比例尺作业的要求，且处理方便，但国内外的大

量试验［１４］表明，其基高比较小，覆盖范围小，高程

精度低。为克服以上相机的缺点，研制开发了具

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新型数码航空相机。

本文对利用外视场拼接技术生成大幅面面阵航空

相机的虚拟影像进行了研究。

１　拼接原理

由于技术原因，直接生产大幅面的ＣＣＤ面阵

相机还有一定的困难［１，５］，一般是采用几个小面

阵ＣＣＤ组合成较大面阵，且基本符合中心投影。

这样，虚拟影像生成即影像的拼接便显得至关重

要。ＳＷＤＣ４相机影像是用四个独立的小面阵相

机影像拼接而成的，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水平像片

上重叠部分的同名点，根据旋转平移关系求解四

幅影像的相对方位元素，然后将水平影像同时投

影到虚拟影像上。

１．１　相机检校与畸变改正

相机检校就是检查和校正摄影机（摄像机）内

方位元素和镜头光学畸变系数的过程。它几乎是

所有摄影测量处理方法必须经过的一个作业过程，

同时也是提高摄影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ＳＷＤＣ４所用的相机为民用非量测型相机，没有

固定的内方位元素而不能用于测量，所以首先要进

行高精度的单机检校。在对拥有数百个精密坐标

标志点的检校场进行拍照后，应用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软件

对检校场拍摄的影像进行光束法平差，计算得到主

距（犳）、主点偏移（狓０，狔０）、径向畸变参数（犓１，犓２，

犓３）、偏心畸变参数（犘１，犘２）、焦平面畸变参数（犫１，

犫２），相机的内方位元素精度在２μｍ以内。

在获取高精度畸变参数后，须将原始影像根

据畸变公式逐像元地进行畸变差改正［６］，得到主

点偏移和镜头畸变差均为零的理想影像，为后续

处理提供方便，图１（ｂ）是经简单匀光之后的畸变

改正影像。为验证检校与改正的可靠性，将改正

后的影像再次进行检校，经解算后，主点坐标趋于

零，各项畸变参数值减小１～２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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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虚拟影像拼接

Ｆｉｇ．１　Ｍｏｓａｉｃｉｎｇ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ｍａｇｅ

１．２　水平纠正

根据设计倾角（或经平台检校精确求出，

ＳＷＤＣ４的设计倾角分别为φ＝２０°，ω＝１６°），分

别将倾斜影像纠正成水平影像，以便进行影像匹

配与虚拟影像拼接。图２为四个相机的位置分布

以及原始、水平纠正影像示意图，图中标号顺序的

变化是由于各个相机有一定的倾角引起的。图

１（ｃ）为经过部分裁切后的有效纠正影像实例。

图２　原始与水平纠正影像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Ｉｍａｇｅ

１．３　影像匹配

在纠正影像十字形重叠范围内，自动匹配影

像间的同名点是生成虚拟影像的前提和难点，它

不仅要求精度高、速度快，而且要相当稳健。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
［７］是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使用非常广泛

的点特征提取算子，算法简单、稳定。本文采用改

进的Ｈａｒｒｉｓ算子
［８］。试验证明，该检测法具有更

高的可靠性和准确度。

提取特征点后，先用相关系数法根据限差确

定每一特征点的候选匹配点，由于投影差较小，匹

配成功率比较高。然后利用整体松弛匹配方法确

定每一特征点最优的匹配结果。获取像元精度级

匹配结果后，还必须进行子像元级匹配，即利用最

小二乘方法［９］进行高精度相关，以提高影像拼接

时的精度。

１．４　内部相对定向

由于机械安装的不稳定性以及相机曝光的微

小时间差，在实际拍摄时，各个相机的相对位置关

系会与安装后平台检校时的值有微小差异［１０］。

为减小由此引起的误差，根据影像重叠范围内自

动匹配获取的高精度（０．３像素）同名像点，利用

光束法平差的方法精确求出各个相机的相对位置

关系，本文称作内部相对定向。与常规相对定向

不同，它引入了线方位的微小平移，这在理论上对

于高程起伏地区是不严密的，但经理论推导，在一

定的误差允许范围内，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１］。

由于角元素与线元素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

易一起作为未知参数求解，考虑到线方位误差影

响较小，并且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准确获取，在平差

计算时，将线方位平移量作为已知值，只将角方位

元素作为未知数求解［１１］。

如图２所示，假定四个水平纠正影像的旋转

角分别为φ犻、ω犻、κ犻（犻＝１，…，４），则对应的旋转矩

阵犚犻为：

犚犻 ＝

犪犻１ 犪犻２ 犪犻３

犫犻１ 犫犻２ 犫犻３

犮犻１ 犮犻２ 犮犻

熿

燀

燄

燅３

＝

ｃｏｓφ犻ｃｏｓκ犻－ｓｉｎφ犻ｓｉｎω犻ｓｉｎκ犻 －ｃｏｓφ犻ｓｉｎκ犻－ｓｉｎφ犻ｓｉｎω犻ｃｏｓκ犻 －ｓｉｎφ犻ｃｏｓω犻

ｃｏｓφ犻ｓｉｎκ犻 ｃｏｓω犻ｃｏｓκ犻 －ｓｉｎω犻

ｓｉｎφ犻ｃｏｓκ犻＋ｃｏｓφ犻ｓｉｎω犻ｓｉｎκ犻 －ｓｉｎφ犻ｓｉｎκ犻＋ｃｏｓφ犻ｓｉｎω犻ｃｏｓκ犻 ｃｏｓφ犻ｃｏｓω

熿

燀

燄

燅犻

（１）

　　投影中心坐标相对于１号相机为犇狓犻、犇狔犻、

犇狕犻（犻＝１，…，４）。各个相机的投影中心坐标根据

ＧＰＳ记录的曝光信号以及相互间的曝光时间差，

经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后处理软件ｗａｙｐｏｉｎｔ解算得

到。现以１号相机为参考，即φ１＝ω１＝κ１＝０，犚１

＝犈，犇狓
１
＝犇狔１＝犇狕１＝０。摄影时，４台相机同步

曝光，且投影中心间距很小（狓、狔方向分别为０．

１４５ｍ、０．１１３ｍ），可以认为四个投影中心的犣坐

标相等，即犇狕
１
＝犇狕

２
＝犇狕

３
＝犇狕

４
＝０。在仅考虑

犇狓 与犇狔 影响的情况下，其余三个相机水平纠正

影像上某一像点（狓犻，狔犻）在经过微小旋转和平移

改正后的坐标（狓′犻，狔′犻）为：

狓′犻＝－犳
犪犻１狓犻＋犪犻２狔犻－犪犻３犳
犮犻１狓犻＋犮犻２狔犻－犮犻３犳

＋犽犇狓犻 （２）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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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犻＝－犳
犫犻１狓犻＋犫犻２狔犻－犫犻３犳
犮犻１狓犻＋犮犻２狔犻－犮犻３犳

＋犽犇狔犻 （３）

其中，犽＝犳／犎，犎 为平均相对航高；犻＝２，３，４。根

据重叠范围内同名点坐标相等原则，有：

狓′犻－狓′犼＝０，狔′犻－狔′犼＝０ （４）

其中，下标犻、犼的取值共有四组，即（犻，犼）＝｛（１，

２），（１，４），（２，３），（３，４）｝，并且狓′１＝狓１，狔′１ ＝狔１。

如狓′１ －狓′２ ＝０，表示１号相机对应的水平纠正影

像上某一像点坐标在经微小旋转和平移改正后应

与２号水平影像上经旋转和平移改正后同名像点

坐标相等。这样可以列出四组共８个方程，含有

φ犻、ω犻、κ犻（犻＝２，３，４）９个未知数，φ１＝ω１＝κ１＝０。

将式（２）、式（３）带入式（４）并线性化得：

狏狓犻犼 ＝－犳１＋
狓２

犳（ ）２ Δφ犻－狓狔犳Δω犻＋狔Δκ犻＋犳１＋
狓２

犳（ ）２ Δφ犼－狓狔犳Δω犼－狔Δκ犼－（狓′０犻 －狓′０犼）

狏狔犻犼 ＝－
狓狔
犳
Δφ犻－犳１＋

狔
２

犳（ ）２ Δω犻－狓Δκ犻＋狓狔犳Δφ犼＋犳１＋
狔
２

犳（ ）２ Δω犼＋狓Δκ犼－（狔′０犻 －狔′０犼）
（５）

　　根据误差方程式构成法方程式，并解算９个未

知角元素的改正数，将改正数与未知数相加，构造

新的法方程并解算。如此逐渐趋近，直到前后两次

改正值之差小于一个极限值（１０－７），迭代终止。试

验表明，迭代３～４次就可达到很好的结果。

１．５　虚拟影像拼接

虚拟影像对应的投影中心一般取四台相机的

平均值［１２］，由于各相机的间距很小，本文将１号

相机的投影中心直接作为虚拟影像的投影中心，

即１号相机水平纠正影像上的像点保持不变，将

其余水平纠正影像上的像点按式（２）、式（３）逐一

投影到１号相机水平纠正影像上，便可得到最终

的虚拟影像。在投影过程中，对于重叠区域部分

的像素灰度值，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得到，非重叠

部分直接取对应水平影像上的灰度值。最终虚拟

影像的大小由拼接影像的最小内接矩形确定，如

图２虚线部分所示。图１（ｄ）为经匀色处理与裁

切后的虚拟影像。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拼接模型的可靠性，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用

ＳＷＤＣ４在北京八达岭地区７．０６ｋｍ ×２．５１ｋｍ

范围进行了航飞试验，此次飞行的航高为５５５ｍ，

ＧＳＤ１０ｃｍ，航向８０％重叠，旁向６０％重叠，宽像

对飞行方式，共六条航线，基线长２００ｍ，共布设

了５８个５０ｃｍ×５０ｃｍ大小的人工地标点（图３

中黑色三角形所示）作为控制点和检查点，其中密

集区３０个。该区１７８张虚拟影像的拼接中误差

均在３μｍ以内，说明该拼接模型与处理方法的

正确性和稳定性。对获取的虚拟影像分别进行了

单像对模型定向与ＧＰＳ辅助空中三角测量试验。

在密集地标点区域，用静态ＧＰＳ测出地标点大地

坐标，并在ＪＸ４ＣＤＰＷ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上

进行单像对大地定向，精度如表１所示。ＧＰＳ辅

图３　八达岭试验控制点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ＤａＬｉｎｇＢｌｏｃｋ

助空中三角测量试验采用 ＧｅｏｌｏａｄＡＴ、ＰＡＴＢ、

ＤＰＧｒｉｄ、ＷｕＣＡＰＳ空中三角测量软件同时进行

解算，其精度如表２所示。

表１　单像对绝对定向精度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ｉｒ

像对号 犿狓／ｃｍ 犿狔／ｃｍ 犿狓狔／ｃｍ 犿狕／ｃｍ 点数 重叠度／％

８４８５ ５．５ ３．３ ６．４ ８．１ ２３ ８１

８４８６ ４．０ ４．１ ５．７ ５．５ ２３ ６３

８４８７ ２．６ ２．８ ３．８ ４．３ ２３ ４９

８５８７ ４．８ ３．７ ３．７ ６．１ ２３ ６３

２４２６ ４．４ ３．６ ５．６ ５．７ ２０ ６３

２５２７ ３．１ ４．０ ５．０ ５．９ ２４ ６３

　　从表１、表２可以看出：① 高程中误差几乎与

重叠度成正比，高程精度主要和基高比有关，这表

明四拼虚拟影像的拼接误差极小。② 在相同重

叠度条件下（６０％），像对的高程相对中误差达到

１／１００００左右，说明拼接技术是可行的，相机设

计也是合理的。③ ＧＰＳ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多个

检查点的高程精度最高可达１／１００００以上，达到

了与平面精度相当的水平，这是目前传统胶片相

机和国外同类型面阵相机所不能及的。

３　结　语

经过多影像高精度拼接技术生成的符合中心

投影的大幅面虚拟影像，无论是空中三角测量精

度还是单模型定向精度，均达到了１／１００００以上

的精度，是目前面阵相机空三结果中精度最高的，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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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犌犘犛辅助空中三角测量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Ｐ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Ａｅｒｉ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平差软件

定向点 检查点

犿狓／ｍ 犿狔／ｍ 犿狕／ｍ
平面

点数

高程

点数
犿狓／ｍ 犿狔／ｍ 犿狕／ｍ

平面

点数

高程

点数

高程相

对精度

备　注

ＧｅｏｌｏａｄＡＴ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７ １５ １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９ ４２ ４２ １／１１３２７ 航向６０％，旁向６０％，两边控制

ＧｅｏｌｏａｄＡＴ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９ １１ １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３ ３９ ３９ １／７６００ 航向６０％，旁向３０％，两边控制

ＰＡＴＢ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４ 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４ ４８ ４８ １／７５００ 航向６０％，旁向６０％，四角控制

ＰＡＴＢ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４ 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４ ４８ ４８ １／１０２７８ 航向８０％，旁向６０％，四角控制

ＤＰＧｒｉｄ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２ ４ ４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５ ４８ ４８ １／７４００ 航向６０％，旁向６０％，四角控制

ＤＰＧｒｉｄ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５ ４ 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０ ４８ ４８ １／１１１００ 航向８０％，旁向６０％，四角控制

ＷｕＣＡＰＳ － － － ４ １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５ ４４ ３６ １／１００９０ 航向６０％，旁向３０％，两边控制

ＷｕＣＡＰＳ － － － ４ １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２ ４８ ３７ １／８９５２ 航向８０％，旁向６０％，两边控制

能够满足航空摄影规范的要求。高冗余影像资料

（航向８０％～９０％重叠，旁向６０％重叠）具有较高

的精度和可靠性，ＳＷＤＣ４将为基于短基线、多基

线序列影像的立体匹配技术在摄影测量领域中的

应用，实现数码航空摄影与数据处理完全自动化

和智能化提供可靠的数据来源，对测绘行业的发

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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