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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重叠度面阵航空数码影像的自动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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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重叠度航空数码影像提出了一种像方匹配自由网平差物方匹配的自动转点方法。首先，通

过像方匹配和自由网平差获得影像外方位元素，为物方影像匹配提供初始值；然后，引入共线几何约束条件，

使基于物方的多片最小二乘影像匹配可以顾及影像外方位元素的误差；最后，实现多张影像的整体匹配，以提

高自动转点的可靠性和成功率。经对某地区一组大重叠面阵航空数码影像试验证实，该方法能够成功地匹配

出大重叠度影像的航带连接点，可满足摄影测量区域网平差的自动转点要求，并显著提高加密点的高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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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测量区域网平差（即摄影测量加密）至少

需要两种观测值：控制点的地面坐标和加密点的

像平面坐标。其中，影像间的像片连接点将决定

区域网的几何强度，坐标量测精度直接决定加密

结果的质量。随着数码航摄仪的日益推广使用，

获取大重叠度数字航空影像已经变得越来越容

易，将成为航空摄影的一种通用作业模式。对于

航向重叠８０％、旁向重叠６０％的大重叠度区域航

空摄影影像，同一地物点有可能同时成像于１５张

影像上。如何充分利用影像间的冗余信息，可靠

而又准确地将这些影像间的同名像点快速地匹配

出来，已成为当代航空摄影测量的突出问题。

就航向６０％、旁向３０％重叠的常规航空摄影

影像的自动转点而言，有多种成功的最小二乘影

像匹配方法［１，２］。一般说来，常规重叠度的航空

摄影影像，同一个地物点最多成像于６张影像上，

采用像方匹配策略可以获得较为满意的结果。但

对于航向８０％、旁向６０％的大重叠度航空数码影

像的自动转点，由于同一个地物点有可能同时成

像于１５张甚至更多影像上，当采用像方匹配方法

时，由于只能利用两张影像间同名点的辐射信息，

无法充分顾及多张影像间的几何约束关系，即使

进行了影像几何粗纠正、有准确的初始位置，仍存

在影像匹配成功率不高、匹配结果不相容和匹配

精度不均匀等缺陷，常常导致获得的影像连接点

不是很好。因此，本文提出一种简单易行的像方

匹配自由网平差物方匹配的摄影测量加密转点

方案，以解决实际摄影测量区域网平差中大重叠

度面阵航空数码影像的自动转点问题。

１　基本思想

为了获取满足摄影测量加密需要的大重叠度

航空数码影像的影像连接点，充分发挥像方匹配

和物方匹配的优势，将基于像方匹配的结果参与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以获得每张影像较为准确的

外方位元素，为基于物方的影像匹配提供初始值。

在顾及外方位元素误差的基础上，通过物方多片

的最小二乘匹配得到最终的自动转点结果。

１．１　基于像方的影像匹配转点

基于像方的影像匹配转点，采用文献［１］的转

点方案（以下称之为常规方法）。主要步骤为：航

带内影像匹配，模型连接与自由航带网的构建，航

带间偏移点的手工选取，航带间影像的转点等。

航带内影像匹配时，通过初始视差概略确定

基准影像与搜索影像的三度重叠区域，然后在该

重叠区域内的原始影像上均匀分布一定大小的格

网，在每个格网内采用 Ｆｒｓｔｎｅｒ算子提取特征

点。采用相关系数法进行逐层金字塔影像匹配，

在相邻两张影像上寻找同名像点。对每层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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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匹配结果使用带选权迭代法［３］的相对定向

方法来剔除误匹配点，保证匹配结果的可靠性。

在原始影像层，使用双片最小二乘匹配方法来精

化匹配结果，使其达到子像素级的匹配精度。获

得影像间的同名点后，根据三度重叠区域内的影

像连接点进行带模型连接条件的连续法相对定向

构建自由航带网。以此为基础，将航带内的匹配

点直接预测到三度重叠区域以外的像片上并进行

影像匹配，完成航带内所有影像的自动转点。

为了实现航带间的自动转点，可将每条航带

视为一个刚体，在相邻航带间人工量测至少两对

同名点，即航带间的偏移点，并利用偏移点的模型

坐标进行概略三维空间相似变换，以确定相邻航

带的近似空间方位，从而较准确地预测影像连接

点在相邻航带中的近似位置。由于这种预测同名

点的方法是通过几何上的约束关系得到的，与影

像纹理和地形覆盖无关，同名点概略位置的预测

一般比较准确。最后，采用与航带内影像匹配类

似的方法，实施逐层金字塔影像匹配，同样可以获

得子像素级精度的航带间连接点。

完成基于像方匹配的全区影像自动转点后，

将该匹配结果用于自由网光束法平差，可以获得

每张影像的较为精确的外方位元素，为后续的基

于物方多片的最小二乘影像匹配奠定基础。

１．２　基于物方的影像匹配转点

基于物方匹配的自动转点主要采用带共线条

件约束的多片最小二乘匹配（ｍｕｌｔｉｐｈｏｔｏｇｅｏｍｅｔ

ｒ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ＰＧＣ）策略
［４］，对

基于像方的影像匹配结果进行优化。ＭＰＧＣ策

略利用了多张影像间固有的几何关系来约束影像

匹配结果，可以有效地将影像匹配的搜索空间约

束在一段核线上，提高了影像匹配的可靠性和成

功率，但计算量大。如果对整个测区所有匹配结

果都进行物方匹配将花费大量的时间。由于摄影

测量加密仅需要量测标准点位处的连接点，在影

像转点时，只需首先在每张影像的标准点位附近

提取一定数量的特征点（如５～１０个点，本文选取

５个点），然后采用 ＭＰＧＣ策略对这些特征点的

匹配结果进行优化即可。

设犵０（狓，狔）为“目标影像”，在犵０（狓，狔）上有

一个像点狆０，现要以其为目标点匹配出重叠影像

上的同名点。首先利用获得的影像外方位元素进

行空间前方交会得到物点三维空间坐标，然后将

其反投影到像方，便可以得到其在所有重叠影像

上的近似位置。假如该点在其余狀张影像（称之

为“搜索影像”）上出现，分别记为 犵１（狓，狔），

犵２（狓，狔），…，犵狀（狓，狔），像点狆０在各搜索影像上

的近似位置为狆１，狆２，…，狆狀。若以狆１，狆２，…，

狆狀为中心，分别建立“目标影像窗口”与“搜索影像

窗口”，对目标影像窗口与任一搜索影像窗口内的

每个像点，如不考虑辐射畸变，则可根据两窗口的

相似性列立灰度观测方程：

犵０（狓，狔）＝犵犻（狌０犻＋狌１犻狓＋狌２犻狔，

狏０犻＋狏１犻狓＋狏２犻狔） （１）

　　视影像几何变形参数狌０犻、狌１犻、狌２犻、狏０犻、狏１犻、狏２犻

为未知数，对式（１）线性化，可得误差方程：

狏犵犻（狓，狔）＝犆犻犡犻－犾犻（狓，狔），　 权犘犻 （２）

式中，犆犻＝［犵狓 狓犵狓 狔犵狓 犵狔 狓犵狔 狔犵狔］犻；犡犻

＝［Δ狌０犻 Δ狌１犻 Δ狌２犻 Δ狏０犻 Δ狏１犻 Δ狏２犻］
Ｔ；犾犻（狓，

狔）＝犵０（狓，狔）－犵犻（狓，狔）。

式（１）未对影像的几何变形参数附加任何的

约束条件。考虑到所有影像上的同名像点均为同

一地物的构像，物点、各像点与摄影中心必然满足

共线条件方程，即

ψ犻 ＝狓犻＋犳犻·

犪１犻（犡－犡狊犻）＋犫１犻（犢－犢狊犻）＋犮１犻（犣－犣狊犻）

犪３犻（犡－犡狊犻）＋犫３犻（犢－犢狊犻）＋犮３犻（犣－犣狊犻）
＝０

η犻 ＝狔犻＋犳犻·

犪２犻（犡－犡狊犻）＋犫２犻（犢－犢狊犻）＋犮２犻（犣－犣狊犻）

犪３犻（犡－犡狊犻）＋犫３犻（犢－犢狊犻）＋犮３犻（犣－犣狊犻）
＝

烅

烄

烆
０

（３）

式中，（狓犻，狔犻）为狆犻点的像平面坐标；犳犻为第犻张搜

索影像的主距；（犡狊犻，犢狊犻，犣狊犻）为第犻张影像的外方

位线元素；犚犻＝

犪１犻 犪２犻 犪３犻

犫１犻 犫２犻 犫３犻

犮１犻 犮２犻 犮３

熿

燀

燄

燅犻

为由第犻张影像外

方位角元素（φ犻，ω犻，κ犻）所构成的正交变换矩阵。

事实上，只有当第犻张搜索影像上的匹配点

为狆０的同名像点时，式（３）才成立。因此，在影像

匹配过程中，可视ψ犻、η犻为虚拟观测值，像点坐标

狓犻、狔犻和物方坐标犡、犢、犣为未知数，在未知数近

似值狓０犻、狔
０
犻、犡

０、犢０、犣０的某一邻域内对式（３）线性

化，可建立误差方程：

狏ψ犻 ＝Δ狓犻＋
ψ犻

犡
Δ犡＋

ψ犻

犢
Δ犢＋

ψ犻

犣
Δ犣－

　　　ψ
０
犻（狓

０
犻，犡

０，犢０，犣０）

狏η犻 ＝Δ狔犻＋
η犻

犡
Δ犡＋

η犻

犢
Δ犢＋

η犻

犣
Δ犣－

　　　η
０
犻（狔

０
犻，犡

０，犢０，犣０

烅

烄

烆 ）

，权犘犵

（４）

　　由于影像匹配一般使用像素坐标，当已知影

像框标理论坐标时，可根据仿射变换模型建立像

６０５



　第３４卷第５期 袁修孝等：大重叠度面阵航空数码影像的自动转点

点坐标（狓犻，狔犻）与其像素坐标（狌，狏）间的关系：

狓犻＝狆犻
０
＋狆犻

１
狌＋狆犻

２
狏

狔犻＝狇犻
０
＋狇犻

１
狌＋狇犻

２

烅
烄

烆 狏
（５）

由此可得：

Δ狓犻＝狆犻
１
Δ狌＋狆犻

２
Δ狏

Δ狔犻＝狇犻
１
Δ狌＋狇犻

２
Δ

烅
烄

烆 狏
（６）

式中的Δ狌、Δ狏相当于式（２）中的Δ狌０犻、Δ狏０犻。将

其代入式（４），即可得到几何约束虚拟观测方程。

由于灰度观测方程式（２）与几何约束虚拟观测方

程式（４）包含有相同的未知数Δ狌０犻、Δ狏０犻，可将它

们联立求解。

联合平差时，可设像素灰度观测值为单位权

观测值，根据影像外方位元素的精度可确定几何

约束虚拟观测值的权犘犵。当影像外方位元素较

精确时，可给定较大的犘犵值，以加强几何约束条

件来提高影像匹配的可靠性和成功率；当影像外

方位元素精度较低时，只能给定较小的犘犵值，使

得核线附近的像素也有被搜索的机会。此外，由

于几何约束虚拟观测方程仅用于影像匹配窗口的

中心点，而灰度观测方程要用于影像匹配窗口内

所有的像点，当搜索影像窗口较大时，几何约束条

件会减弱。考虑到以上因素，这里采用文献［５］给

出的定权方法来确定犘犵值：

犘犵 ＝
σ
２
０

σ
２
犵

犆犵犈 （７）

式中，σ０为灰度观测值的标准差；σ犵为几何约束虚

拟观测值的标准差；犆犵＝
１

犕犖∑
（犵
２
狓＋犵

２
狔）为匹

配窗口内犕×犖 个像素的灰度导数平方和的均

值；犈为２×２的单位矩阵。

２　试验及分析

本文试验选用一组面阵航空数码影像。试验

区覆盖有６条航线，每条航线约３０张影像。影像

航向重叠度高达８５％，旁向重叠度约为６３％。影

像大小为１２０００像素×８０００像素，分辨率为９

μｍ，相应的地面空间分辨率为０．１ｍ。试验区最

大地形起伏为７０．９ｍ，属于丘陵地形。根据上文

提出的自动转点策略，对匹配点按照５×３标准点

位布局（即在每一张影像中央的５个标准点位处，

每个点位取３个连接点）提取像片连接点，形成区

域网平差的影像坐标文件。统计发现，采用本文

方法自动提取出了１８０７个加密点，耗费ＣＰＵ时

间１０５５．４ｍｉｎ；而采用常规方法自动提取出了

１４６４个加密点，所耗费的 ＣＰＵ 时间为６８９．９

ｍｉｎ。表１列出了各加密点的构像数。

表１　自动提取加密点的构像数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Ｐｏｉｎｔｓ

加密点的

构像数

连接点数 所占的百分比／％

本文方法 常规方法 本文方法 常规方法

２ １１ １４ ０．６ １．０

３ ２０ ４３ １．１ ２．９

４ ２３ １０４ １．３ ７．１

５ ５５ ２５９ ３．０ １７．７

６ １２５ ３０８ ６．９ ２１．０

７ １００ ２３０ ５．５ １５．７

８ ５３ ２６１ ２．９ １７．８

９ ５８ １５５ ３．２ １０．６

１０ ８０ ５５ ４．４ ３．８

１１ ９５ ２６ ５．３ １．８

１２ １６０ ７ ８．８ ０．５

１３ １５４ ２ ８．５ ０．１

１４ １５１ － ８．４ －

１５ １３７ － ７．６ －

１６ １５１ － ８．４ －

１７ １２６ － ７．０ －

１８ １５７ － ８．７ －

１９ １１６ － ６．４ －

２０ ２８ － １．６ －

２１ ７ － ０．４ －

　　根据量测的像点坐标，利用ＰＯＳ辅助光束法

区域网平差系统 ＷｕＣＡＰＳ
［６］对试验区１７４张影

像实施带四角平高地面控制点的ＧＰＳ辅助光束

法区域网平差，获得了全部影像的６个外方位元

素和加密点的三维坐标，平差结果列于表２。

表２　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Ｐ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ｕｎｄｌｅ

Ｂｌｏｃ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影像

匹配

检查

点数
σ０／

ｕｍ

最小残差／ｃｍ 最大残差／ｃｍ 中误差／ｃｍ

平面 高程 平面 高程 平面 高程

本文方法 ４５ ２．３ １．７ ０．２ １４．９ －１０．６ ８．４ ５．０

常规方法 ４５ ４．７ １．４ ０．０ １４．１ －２３．７ ８．４ ８．３

　　从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

１）采用本文策略自动转点时，能匹配出构像

于２１张影像上的同名像点，６３．８％的地物点可在

１２～１９张影像上找到同名点；而采用常规方法进

行影像自动量测时，最多只能识别构像于１３张影

像上的同名点，９３．７％的地物点仅能在４～１０张

影像上找到同名点。这说明本文匹配策略较常规

方法能更有效地找出影像多度重叠区域中的同名

点，有利于提高摄影测量区域网的几何强度。表

２的 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结果亦证实了

这一点，由４５个平高地面检查点统计出加密点坐

标精度，平面为±８．４ｃｍ，高程为±５．０ｃｍ。高程

精度远远高于用常规方法量测的像点坐标实施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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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高程精度。表２

的结果还表明，加密点的高程精度明显优于平面

精度，这打破了模拟框幅式航空影像区域网平差

高程精度总是低于平面精度的局面。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随着影像连接点冗余度的增加，同一

加密点的交会光线数明显增加，交会角变大，从而

提高了加密点的高程精度。

２）因试验影像的航向重叠度为８５％，一个地

物点在航线上的最大构像数为６，构像数大于６

的加密点必为航带间的连接点。采用本文策略匹

配出的该类连接点占试验区总点数的８７．１％，非

常接近于区域网中航带间影像连接点的百分比理

论值９３．１％＝１－６０／１７４／５（这里，６０为在非航带

重叠区域的标准点位总数，１７４为影像数，５为单

张影像上提取连接点时的标准点位数），而采用常

规方法所获得的该类连接点仅占总加密点的

５０．９％。这表明，本文匹配方法能很好地自动识别

出航带间的同名像点，原因就在于本文使用了基

于物方多片几何约束条件来优化像方匹配的结

果，充分利用了影像间的几何约束关系，将同名点

的搜索范围限制在一小段核线带状区域，使得某

些影像上特征明显的同名点可以用于引导和约束

其他重叠影像上特征不明显的同名点的匹配，大

大提高了航带间转点的成功率和可靠性。

３）表２中，利用本文方法量测的像点进行

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像点坐标量测中

误差为±２．２μｍ，约０．２５像素，明显高于用常规

方法量测的像点坐标的量测精度±４．３μｍ。这

说明，无论是航带内还是航带间的影像连接点转

点和自动量测，都达到了更高的精度。

４）本文试验是在ＩｎｔｅｌＰｅｎｔｉｕｍ（Ｒ）４ＣＰＵ、

２．６ＧＨｚ、７６８ＭＢ内存的台式计算机上完成的。

采用常规影像匹配方法完成一张影像的转点时间

约为４．０ｍｉｎ，本文方法因采用基于物方匹配策

略对像方匹配结果进行优化，平均每张影像的转

点时间约为６．０ｍｉｎ。相对而言，本文方法的匹

配效率显得比较低，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３　结　语

针对大重叠航空数码影像的自动转点和量

测，本文提出了一种像方匹配自由网平差物方

匹配的转点方案，综合了像方匹配和物方匹配的

优势。像方匹配和自由网平差可以为物方匹配提

供很好的初始值和较准确的影像外方位元素；物

方匹配时，对多张影像进行匹配并充分利用影像

间的几何约束关系，大大提高了影像匹配的可靠

性和成功率。经对某地区一组大重叠度航空数码

影像进行试验发现，本文方法可以很好地顾及影

像大重叠这一特点，为摄影测量区域网平差提供

了高精度、多冗余度的影像连接点，不但增强了摄

影测量区域网的几何强度，而且提高了加密点的

高程精度。

致谢：感谢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刘先林院士

提供的全部试验数据。

参　考　文　献

［１］　张勇．铅垂线辅助的大比例尺城区空三自动转点

［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３（６）：

５５６５５９

［２］　Ｓｃｈｅｎｋ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ｅｒｉ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７，５２（３）：１１０１２１

［３］　李德仁，袁修孝．误差处理与可靠性理论［Ｍ］．武

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　Ｂａｌｔｓａｖｉａｓ Ｅ Ｐ． Ｍｕｌｔｉｐｈｏｔｏ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 Ｚｕｒｉｃｈ，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ＥＴＨ，１９９１

［５］　ＬｉＨａｉｈｏｎｇ．Ｓｅｍｉ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ｏａ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Ｄ］．Ｚｕｒｉｃｈ，Ｓｗｉｔｚｅｒ

ｌａｎｄ：ＥＴＨ，１９９７

［６］　ＹｕａｎＸｉｕｘｉａｏ．ＡＮｏｖｅ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Ｅｒｒｏ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１８（８）：９５３

９６３

第一作者简介：袁修孝，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航空

航天摄影测量高精度定位理论与方法、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几

何处理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代表成果：ＧＰＳ／ＩＭＵ辅助空中三

角测量等。已出版专著１部、合著４部，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余篇。

Ｅｍａｉｌ：ｙｘｘｑｘｈｙｗ＠ｐｕｂｌｉｃ．ｗｈ．ｈｂ．ｃｎ

（下转第５１３页）

８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