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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定标场的犃犇犛４０系统几何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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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ＡＤＳ４０影像的几何特性和相机检校模型，设计了一套针对ＡＤＳ４０系统的检校方案，并基于地

面检校场的实际数据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合理的检校，可以获得ＡＤＳ４０高精度的检校文件，提

高摄影测量的精度，并降低对控制点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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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众多公司推出了多种新型机载传感

器，如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ＤＭＣ、ＶｅｘｃｅｌＵｌｔｒａｃａｍＤ 和

ＬｅｉｃａＡＤＳ４０等。这些传感器的出现和使用给我

们带来了新的机遇挑战，从研究的角度讲，目前还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这些新型传感器的整

体性能测试、参数检校、应用潜能和处理方式等方

面。国外许多研究机构，像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摄

影测量学院［１］、意大利帕维亚大学［２］，在这些方面

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相机检校分为实验室检校［３］和地面定标场检

校［４］。新型相机集成了ＧＰＳ／ＩＭＵ，可以直接在

航摄飞行中测定航摄仪的位置和姿态，并经严格

的联合数据后处理，获得高精度的航片外方位元

素，从而实现无或极少地面控制的航片定向和测

图。为了保证测量的精度，ＧＰＳ天线和相机镜头

的偏移，ＩＭＵ与航摄仪各轴指向的角度差，必须

利用检校场来进行测定。

１　检校模型

ＡＤＳ４０为机载三线阵扫描相机，并集成有

ＧＰＳ／ＩＭＵ系统。由于其特殊的成像方式，以及

ＧＰＳ／ＩＭＵ系统给予的约束条件，其检校模型远

比框幅式相机复杂。

１．１　像方坐标系与物方坐标的转换模型

ＡＤＳ４０是单镜头三线阵传感器，采用线中心

投影推扫成像，一次推扫同时获取前视、后视、下

视３个影像条带。高度集成的ＰＯＳ系统按照一

定频率记录飞行时刻传感器投影中心的位置和姿

态。为了使用传统空中三角测量 方 法 处 理

ＡＤＳ４０数据，一般采用在连续记录的ＰＯＳ数据

中按等时间间隔抽取曝光中心（定向片）作为基

础，其他点通过内插求得［５］。

如图１所示，地物点犘犻对应的像点所处线阵

曝光位置为犗犉犼，则该地物点的像方坐标和物方

坐标具有以下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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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地物点与曝光中心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ｎｄＰｏｉｎｔ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ｉｘｅｓ

其中地物点犘犻对应的曝光位置犗犉犼可以通过相

邻基础曝光中心（定向片）犗犉′犽和犗犉′犽＋１线性内插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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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式（１）和式（２），地物点犘犻的像方坐标和

物方坐标的转换关系为：

（狓犻犼，狔犻犼）＝犌（犡犻，犢犻，犣犻，犡犽，犢犽，犣犽，ω犽，φ犽，κ犽，

犡犽＋１，犢犽＋１，犣犽＋１，ω犽＋１，φ犽＋１，κ犽＋１） （３）

１．２　犐犕犝视准轴误差解算模型

ＩＭＵ（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即惯性测

量单元，可以感受运动体在运动过程中的旋转角

速度和加速度，通过积分和坐标系转换等，解算出

相对位置和姿态等参数。由于安装问题，ＩＭＵ坐

标系（犫系）与传感器坐标系（犆系）存在旋转偏移

角犲狓、犲狔、犲狕，即ＩＭＵ视准轴误差，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ＩＭＵ视准轴误差

Ｆｉｇ．２　ＩＭＵ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ＩＭＵ视准轴误差不可直接通过仪器测定，只

能利用外方位元素来间接求取，一般采用场地检

校法或区域网平差的方法。

１．３　犅狉狅狑狀误差模型

任何航摄仪都存在系统误差，需通过合理的

误差模型进行模拟和补偿。

ＡＤＳ４０与传统框幅式相机一样，都会存在光

学镜头带来的畸变，包括径向畸变和切向畸变。

作为数字航摄仪，ＡＤＳ４０存在因安装问题带来的

像主点偏移和焦平面仿射变形，不需要考虑以胶

片为曝光对象的传统航摄仪存在的压平误差。

ＡＤＳ４０的特别之处在于成像单元为ＣＣＤ线阵，

与面阵相机对比，其ＣＣＤ线阵的位置及方向约束

较小，安装时定位难度高，且相对而言不够稳定，

再加上分光器的变形，需要通过多项式来模拟

ＣＣＤ线阵的偏移及变形。

Ｂｒｏｗｎ误差模型是通过分析引起系统误差

的各个物理因素而建立的，经过长期实践验证，适

用于包括ＡＤＳ４０在内的各种航摄仪几何检校
［６］。

１．４　检校空三解算模型

综合上述模型，并且将控制点作为带权观测

值，则平差基本数学模型为［７］：

犞犘 ＝犃狓犌＋犅１狓＋犆１狓犃－犔犘，犘犘

犞犆 ＝犈犆狓犌－犔犆，犘犆

犞ＧＰ犛 ＝犅２狓＋犆２狓Ｄｉｓ－犔ＧＰＳ，犘ＧＰＳ

犞ＩＭＵ ＝犅３狓＋犆３狓Ｍｉｓ－犔ＩＭＵ，犘ＩＭＵ

犞犃 ＝犈犃狓犃－犔犃，犘

烅

烄

烆 犃

（４）

２　检校内容及方案

ＡＤＳ４０检校方案包括检校相机参数和评估

检校结果两部分。

１）选择几何检校用数据，对原始检校文件进

行修正，生成新的检校文件。

２）选择验证数据，分别基于原始检校文件、

检校生成的新检校文件进行数据处理，通过各自

空三精度对比，对检校结果进行评估判断。

利用地面定标场进行相机检校有很多优点，

但由于内方位元素、外方位元素和ＩＭＵ 视准轴

误差等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对用于相机检校的数

据有很高的要求。例如，至少两条对向飞行的平

行航线和位于同一航高的两条对向的构架航线，

以及部分高精度的地面控制点，这些控制点的高

程要有比较大的变化；或者，至少两条对向飞行的

平行航线和相对高程为平行航线１．５倍的两条构

架航线［４］。后者最为常用。而验证数据的选择，

则要考虑到普遍适用性，需要选择不同时间不同

航高的航飞数据。

本次实验采用了武汉大学建立的嵩山摄影测

量与遥感定标与综合实验场数据，该检校场范围为

８ｋｍ×８ｋｍ，分级布设有大量控制点，间隔为３００

ｍ、５００ｍ和８００ｍ，标志大小分为０．４ｍ×０．４ｍ和

１ｍ×１ｍ，精度为１ｃｍ。航飞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

航高分别为６００ｍ、１０００ｍ和３０００ｍ。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检校对象为 ＡＤＳ４０航摄仪，感光元件为１０

条ＣＣＤ线阵，每条ＣＣＤ线阵包括１２０００个大小

为６．５μｍ 的ＣＣＤ像元，实际航飞过程中很少使

用犅通道。该航摄仪镜头型号为ＳＨ４０，编号为

３００５３，ＧＰＳ型号为 ＮｏｖＡｔｅｌＯＥＭ４，ＩＭＵ型号为

ＭｉｃｒｏＩＲＳ，原始ＩＭＵ视准轴误差和相机文件的

检校证明为Ｌｅｉｃａ公司于２００７０２０１提供，ＧＰＳ

偏心分量为全站仪量测获得。

３．１　相机检校

相机检校的实验数据为８条航线的５个波段

数据（包括前后视的犃通道全色波段，下视的红、

２７７



　第３６卷第７期 许妙忠等：基于定标场的ＡＤＳ４０系统几何检校

绿、蓝３个波段），其摄区高差约为３５０ｍ，平地居

多地，势变化较为平缓。其航线结构如图３所示。

其中包含了相对航高为６００ｍ的２条对向飞行的

平行航线和２条对向飞行的构架航线，以及航摄

区域相近的相对航高为１０００ｍ的２条对向飞行

的平行航线和２条对向飞行的构架航线。

图３　检验数据概况

Ｆｉｇ．３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原始的检校文件编号为 Ｖ００１，其相机文件

的参数化为犮＝－６２．７０００ｍｍ，狓０、狔０、犪１、犪２、犪３、

犫１、犫２、犱１、犱２、犱３、犱４、犱５、犱６、犱７、犱８、犱９、犱１０均为０。

另外，ＡＤＳ４０相机的ＩＭＵ视准轴误差的３个方

向值分别为－０．０１６８９８４１６°、０．６５３９７４２６８°和

－０．１１９７９８９４５°。

ＡＤＳ４０相机检校过程就是带有自检校参数

的空中三角测量平差过程。本文实验中使用软件

ＧＰＲＯ处理 ＡＤＳ４０原始影像，利用ＬＰＳ摄影测

量工作站和ＯＲＩＭＡ空三软件进行空中三角测量

数据处理［８］。在空三解算时，将检校参数，即

ＩＭＵ视准轴误差和Ｂｒｏｗｎ误差模型的各项参数

作为带权观测值进行解算，得到新的ＩＭＵ 视准

轴误差，并对相机文件进行重写。

为了确定最适合的检校参数用以几何检校，

对多种检校参数组合进行了检校实验，其中两种

组合对数据精度的提升较为明显，其空三精度与

不考虑检校参数情况下的空三精度对比如表１所

示（Ｂａｓｉｃ：不考虑自检校参数；Ｓｅｌｆ１：检校参数组

合１；Ｓｅｌｆ２：检校参数组合２）。

表１　不同检校参数情况的空三精度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ｔｔｉｎｇ

参数 Ｓｉｇｍａ０／μｍ
ＩＭＵ误差均值／（×１０－４（°）） ＩＭＵ均方根／（°）

Ｏｍｅｇａ Ｐｈｉ Ｋａｐｐａ Ｏｍｅｇａ Ｐｈｉ Ｋａｐｐａ

Ｂａｓｉｃ ４．１ ２．９０７７ －３０ １２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７７

Ｓｅｌｆ１ ２．８ １．２８０８ －３．３８４６ ０．３８０７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２

Ｓｅｌｆ２ １．９ １．７３８５ －３．９ ０．１３０７７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３

图４　下视绿色波段像点误差（Ｂａｓｉｃ参数）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Ｐｌｏｔ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Ｎａｄｉｒ

ＧｒｅｅｎＢａｎｄ（ｗｉｔｈ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图５　下视绿色波段像点误差（Ｓｅｌｆ１参数）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Ｐｌｏｔ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ＮａｄｉｒＧｒｅｅｎ

Ｂａｎｄ（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１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由以上图表可知，Ｓｅｌｆ２对精度提升最为明

显。基于Ｓｅｌｆ２解算后得到编号为Ｖ００２的检校

文件。其相机文件的参数化为犮＝－６２．７１３６

图６　下视绿色波段像点误差（Ｓｅｌｆ２参数）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Ｐｌｏｔ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ＮａｄｉｒＧｒｅｅｎ

Ｂａｎｄ（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ｍｍ，狓０＝０．０２ｍｍ，狔０＝０．０１８ｍｍ，犪１＝１．３１×

１０－７，犪２＝１．３２×１０
－１１，犪３＝－１０．８×１０

－１５，犫１＝

－５．５７×１０－４，犫２＝－２．１６×１０
－４，犱１＝－２２．７×

１０－１８，犱２＝－９．３５×１０
－７，犱３＝－１．１６×１０

－７，犱４

＝－７．７３×１０－８，犱５＝４．０２×１０
－１０，犱６＝－１．１７

×１０－５，犱７＝－３．８×１０
－６，犱８＝７．５８×１０

－８，犱９＝

－２．１３×１０－８，犱１０＝－９．１９×１０
－１１。

检校后ＩＭＵ视准轴误差３个方向值分别为

－０．００７３２７２１４°、０．６１０２５３５１９°、－０．１１５５９３６０７°。

检校后相机参数都发生了变化。对于ＩＭＵ

视准轴误差，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在犡 和犢 轴向

上，两者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变化，但在犣方向上，

变化比较小。

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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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检校结果评估

为了对检校后获得的检校文件是否有效进行

评估判断，笔者选择了两组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１　相对航高为６００ｍ的６条东西

向平行航线（图７（ａ）），旁向重叠度近为７０％，航

摄区域有５５个地面控制点。

图７　实验数据概况

Ｆｉｇ．７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实验数据２　相对航高为１０００ｍ的５条东

西向平行航线（图７（ｂ）），旁向重叠度约为６０％，

航摄区域有９４个地面控制点。

实验过程和方法：首先分别基于检校文件

Ｖ００１、Ｖ００２对上述两组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然

后基于同样的控制点布设方案，即无控、５个像控

点、９个像控点、１３个像控点和１７个像控点，进行

空三解算，计算检查点的精度，处理结果如表２。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对于数据集１，基于原始

检校文件Ｖ００１，在无控条件下，Ｓｉｇｍａ值为半个

像素，检查点犡 方向均方根约为２．５个 ＧＳＤ，犢

方向均方根约为５个ＧＳＤ，高程方向均方根约为

５个ＧＳＤ。在整个区域内均匀选择部分点作为像

表２　检验数据的空三精度

Ｔａｂ．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１ａｎ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２

数据 控制点数

检校文件Ｖ００１ 检校文件Ｖ００２

Ｓｉｇｍａ０

／μｍ

检查点均方根／ｍ

犡 犢 犣

Ｓｉｇｍａ０

／μｍ

检查点均方根／ｍ

犡 犢 犣

实验

数据１

０ ２．９ ０．１４０ ０．３０１ ０．２９８ 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６ ０．１３２

５ ３．０ ０．１２１ ０．２１５ ０．３２９ 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９

９ ３．１ ０．１３６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２ 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１３ ３．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９３ ０．１１７ 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

１７ ３．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８３ ０．１３５ 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５

实验

数据２

０ ３．５ ０．２２７ ０．３３８ ０．２４１ １．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８８

５ ３．５ ０．１９４ ０．２９０ ０．３５０ １．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３

９ ３．６ ０．１６１ ０．２８８ ０．２７３ 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９

１３ ３．８ ０．１４８ ０．２６２ ０．１５０ 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９

１７ ３．８ ０．１５３ ０．２２４ ０．１６０ 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１

控点参与平差后，Ｓｉｇｍａ无明显变化，检查点精度

随着像控点数的增加逐步提高，当像控点数增加

到１３后，精度不再有实质性的提升。值得注意的

是，检查点犢 方向精度明显比犡 方向差，即垂直

航线方向精度低于沿航线方向精度。基于检校后

文件Ｖ００２，在无控条件下，Ｓｉｇｍａ值降低至０．３

个像素，检查点犡方向均方根约为０．３个像素，犢

方向均方根约为０．４个像素，高程方向均方根约

为２个ＧＳＤ。在整个测区均匀选取５个点为像

控点参与平差后，Ｓｉｇｍａ值无明显变化，而检查点

犡、犢 方向均方根降低为０．２个ＧＳＤ左右，高程

方向均方根降低至０．５个ＧＳＤ，且像控点数量的

增加对精度基本无影响，这说明仅需要少量控制

点。很明显，基于Ｖ００２进行数据处理，极大地提

升了数据精度。

对数据集２重复数据集１的实验，可以发现，

两组检验数据呈现极为一致的规律，Ｖ００２相对

Ｖ００１精度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无控情况下，Ｓｉｇ

ｍａ值降低至０．３个像素，平面精度便达到了０．３

个ＧＳＤ，高程精度也在１个ＧＳＤ以内；加入少量

控制点后，Ｓｉｇｍａ值无明显变化，平面精度部分提

高，高程精度则达到了０．５个ＧＳＤ以内，且增加

控制点对精度基本无影响。

可以确定，对相机文件和ＩＭＵ 视准轴误差

进行检校可以有效稳定地提高ＡＤＳ４０数据的精

度。这也证明了该检校文件符合实际航飞的状

况，可以有效地补偿相机系统误差，是高精度的检

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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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生物地理学优化（ＢＢＯ）在图像分割中的应用　　　　　　　　　郑肇葆

 顾及障碍空间距离和区域差异的元胞自动机城市扩展模型构建 王海军，等

 顾及地磁背景场的多目标磁异常分量换算方法 卞光浪，等

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在中国某地区的检核及适用性分析 束蝉方，等

 单幅图像几何量测研究进展 刘学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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