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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卫星无地面控制点摄影测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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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摄影测量卫星采用商用级星敏感器构成的测姿系统，其姿态测量存在不可忽视的低频和“慢漂”系统

性误差，使得经过在轨标定后的星敏感器和三线阵ＣＣＤ相机安装角转换参数产生额外的增量ｄφ犆、ｄω犆、ｄκ犆。

在一条航线内，这些增量可视为常量，依靠其在立体模型上表现的上下视差规律，在无地面控制点条件下，通

过在光束法平差中增加对ｄφ犆、ｄω犆 及ｄκ犆 补偿的措施，无地面控制点目标定位改善到１１～２２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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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卫星在轨测定的外方位元素（以下简称

为ＥＯ）可靠且精度很高，那么无地面控制点摄影

测量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现代卫星均配有

ＧＰＳ接收机，ＥＯ中的线元素精度不成问题，只是

角元素尚不尽如人意。技术先进的国家可以采用

测量性能良好的星敏感器构成测姿系统，至少星

敏感器的高频误差优于１″（１σ），低频误差至多在

７″～８″，而且经过长时间飞行也不会产生“慢漂”

的误差，这样在完成星地相机在轨标定后，可得到

良好的无地面控制点摄影测量成果。发展中国家

的工业部门由于星敏感器被限制销售，只能采用

等级较低的星敏感器，高频误差大约只能保持在

２″（１σ）左右，同时可能还存在较大的低频误差，甚

至还存在由于长期飞行出现量值更大的“慢漂”误

差，其误差性质与低频误差相似，但误差量级大得

多，有时可达数角分，给无地面控制点定位造成很

大的困难。

笔者假定卫星在轨后，地面处理系统已具备

两项先行技术的条件下，进一步探讨由测姿系统

造成无地面控制点卫星摄影测量的问题。两项先

行技术条件为：① 星地相机系统已圆满实现在轨

标定；② 光束法平差系统具备在无地面控制点参

与下，能够有效削弱星敏感器高频误差对摄影测

量影响的能力，并且平差结果不含大的系统误差。

本文将分析假定星敏感器存在不可忽视的低频误

差以及长期飞行中出现的“慢漂”误差的情况下，

在光束法平差系统增加消除其影响的数学模型，

达到依靠卫星地面站的努力，实现全卫星轨道摄

影区的无地面控制点卫星摄影测量的目标。

１　星敏感器测姿误差分析

卫星入轨后，要进行摄影参数的在轨标定，标

定后，星地相机夹角检测误差及在轨变化的其他

系统误差都可以消除。标定中，对实验室检定的

星地相机姿态角旋转矩阵增加一个象征星地相机

夹角变化的微小增量δφ犆、δω犆 和δκ犆，将这３个微

小量组成旋转矩阵［１］，在摄影测量中左乘９个方

向余弦组成的旋转矩阵，达到消除入轨变化的影

响。技术性能好的测姿系统，这３个量是基本不

变的。但是商用星敏感器构成的测姿系统的技术

性能不尽如人意，其测定的姿态角会有高频误差。

在完善的光束法平差系统中平差后，其高频误差

（随机误差）对摄影测量成果的影响可被削弱约

４０％。对无地面控制测量而言，星敏感器高频误

差要限定在平差后高频误差满足精度要求［２］；低

频误差在一个轨道周期内成周期变化，有时可大

至０．５′～０．７′。另一方面，测姿系统还可能存在

随卫星飞行时间变化频率很低、量级变化很慢的

“慢漂”，其误差性质与低频误差相似，但误差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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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得多，有时可达数角分。这些误差会以ｄφ犆、

ｄω犆、ｄκ犆 添加到δφ犆、δω犆、δκ犆 上，使得用于摄影

测量ＥＯ的各角元素分别带有ｄφ犆、ｄω犆、ｄκ犆 误差，

给无地面控制点测量带来严重影响［３］，一般只能靠

地面控制点加以消除。这也是使用商用星敏感器

的卫星不能进行无地面控制点测量的重要原因。

２　光束法平差中对ｄφ犆、ｄω犆、ｄκ犆 的

改正

　　由于ｄφ犆、ｄω犆、ｄκ犆 来自于低频或“慢漂”，在

一条摄影测量航线段内，卫星飞行不过２～３

ｍｉｎ，其量值变化非常小，故可将其视作常量，平

差中的改正数大约是航线段内的平均值。

２．１　ｄφ犆、ｄκ犆 改正原理及模型

图１为前视影像投影示意图，左边表示为主

垂面犢 方向，右边表示为犡 方向垂面，α为前、后

视相机与正视相机的夹角。从图１可看出，在物

方点犃，瞬时主距Δ犉为：

Δ犉＝珡犡·ｄφ犆 （１）

式中，珡犡＝犎·ｄφ犆／２＋犎·ｔａｎα≈犎·ｔａｎα。

图１　ｄφ犆 引起的前视影像视差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Ｆｏｒｅｉｍａｇｅｒ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φ犆

从物方化为像方为：

Δ犳＝ （犳／犎）·珡犡·ｄφ犆 ＝珚狓·ｄφ犆 （２）

式中，珚狓＝犳·ｔａｎα。

　　狔坐标误差为：

犢犃
１
＝ （犎／犳）·狔犪 （３）

犢犃
２
＝犎·狔犪／（犳－Δ犳）≈

　（犎·狔犪／犳）（１＋Δ犳／犳） （４）

犢犃 ＝犢犃
２
－犢犃

１
＝ （犎·狔犪／犳）·（珚狓·ｄφ犆／犳）

（５）

　　将式（５）化为像方误差为：

Δ狔左 ＝狔犪·珚狓·ｄφ犆／犳＝犳·ｔａｎα·狔犪·ｄφ犆／犳

（６）

　　对后视影像，犃的同名点狔误差推导与上相

似，但α为负值，即

Δ狔右 ＝－犳·ｔａｎα·狔犪·ｄφ犆／犳 （７）

则可计算出上排点的上下视差为：

狇上 ＝Δ狔左 －Δ狔右 ＝ （２犳·ｔａｎα·狔犪·ｄφ犆）／犳

（８）

　　实际运算中，应用上、下排点上下视差的差值

取中数：

狇＝ （狇上 －狇下）／２＝ （２犳·ｔａｎα·狔·ｄφ犆）／犳

（９）

则ｄφ犆 的估值为：

ｄφ犆 ＝犳·狇／（２·犳·ｔａｎα·狔） （１０）

２．２　ｄκ犆 产生的地面点坐标误差

图２为光线投影在犡犖１犢 平面上，ｄκ犆 引起

的坐标变化。

图２　ｄκ犆 引起的坐标误差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Ｅｒｒｏｒｓ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κ犆

从图２可得：

Δ犢 ＝－犡犃
１
·ｄκ犆 （１１）

Δ犢′＝犡犃
２
·ｄκ犆 （１２）

犙＝Δ犢－Δ犢′＝－２·犡犃·ｄκ犆 （１３）

以像方比例尺计算得：

狇＝－２·犳·ｔａｎα·ｄκ犆 （１４）

则ｄκ犆 的估值为：

ｄκ犆 ＝－狇／（２·犳·ｔａｎα） （１５）

　　在光束法平差中，上下视差既含有ｄφ犆、ｄκ犆

所产生的系统性值，又带有ＥＯ所含的随机误差

所产生的偶然值，对航线上所有点的上下视差取

平均值，可以削弱偶然误差的影响，使得ｄφ犆、ｄκ犆

主要属于系统性上下视差计算的结果。平差要迭

代计算，直至上下视差达到规定阈值为止。

２．３　ｄω犆 改正原理

幸运的是，ｄφ犆、ｄκ犆 能反映在上下视差上，可

以无需地面控制点平差迭代给予改正。但因为含

有相同数值与符号的ｄω犆 在前、后视影像立体交

会中不存在上下视差，笔者在平差方案中还是构

筑了ｄω犆 的改正估值，但无法像ｄφ犆、ｄκ犆 那样依

靠上下视差的消除情况来判断迭代终止。在低频

误差中，ｄφ犆、ｄω犆、ｄκ犆 的量值都不算太大，光束法

平差中的迭代次数较少，ｄω犆 的迭代终止随ｄφ犆

和ｄκ犆 进行，不精确的终止造成的误差影响不大。

但“慢漂”产生的ｄω犆 量值很大，随ｄφ犆 和ｄκ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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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迭代会出现不允许的误差。根据ｄω犆 迭代改

正的特点是犢 坐标不断变化，如果有一个控制点

利用其犢 坐标误差改善的情况，就可判断迭代终

止。另一途径是平差前先给出ｄω犆 的估值，以此

估值判断迭代终止。为实现卫星全轨摄影区无需

地面控制点参与，给出如下创意：卫星地面站利用

其可控制地区的摄影航线中测量一个控制点，以

其犢 坐标判断ｄω犆 迭代终止，从而求出该航线摄

影日期的ｄω犆 值，定期计算，形成按一定时间序列

的ｄω犆 序列数据。全轨道上任意摄影区计算目标

点坐标则不用地面控制点，只要在光束法平差中按

影像摄影日期从ｄω犆 序列数据中内插得到ｄω犆 估

值参与计算即可。因此，在轨卫星地面站要在一定

时间间隔（约２０ｄ）对该时间的ｄω犆 进行计算，建立

形成ｄω犆 的序列数据，达到应用于全卫星轨道任

意摄影区的目标定位。

３　实验和分析

３．１　模拟数据设定

参照在轨卫星测姿系统给出的姿态误差特

点，设定了“慢漂”低频误差，见表１。表１中的时

间为１ａ内每隔２０ｄ模拟一次，时间０１．０１表示

１月１日，其他依此类推；ｄφ犆 从１′变化至－５．３′，

ｄω犆 从３．１′变化至６．０′，ｄκ犆 从－７．９′变化至

－４．４′。ＥＯ随机误差（１σ）分别按２″、２．７″及３．５″

分布在不同航线的相应参数上，用于比较立体交

会高程精度。像点坐标的量测误差（或匹配误差）

为０．３像元，正视相机与前、后视相机夹角为２６!

，

卫星飞行高度为５００ｋｍ，地面像元分辨率为５ｍ，

影像幅宽为６０ｋｍ，地面点误差各轴为３ｍ（１σ），

ＥＯ线元素误差为３ｍ（１σ）。按照以上设定的数据，

表１　低频误差分布情况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ｒｒｏｒ

时间 ０１．０１０１．２００２．１００３．０１０３．２００４．１００４．３００５．２００６．１００６．３００７．２００８．１００８．３００９．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１１．２０１２．１０

ｄφ犆／（′） １．７ １．５ １．０ ０．９ ０．８ ０．３ －０．８ －１．８ －３．１ －４．３ －５．３ －５．２ －５．１ －５．０ －４．９ －４．７ －４．６ －４．４

ｄω犆／（′） ３．５ ３．２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６ ３．８ ４．０ ４．１ ４．３ ４．４ ４．６ ４．８ ５．１ ５．４ ５．６ ５．８ ６．０

ｄκ犆／（′）－７．１ －７．３ －７．９ －７．８ －７．９ －７．３ －６．８ －６．５ －６．３ －６．０ －５．８ －５．７ －５．７ －５．６ －５．３ －５．０ －４．８ －４．４

模拟了卫星影像的像点坐标和地面点坐标，用于

光束法平差和精度统计。在轨标定按实验室给定

的值为初始值，并利用０２．１０数据按专门的ＥＦＰ

光束法平差地面标定程序计算［４］，标定后，星地相

机转换参数列于表１中０２．１０相应栏中。其他日

期平差都以０２．１０标定参数为初始值进行计算。

３．２　时间序列ｄω犆 的建立

３．２．１　利用地面控制点参与光束法平差计算

ｄω犆 示例

实验中采用不同数量的控制点参与４次摄影

区ｄω犆 的计算，其结果统计如表２所示。可见，采

用一个地面控制点或多个控制点解算的ｄω犆 差别

不大，在实际工程中可以酌情选用。

表２　控制点参与ｄω犆 计算

Ｔａｂ．２　ｄω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

时间

控制点数量

０３．２０ ０７．２０ ０９．２０ １１．２０

１ １２ １ ３０ １ １８ １ ６０

ｄω犆／（′） ３．３２ ３．２８ ４．４５ ４．４５ ５．２０ ５．１４ ５．８３ ５．８６

３．２．２　ｄω犆 时间序列表的建立

利用一个控制点方法对１ａ摄影中的１２个

区域的ｄω犆 进行计算，形成了与时间相对应的

ｄω犆 序列表，如表３所示。

表３　利用一个控制点参与计算ｄω犆 序列数据

Ｔａｂ．３　Ｓｅｒｉａｌｏｆｄω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Ｏｎｅ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

时间 ０１．２０ ０３．０１ ０４．１０ ０４．３０ ０５．２０ ０６．１０ ０６．３０ ０８．１０ ０８．３０ １０．１０ １０．３０ １２．１０

ｄω犆／（′） ３．１７ ３．２１ ３．５８ ３．８１ ４．０３ ４．１２ ４．２９ ４．６１ ４．７８ ５．４１ ５．５９ ６．０２

３．３　光束法平差中采用ｄφ犆、ｄω犆、ｄκ犆 补偿技术

计算地面点坐标

必须指出，“慢漂”误差量值虽大，但频率极

低，即变化非常慢，这就提供了在卫星地面站靠一

个控制点求出的ｄω犆 值可以用于数天内卫星轨道

任意摄区内光束法平差的应用。示例计算中，

０１．２０、０３．２０由于时间与标定时间接近，ｄω犆 值

变化不大，无需通过内插求ｄω犆 的估值，其他

０７．２０、０９．２０及１１．２０摄影区的ｄω犆 通过内插求

得估值，作为阈值参与光束法平差计算。平差计

算中，控制点不参与计算，只用于误差统计。低频

误差光束法平差补偿前后，其定位精度如表４所

示。

从表４可看出：① 姿态角随机误差影响高程

精度；② 测姿低频误差补偿后，目标定位精度从

１０００ｍ量级改善到１１～２２ｍ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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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定位误差统计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

时间
直接前方交会／ｍ 低频误差平差补偿后／ｍ

犿狓 犿狔 犿狕 犿狓狔狕 犿狓 犿狔 犿狕 犿狓狔狕

姿态角随机误

差（１σ）／（″）
航线长／ｋｍ 检查点数

０１．２０ １３８．３ ６６．４ ８．５ １５３．７ １０．０ １４．３ ７．６ １９．１ ３．５ ２３３ １１

０３．２０ ６３．４ ３１．０ ５．７ ７０．９ １３．２ ８．０ ３．４ １５．８ ２．０ ２３３ １２

０７．２０ ７８７．９ ２３４．８ ２６．１ １０１５．７ １２．７ １７．７ ５．３ ２２．４ ２．０ ２３３ ３０

０９．２０ ９４４．８ ３３０．６ １５．４ １００１．１ ６．７ ７．０ ５．４ １１．１ ２．０ １４０ １８

１１．２０ ９０９．３ ４２２．８ ２５．７ １００３．１ １０．３ １３．４ ６．４ １８．１ ２．７ ４６６ ６０

４　结　语

１）在ＥＯ角元素精度较好的情况下，经过地

面标定，可以不必作光束法平差，直接按前方交会

即可得到正确的地面点坐标。

２）如果ＥＯ角元素高频误差不尽人如意，经

过光束法平差，其对摄影测量成果的影响可削弱

约４０％，相当于高频误差约缩小０．６因子，有利

于立体交会的相对高程精度。

３）如果ＥＯ含有低频误差，利用本文的低频

补偿技术，通过光束法平差，可以取得较好的结

果。

４）如果ＥＯ带有“慢漂”误差，那么地面站要

定期测定ｄω犆 值，利用ｄω犆 的估值参与低频误差

补偿技术平差，同样可得到较好的结果。

光束法平差中，采用ｄφ犆、ｄω犆、ｄκ犆 的补偿技

术是在轨卫星实现全轨道摄影区无地面控制点的

摄影测量的有效途径。随着商用星敏感器技术性

能不断的完善，在轨卫星无地面控制点的摄影测

量问题必将更趋于简化。本文的研究成果已在我

国第一颗传输型摄影测量遥感卫星———天绘一号

的地面处理中得到实际应用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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