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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安置角检校进行机载犔犻犇犃犚
点云数据与同步影像快速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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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安置角进行综合分析后，以精确的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为基础，联合高分辨率影像对空间点进行高

精度定位，建立了机载ＬｉＤＡＲ和摄影测量联合平差模型，完成了无需控制场的相机安置角检校，较好地实现

了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与同步影像的精确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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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激光扫描系统都配备有小像幅数码相

机，在获取激光点云数据的同时可以同步获取高

分辨率的航空影像。影响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与航

空影像精度的误差主要分为两种：① 激光扫描仪

坐标系与ＩＭＵ本体坐标系之间的误差。② 由于

安装工艺上的限制，ＩＭＵ本体坐标系与航摄仪本

体坐标系不能完全平行而导致相应坐标轴间存在

微小的方向偏差，即传统的安置角误差［１］。对误

差②，目前有两种检校方法：① 一步法，即将安置

角误差和其他系统误差作为未知数，在光束法平

差中一并求解［２］。② 两步法，即通过检校场获取

的数据进行光束法平差并与ＰＯＳ获取的定向参

数进行对比，求解出安置角误差［３５］。但是，这会

导致ＬｉＤＡＲ的系统检校过分依赖检校场，从而

失去ＬｉＤＡＲ系统快速响应的优势并增加了生产

成本。因此，如何去除相机安置角误差，实现点云

与影像的快速配准，是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

１　安置角对航空影像外方位元素精

度的影响

　　安置角误差的大小直接影响定向参数的精度

（如图１所示），从而导致点云与影像的配准错误。

这是因为影像曝光时真实的物理状态和假设的数

学模型存在的任何偏差都将造成对象空间位置的

重大错误［６］。安置角对定位误差的影响如下所

示。

１）横滚角ｄ狉误差与飞行旁向ｄ犢 和高程方

向ｄ犣的定位误差关系如图１（ａ）所示：

ｄ犢 ≈犛·ｃｏｓα·ｓｉｎ（ｄ狉） （１）

ｄ犣≈犛·ｓｉｎα·ｓｉｎ（ｄ狉） （２）

　　２）俯仰角ｄ狆误差与飞行方向ｄ犡 和高程方

向ｄ犣的定位误差关系如图１（ｂ）所示：

ｄ犡≈犛·ｃｏｓ狆·ｓｉｎ（ｄ狆） （３）

ｄ犣≈犛·ｓｉｎ狆·ｓｉｎ（ｄ狆） （４）

　　３）偏航角ｄ犺误差与飞行方向ｄ犡 和飞行旁

向ｄ犢 的定位误差关系如图１（ｃ）所示：

ｄ犡≈犢·ｓｉｎ（ｄ犺）＝犛·ｓｉｎα·ｓｉｎ（ｄ犺）（５）

ｄ犢 ≈ｄ犡·ｓｉｎ（ｄ犺）＝犛·ｓｉｎα·ｓｉｎ
２（ｄ犺）（６）

　　外方位角元素的精度是决定系统精度的关键

因素，只有角元素的精度达到要求，空对地定位才

成为可能［７］。所以，安置角误差是影响地面点定

位精度，以及机载ＬｉＤＡＲ的同步影像与点云配

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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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安置角定位误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ｏｒｅｓｉｇｈｔ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ｎＤ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２　快速安置角误差解算分析

在进行安置角误差求解之前，先对ＰＯＳ数据

进行预处理，即将ＰＯＳ生成的切平面坐标系下的

角元素转换到传统的摄影测量坐标系下。转换

时，地球的曲率和子午线偏差必须被考虑进去［８］，

不然会造成初始外方位角元素的较大偏差。

安置角误差的求解流程为：通过自动转点加

手工调整，获取一组非常精确的同名点作为像控

点。通过带高程约束的多基线前方交会求得对应

像控点的物点坐标。由于存在安置角误差，通过

同名点计算出的物方坐标反算至像点坐标与手动

选择的像控点坐标不一致，因此，以反算后的像点

坐标与像控点坐标之间的平面距离最小作为约束

条件，建立误差方程，迭代求解安置角误差。其详

细求解步骤如下所示。

１）像控点选取。从高精度ＰＯＳ数据的多视

影像中手动选取初始点，然后，利用ＰＯＳ的初始

数据进行自动转点来选取同名点作为像控点。为

提高前方交会的精度，尽可能地保证所选像控点

达到亚像素精度。

２）多基线前方交会。根据所选像控点求出

同名光线中任意两条光线的夹角。若夹角小于

１５°，则去掉其中一个像点，再重新计算检查，直至

多视光线计算中采用的同名光线两两相交的夹角

都大于１５°。通过多基线前方交会计算获得像控

点的物方空间坐标。在前方交会的计算过程中，

还需顾及透镜的几何畸变以及量测仪器系统误差

的影响。

３）ＤＥＭ高程约束。根据多基线前方交会求

出的像控点物方坐标，利用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提

供的高精度ＤＥＭ 数据，内插出物方坐标新的高

程值。然后，将新像控点物方坐标作为初始值代

入安置角误差解算。

４）安置角误差方程推导。根据共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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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狓、狔、－犳为像点的像空间坐标；犡犛、犢犛、犣犛

为摄站点的物方空间坐标；犡、犢、犣为地面点的物

方空间坐标；犚 为像片角元素的方向余弦矩阵。

在求解公式中，该余弦矩阵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

是影像的初始外方位角元素φ、ω、κ构成的正交

变换矩阵犚犿犫（φ，ω，κ）；另一部分是安置角误差犲狓、

犲狔、犲狕 的正交变换矩阵犚
犫
犮（犲狓，犲狔，犲狕）。则式（７）可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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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像控点的像点坐标狓、狔作为观测值，安置角误

差犲狓、犲狔、犲狕 为未知数，犡犛、犢犛、犣犛、φ、ω、κ、犳、犡、犢、

犣为已知值；利用泰勒公式展开，得误差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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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小二乘法间接平差原理，可列出法方

程：

犃Ｔ犘犃犡 ＝犃
Ｔ犘犔 （１０）

式中，犘为观测值的权矩阵。由于对所有像点坐

标的观测值一般认为是等精度量测，所以犘为单

位矩阵。由此得到式（１１），平差直到所有地物点

对应的像点与初始选择的像控点的距离最小。

犡＝ （犃
Ｔ犃）－１犃Ｔ犔 （１１）

　　计算后，评估安置角误差变化是否趋近于阈

值，如果否，则用解出的安置角误差与ＰＯＳ数据

新的影像外方位元素来求解新的像控点空间坐标

后，再根据式（１１）重新求解安置角误差，直到满足

约束条件为止。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获取数据的设备和参数为：采用 Ｌｅｉｃａ

ＡＬＳ５０ＩＩ和小像幅相机ＲＣＤ１０５（焦距３５ｍｍ），

ＦＯＶ（视场角）为４５°，最低飞行高度１１５０ｍ，最

高飞行高度１４５０ｍ，绝对飞行高度（ＡＭＳＬ）

２７５０ｍ，获取点云数据的平均点间距０．７１ｍ，获

６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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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影像分辨率为３１ｃｍ。

为测定安置角检校结果的精度，通过相关部

门获取１２个检查点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表１。

可以看出，经过安置角检校后生成的ＤＯＭ，在对

检查点的定位精度上比没有经过安置角检校的有

了很大提高。由于选取了部分数据进行安置角误

差的检校，而没有对所有的数据进行整体平差，因

此，影像间的相对关系依然会存在一定误差。按

照国内通行的《ＧＢ７９３０８７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中的规

定，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测绘的１∶２０００比例

尺平原地区地形图，应满足平面中误差≤１．２ｍ、

高程误差≤０．５ｍ的精度要求。本文实验结果的

精度基本满足１∶２０００比例尺的要求。

表１　检查点精度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检查点
最大误差／ｍ 最小误差／ｍ 中误差／ｍ

犡 犢 犡 犢 犡 犢 犡犢

原始ＰＯＳ数据 ４．０９３ ２．８５６９ ２．６４１３ ０．４９８４ ３．１８１４８５ １．４８８８８ ３．５１２６３６

安置角检校后 ０．７３３３ １．１１３７ ０．０３９８ －０．２１２６ ０．３２７１４１ ０．７２２４１１ ０．７９３０３２

ＡＴ软件 －０．５１４４ ０．６２７７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４８４ ０．２９５８０３ ０．３５１３６４ ０．４５９２９９

　　从图２可以看出，安置角检校后影像间的拼

接有相当改善，从测区整体拼接效果来看，检校完

成后拼接的ＤＯＭ上依然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拼

接缝隙，一般拼接位移大致为０．２～１．２ｍ。这些

拼接缝隙主要是由于仅依靠选择部分影像数据进

行了检校得出安置角，而没有对所有的数据作一

个整体平差，因此，影像与影像之间的相对关系依

然存在误差。

图２　检校后ＤＯＭ

Ｆｉｇ．２　ＤＯＭＡｆｔｅ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从图３（ａ）和３（ｂ）的效果来看，经过安置角误

差检校后的影像与激光点云数据配准效果较好，

特别是影像中的水体部分。图３（ａ）显示，检校前

大部分激光点出现在无反射物的水面上，图３（ｂ）

显示，经过检校后激光点都准确出现在水体表面

的浮游物上，这充分说明了点云数据与影像间的

配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图３（ｃ）与３（ｄ）展示了

利用该快速配准方法的影像和点云数据在实际工

程应用中能获取得良好的显示效果，从另一个角

度证实该方法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图３　点云与影像配准后的实际测试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ｉＤＡＲＤａｔａａｎｄ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

４　结　语

安置角检校后的航摄像片外方位元素可用于

正射影像的制作，实现正射影像与点云数据的配

准，能直接提供给工程部门，在对影像外方位元素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工程上使用，如利用影像辅

助ＬｉＤＡＲ数据在输电线路的优化设计、公路测

设、三维城市的快速建模、建筑物的纹理采集及抢

险救灾中的应用。该方法可以省去布设控制场的

时间，缩短数据处理周期，回避传统航测的空三内

业，体现了ＬｉＤＡＲ数据的高时效特点。需要注

意的是，由于没有进行整体平差，该方法获取的

７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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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尚不能满足精度要求极高的大比例尺测图

（大于１∶２００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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