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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运动误差对机载犔犻犇犃犚
激光脚点分布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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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有效地抑制与补偿平台运动误差产生的像质退化，针对机载激光雷达平台的运动特性研究激光

雷达点云分布的变化规律。从理论上推导了平行扫描式激光雷达、Ｚ扫描式激光雷达和圆锥扫描式激光雷达

的点云坐标分布表达式；通过仿真讨论了机载激光雷达运动参数与激光雷达点云分布之间的规律；基于平行

扫描式激光雷达，研究了５种运动误差对激光雷达点云坐标分布的影响，最终仿真得到根据影响程度由大到

小依次为侧滚角误差、俯仰角误差、偏航角误差、机身上下抖动误差、速度瞬时变化误差。该研究结果为进一

步研究机械补偿，以提高激光雷达系统成像的精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

关键词：机载激光雷达；激光点云；侧滚角误差；俯仰角误差；偏航角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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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载ＬｉＤＡＲ系统主要由激光扫描仪（ＬＳ）、

ＧＰＳ和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ＩＮＳ）三部分组

成［１］，安装在航测飞机上，激光器向地面发射激光

束，并接收激光反射脉冲，由此计算出飞机和地面

点之间的距离。根据飞机上ＧＰＳ记录的空间位

置，结合飞机当时的飞行姿态（由ＩＭＵ获得），共

同解算出地面点的三维坐标［２，３］。

在机载ＬｉＤＡＲ系统中，ＬｉＤＡＲ扫描系统由工

控机、数据采集卡、振镜伺服控制卡、振镜电机和扫

描镜构成［４］。点云的每一点所包含的是一个距离

值和一个角度值。距离图像本身蕴含了丰富的信

息，可以直接构建高精度的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
［５］。

但由于没有明显的拓扑关系信息，目前必须与其他

传感器（如ＣＣＤ相机）测量信息相结合
［６］。

目前，我国的ＬｉＤＡＲ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

水平相比，在成像质量（分辨率、精度等）方面有很

大差距。ＬｉＤＡＲ点云的精度水平直接影响Ｌｉ

ＤＡＲ点云的获取方法
［７］、ＬｉＤＡＲ 数据融合分

类［８］以及后处理滤波算法［９］的研究。国内外对机

载ＬｉＤＡＲ三维成像的失真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感

器测量误差的影响上［１０１４］，针对圆锥型 ＬｉＤＡＲ

扫描方式，存在时钟误差、扫描仪误差、扫描畸变

三个误差对ＬｉＤＡＲ系统产生影响
［１４］。到目前为

止，鲜有平台运动偏差对三维成像影响的详细分

析和报告。本文主要针对三种不同扫描模式下的

机载ＬｉＤＡＲ系统，即平行扫描式ＬｉＤＡＲ、Ｚ扫描

式ＬｉＤＡＲ和圆锥扫描式ＬｉＤＡＲ的点云坐标分

布进行了深入研究。

１　犔犻犇犃犚点云分布的理论研究

机载ＬｉＤＡＲ在飞行作业前，技术人员要根

据现有的设备情况和被测区域地形的特点，对飞

行作业和ＬｉＤＡＲ的各个参数进行设计规划。理

想工作状态下，飞机按照设计航线飞行，飞行载荷

平台姿态角恒定（理想的滚动角和俯仰角为零，偏

航角为一常数），飞机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如

果ＬＳ的各个参数（如扫描速率、激光发射脉冲重

复频率等）设置合理，可保证形成的点云分布较规

则，能够最优地重建真实地形。但由于受到各种

内外界因素的干扰，如阵风、湍流、发动机振动以

及控制系统的性能缺陷等，飞行载荷平台无法保

持理想匀速直线运动和恒定的姿态，偏离理想的

姿态角的角度值称为姿态角偏差。载荷平台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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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非理想运动会影响激光点云的分布和密度。

如果某一瞬间激光扫描测距仪得到激光发射

点到目标点（激光脚点）间的距离，根据坐标系定

义，激光脚点在瞬时激光束坐标系中的坐标为

狓ＳＬ，狔ＳＬ，狕（ ）ＳＬ
Ｔ，经过坐标系转换，激光脚点在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下的坐标为
［１］：

［狓８４　狔８４　狕８４］
Ｔ
＝犚犠犚犌犚犖·

犚犕犚犔

狓ＳＬ

狔ＳＬ

狕

熿

燀

燄

燅ＳＬ

＋

Δ狓
犔
犐

Δ狔
犔
犐

Δ狕
犔

熿

燀

燄

燅犐

－

Δ狓
犌
犐

Δ狔
犌
犐

Δ狕
犌

熿

燀

燄

燅

熿

燀

燄

燅犐

＋

狓８４狅

狔８４狅

狕８４

熿

燀

燄

燅狅

（１）

式中，犚犠、犚犌 是和当前位置相关的坐标旋转矩

阵；犚犖、犚犔 为实测或者内插的姿态角和扫描角的

旋 转 矩 阵；犚犕 是 安 置 误 差 旋 转 矩 阵；

Δ狓
犔
犐，Δ狔

犔
犐，Δ狕

犔［ ］犐
Ｔ 是激光发射参考中心与ＩＭＵ

平台参考中心的偏移量；［Δ狓
犌
犐，Δ狔

犌
犐，Δ狕

犌
犐］

Ｔ 是天

线相位中心与ＩＭＵ 平台参考中心的偏移量；

［狓８４狅，狔８４狅，狕８４狅］
Ｔ 是天线相位中心在 ＷＧＳ８４系

的坐标。

本文基于激光脚点在瞬时激光束坐标系中的

分布特性，分析由于载荷平台运动误差造成的坐

标变化误差，从而为ＬｉＤＡＲ系统中的载荷平台

与ＬｉＤＡＲ成像误差建立映射关系。

１．１　静态单行扫描

如图１所示，假设飞机速度为０时，飞机腹部

安装的ＬｉＤＡＲ系统以犳狊 的扫描频率对地探测，

扫描角间隔为δ，第犻个激光脚点的实时扫描角为

γ犻，激光束发散角为θ，ＬｉＤＡＲ发射的重复频率为

犳犾，第１个激光脚点视为垂直机载平台发射后照

在水平地面上的点，则第犻个激光脚点的光斑长

轴直径为：

犇犻＝犎 ｔａｎγ犻＋θ／（ ）２ －ｔａｎγ犻－θ／（ ）（ ）２ （２）

第犻个激光脚点与第犻＋１个激光脚点相邻中心

之间的距离为：

犛犻＝犎 ｔａｎγ犻＋１－ｔａｎγ（ ）犻 （３）

　　设相邻激光脚点中心之间的距离与激光脚点

长轴直径的比可近似表示为：

狇（）犻 ＝２犛犻／犇犻＋犇犻＋（ ）１ （４）

狇＞１时，表示两激光脚斑无重叠区域；狇＝１时，表

示两激光脚斑相切；狇＜１时，表示两激光脚斑有

重叠区域。如图２所示，δ＞θ时，狇＞１；δ＝θ时，狇

≈１；δ＜θ时，狇＜１。其中，δ与θ相近时，狇值随扫

描角度的增大而缓慢减小。基于该数学仿真得到，

ＬｉＤＡＲ每个相邻脚点的中心距离随着扫描角度的

增大而增大。

如图３所示，在飞机处于１０００ｍ 状态下，

ＬｉＤＡＲ 扫 描 角 间 隔 为 ０．０４°，ＬＳ 发 散 角 为

图１　机载ＬｉＤＡＲ探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ＬｉＤ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０．００１°，地面相邻激光脚点间的距离随着扫描角

度的增大而变大，激光脚点距离增幅在０．１ｍｍ。

图２　系数狇与激光

脚点数目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Ａ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狇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

ｂｅｒｏｆＬｉＤＡ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图３　相邻激光脚点间

距离变化趋势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Ａ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ｅｎｔｅｒｔｏ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ＤＡＲ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１．２　平行扫描式犔犻犇犃犚系统

设ＬｉＤＡＲ一个周期内的第一个发射点为计

算起始点，如图４所示，当飞机速度为犞 时，在一

个扫描周期犜狊内，即０＜狋＜犜狊时，第狀个激光脚

斑中心与第１个激光脚斑中心之间的距离为：

犛′狀（）狋 ＝犞·狋珒犻＋ （）犎 狋·ｔａｎδ′（ ）狀珒犼 （５）

其中，珒犻代表飞行方向；珗犼代表ＬｉＤＡＲ扫描方向；狋

为飞行时间；飞机即时飞行高度为犎（狋）。设δｍａｘ

为ＬｉＤＡＲ扫描视场角（ＦＯＶ），一个扫描周期内，

扫描点数为犽犿＝犳犾／犳狊，此时扫描角间隔为δ＝

δｍａｘ／犽犿。由于ＬｉＤＡＲ的重复频率为犳犾，经过时

间狋后，扫描点的个数为狀＝犳犾狋，则ＬｉＤＡＲ扫描

第狀个激光脚斑的扫描角度为：

δ′狀＝狀·δ－δｍａｘ／２ （６）

基于上述描述，当ＬｉＤＡＲ扫描过程大于一个扫

描周期时，即狋＞犜狊，第狀个激光脚斑中心与第１

个激光脚斑中心之间的距离为：

犛‖狀 （）狋 ＝犞·狋珒犻＋ （）犎 狋·ｔａｎδ‖（ ）狀
珗犼 （７）

通过推导得到：

δ
‖
狀 ＝δｍａｘ 犽

‖
狀／犽犿－１／（ ）２ （８）

１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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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狀 ＝狀－ 狀／犽［ ］犿 ·犽犿 （９）

当犽‖狀 ＝０时，δ
‖
狀 ＝－δｍａｘ／２；当犽

‖
狀 ＝犽犿／２时，δ

‖
狀 ＝

０；当狀＜犽犿 时，犽
‖
狀 ＝狀，属于一个周期内变化，代入

式（８）中与式（６）相同，因而表达式的物理意义正

确。当狀＞犽犿 时，犳犾狋减去整数个犽犿，留取余数。

按照目前ＬｉＤＡＲ系统的实际参数设定：Ｌｉ

ＤＡＲ扫描视场角δｍａｘ＝４０°（±２０°），ＬｉＤＡＲ的重复

频率犳犾＝１０ｋＨｚ，则从图４可以看出，其他参数不

变时：①ＬｉＤＡＲ重复频率增加犪倍，周期扫描点个

数增加犪倍，激光点云的平均密度增加为原来的犪

倍；②ＬｉＤＡＲ的飞行高度为原来的犪倍，激光点云

的平均密度降低为原来的１／犪；飞行速度为原来的

犪倍，激光点云的平均密度降低为原来的１／犪。

１．３　犣扫描方式犔犻犇犃犚系统

当机载ＬｉＤＡＲ为Ｚ扫描方式时，第狀个激

光脚斑中心与第１个激光脚斑中心之间的距离

为：

犛狕狀（）狋 ＝犞·狋珒犻＋ （）犎 狋·ｔａｎδ（ ）狕狀珒犼 （１０）

其中，当犽狕狀／犽犿 为偶数时，δ
狕
狀＝δｍａｘ 犽

狕
狀／犽犿－１／（ ）２ ；

当犽狕狀／犽犿 为奇数时，δ
狕
狀＝δｍａｘ ３／２－犽

狕
狀／犽（ ）犿 ，犽

狕
狀

＝狀－ 狀／２犽［ ］犿 ２犽犿。从图５可看出，其他参数不变

时：①ＬｉＤＡＲ的重复频率增加犪倍，激光点云的

平均密度增加为原来的犪倍；② ＬｉＤＡＲ的扫描

频率减小犪倍，导致扫描周期内扫描点数增加犪

倍，激光点云的平均密度几乎没变，但点云信息密

度发生改变；③ ＬｉＤＡＲ的飞行高度为原来的犪

倍，激光点云的平均密度减少为原来的１／犪。

１．４　圆锥扫描方式

当机载ＬｉＤＡＲ为圆锥扫描方式时，第狀个激

光脚斑中心与第１个激光脚斑中心之间的距离

为：

犛狅狀（）狋 ＝ 犞狋＋ （）犚狋ｓｉｎδ
狅（ ）（ ）狀
珒犻＋ （）犚狋ｃｏｓδ

狅（ ）狀珒犼

（１１）

其中，δ
狅
狀＝２π犽

狅
狀／犽

狅
犿，犽

狅
狀＝狀－ 狀／犽

狅［ ］犿 ２犽
狅
犿，表示一个

扫描圆锥周期内的扫描点数； （）犚狋 为ＬｉＤＡＲ到

激光脚斑中心的距离， （）犚 狋 ＝ （）犎 狋ｔａｎδ
狅（ ）ｍａｘ ，

δ
狅
ｍａｘ为ＬｉＤＡＲ最大扫描角度。ＬｉＤＡＲ最大扫描

角度δ
狅
ｍａｘ＝１０°，ＬｉＤＡＲ的重复频率为１ｋＨｚ，飞

行速度为１００ｍ／ｓ。从图６仿真分析可得：① Ｌｉ

ＤＡＲ扫描周期内扫描点数增加犪倍，激光点云的

平均密度增加犪倍；②ＬｉＤＡＲ的飞行高度为原来

的犪倍，激光点云的平均密度减小为原来的１／犪。

图４　不同参数下的平行扫

描激光脚点分布

Ｆ ｉｇ．４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ｉｎｅｓＳｃａｎＬｉＤＡＲＶａｒｙ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图５　Ｚ扫描激光

脚点分布

Ｆｉｇ．５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ＺｓｈａｐｅｄＳｃａｎＬｉＤＡＲＶａｒｙ

　　　

图６　不同参数下的圆锥

扫描激光脚点分布

Ｆｉｇ．６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ＳｃａｎＬｉＤＡＲＶａｒｙ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２　载荷运动误差对犔犻犇犃犚点云分

布的影响

　　激光点云的密度减小和无规则化无法无失真

地恢复真实地形的三维图像，造成三维图像退化，

空间分辨率下降。目前，机载平台有多种形式，如

本身即是飞机的固定安装台，还有重力稳定式（靠

平台的重力保持平衡）、机械阻尼式（隔振式）以及

力矩陀螺控制式。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由于载荷

平台质量较大，惯性大，控制精度有限。

２．１　姿态角误差导致激光脚点坐标误差的理论

分析

如图７所示，犎 为飞机的飞行高度，θ为激光

图７　定位误差

Ｆｉｇ．７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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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角，ω、φ、κ分别为侧滚角、俯仰角、偏航角的

测量值，Δω、Δφ、Δκ分别为其对应的误差，犛为激

光测距值，犘犚 为存在侧滚角测量误差时的实际目

标点，犘犐 为未考虑侧滚角测量误差求得的激光脚

点，则Δω、Δφ、Δκ导致激光脚点在地面坐标系下

的三维坐标误差分别为［０，犛（ｓｉｎ（θ－ω）－ｓｉｎ（θ－

ω－Δω））、－犛（ｃｏｓ（θ－ω－Δω）－ｃｏｓ（θ－ω））］
Ｔ、

［犛ｃｏｓθ（ｓｉｎ（φ＋Δφ）－ｓｉｎφ），０，犛ｃｏｓθ（ｃｏｓφ－ｃｏｓ

（φ＋Δφ））］
Ｔ、［犛ｓｉｎθ（ｓｉｎ（κ＋Δκ）－ｓｉｎκ），犛ｓｉｎθ

（ｃｏｓκ－ｃｏｓ（κ＋Δκ）），０］
Ｔ。

２．２　平台运动误差对激光脚点坐标误差的仿真分析

理想情况下，飞机在１０００ｍ高空下，假设飞

行速度为３０ｍ／ｓ时，飞机腹部安装的ＬｉＤＡＲ系

统以５００Ｈｚ的扫描频率对地探测；一行ＬｉＤＡＲ

点数为２０个（仿真过程中取较少点，方便观测）；

激光视场角为４０°（±２０°）；ＬｉＤＡＲ发射的重复频

率为１０ｋＨｚ。观测目标是２０ｍ高处的正方平面

和４０ｍ高处的正方平面。在理想状况下，上述

参数得到的点云分布如图８所示，点云坐标在飞

行方向（狓轴）和扫描方向（狔轴）平面坐标系狓狅

狔上的投影为均匀分布，飞行方向上的激光脚点

距离差值为０．０５ｍ，扫描方向上的扫描范围为

［－３２０ｍ，３２０ｍ］。

图８　理想情况下的ＬｉＤＡＲ点云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Ｉｄｅ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

但由于机身抖动现象是受到若干外界条件，如

飞机高度、速度、气流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因

此，不是每个航段都会出现抖动现象，ＬｉＤＡＲ系统

参数和观测目标不变，在垂直方向上存在机身上下

的抖动，影响了三维激光点云的坐标分布。其中在

４０ｍ高处的观测目标飞行时，飞机上下抖动在１ｍ

范围内，其点云分布平均误差为０．０９８６ｍ；在２０

ｍ处的观测目标飞行时，飞机上下抖动在０．１ｍ范

围内，其点云分布平均误差为０．００７３ｍ。

ＬｉＤＡＲ系统参数和观测目标不变，在飞行方

向上存在速度的瞬时变化时，影响了三维激光点

云的坐标分布。飞机设定飞行速度为１００ｍ／ｓ，

当飞行速度发生瞬时变化，激光点云的三维坐标平

均误差随速度的瞬时变化率成正比例增长，变化范

围在ｍｍ量级。其变化趋势如图９所示。其中在

４０ｍ处的观测目标飞行时，飞机发生０．００４°的侧滚

角偏移误差，其点云分布误差为０．７２９８ｍ，均方差

为０．０２５０ｍ，如图１０（ａ）所示；飞机发生０．００５°的

俯仰角偏移误差，其点云分布误差率为０．０８７３ｍ，

均方差为２．９６９０×１０－１２ｍ，如图１０（ｂ）所示；假设

飞机向后俯仰０．００５°，激光脚点整体向后移动一

定距离，则飞机发生０．００５°的偏航角偏移误差，其

点云分布误差为０．０１７１ｍ，均方差为０．００７８

ｍ，如图１０（ｃ）所示，４０ｍ处的平面由于飞机发生

偏航，只存在一部分激光脚点数据。从数据分析

可知，小角度的偏航情况下，狓坐标几乎不变，狔

坐标的变化较大，导致输出数据发生变化。

２．３　讨　论

通过上述５个误差源的分析可知，机身上下

抖动误差（１）、速度瞬时变化误差（２）、侧滚角误差

（３）、俯仰角误差（４）、偏航角误差（５）对ＬｉＤＡＲ

脚点坐标分布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图１１

所示。结合数据可以得出，侧滚角误差对激光点云

坐标产生的影响最大，比俯仰角误差引起的激光

图９　激光点云坐标平均误差随速度瞬时变化率变化

Ｆｉｇ．９　 Ｍｅａ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图１０　激光点云坐标误差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

图１１　平台运动误差对点云坐标平均误差的

影响比较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ｖｅＭｏ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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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云坐标误差高一个数量级，比机身上下抖动误

差、速度瞬时变化误差高两个数量级；滚动角偏差

造成扫描区域发生扭曲，导致设计航线上的图标

目标区域漏描。另外，机载ＬｉＤＡＲ飞行平台越

来越高，滚动角偏差对三维成像的影响越大，故对

滚动角偏差的实时补偿十分重要。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了５个运动误差参数对ＬｉＤＡＲ点

云坐标分布的影响。在航空遥感中，将ＰＯＳ系统

获取的机载ＧＰＳ天线相位中心坐标和ＩＭＵ获取

的侧滚、俯仰、偏航等数据联合进行处理，可得到

影像的６个外方位元素，利用其进行摄影过程的

几何变换，能实现航空遥感直接对地目标定位。

综上所述，影响机载ＬｉＤＡＲ成像的各种误差中，

定姿误差是导致三维成像质量低的主要原因。该

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研究平台误差补偿，以提高Ｌｉ

ＤＡＲ系统的成像精度与分辨率等问题提供了理

论依据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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