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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双灭点条件下纠正大倾角近景影像算法的不足，提出了基于灭点理论、空间直线几何补偿联合广

义点（直线）摄影测量光束法平差的建筑物影像自动纠正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算法具有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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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三维建模中，车载序列影像的获取具

有经济、快捷的特点。同时，因为生成纹理的清晰

度高，也弥补了航空影像和直升机载影像建筑墙

面纹理清晰度低的不足［１］。荷兰 Ｄｅｌｆｔ大学的

Ｈｅｕｖｅｌ多年来专门从事基于灭点理论进行建筑

物摄影测量学的研究［２］。张祖勋等将传统的点摄

影测量与当代发展的线摄影测量（共面方程）以及

无穷远点（灭点）理论综合升华为广义点摄影测量

理论［３４］，在近景摄影测量、工业测量、城市三维建

模、变化检测数据更新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利用线、面特征进行三维重建具有十分广阔

的前景［５，６］。近景拍摄时，摄站与建筑物之间的

距离比较小，再加上要拍全纹理，影像的倾角必然

增大导致影像的几何变形变大，所以对于近景大

倾角影像纹理的自动纠正必不可少。本文针对双

灭点条件下建筑物纹理恢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一种改进的基于广义点摄影测量理论和重叠影像

物方空间几何约束补偿的纠正算法。

１　基于灭点的影像纠正方法

影像方位元素的初值可根据灭点来分解［３］，

基于灭点理论和物方平行线几何约束的建筑墙面

纹理的自动纠正方法的主要原理如下。

如图１所示，两组灭点的对应的两平行线在

纠正后的影像上的投影应该平行于物方坐标系的

犡和犢 轴。对于犡、犢 方向直线在纠正后影像上

的投影应该分别满足直线两端点的狔 坐标和狓

坐标相等的条件［１］。只要确定灭点分组再以此作

为限制条件，即使拍摄的影像发生了旋转仍能纠

正影像。然而该方法对于仰角、俯角过大的影像，

并不适用。

图１　影像纠正中平行线几何约束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ｉｎｅｓｉｎ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如图２，用欧氏空间中的几何投影进行分析，

犛为摄影中心，在像空间坐标系犛犡犢犣 下，物方

直线犕犻犕犼和犕犿犕狀在影像面（倾斜四边形表示）

上的像方直线为犻犼、犿狀（参考图１（ｂ）），其水平纠

正后的影像用图２中虚直线表示，即投影到承影

面上的直线犿′犻犿′犼和犿′犿犿′狀，而对应真实空间的投

影应为犿犻犿犼和犿犿犿狀，显然纠正后的直线段与真

实空间投影的直线段不能完全重合。易知，若是

正直（平行）摄影，则影像面与承影面平行采用上

述纠正方法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拍摄的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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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则纠正效果不好，故上述纠正方法存在不足，

如何进行补偿正是本研究关注的内容。本文在文

献［１］的纠正算法的基础上，引入物方的补偿条件

以完善影像纠正算法。

图２　大倾角影像水平纠正后残余的几何变形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ｇ

ＯｂｌｉｑｕｅＡｎｇｌｅＩｍ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广义点结合补偿的纠正算法

２．１　灭点检测及其解算

首先，相机检校，消除畸变差；然后对影像进

行相对定向，提取特征直线并检测灭点，完成对直

线束的分组。

在有噪声的情况下，空间平行线在影像上的

投影未必交于一点，即存在闭合差。满足灭点方

向分组的线段犻犼必然通过该组平行线所对应的

灭点犞。由犻、犼、犞 三点共线可得
［７］：

（狔犞 －狔犻）（狓犼－狓犻）－（狓犞 －狓犻）（狔犼－狔犻）＝０

（１）

线性化后，有：

［（狔犼－狔犞）狏狓犻＋（狓犞 －狓犼）狏狔犻＋（狔犞 －狔犻）狏狓犼＋

（狓犻－狓犞）狏狔犼＋（狔犻－狔犼）狏狓＋（狓犼－狓犻）狏狔］＋

　犱０ ＝０

（２）

根据灭点检测分组后的直线可列矩阵方程：

犃狀×４狀·犞４狀×１＋犅狀×２·^狓２×１＋犠狀×１ ＝０ （３）

式中，观测向量为犞＝（狏狓犻狏狔犻狏狓犼狏狔犼）
Ｔ；未知数（即

灭点）为狓＝（狏狓狏狔）
Ｔ；犃为观测系数矩阵；犅为未

知数系数矩阵；犠 为闭合差。此为附有参数的条

件平差模型，在平差时采用粗差探测的“选权迭代

法”［８］，可在计算灭点坐标的同时将不支持此灭点

的粗差直线（误分组）剔除掉，得到精确可靠的灭

点坐标。

显然，经过上述灭点平差解算后的直线束必

然对应空间的平行直线束，采用文献［１］的方法，

以此作为约束条件列出观测方程并解算纠正后影

像的方位元素，在纠正的同时可完成对外方位角

元素的计算。

２．２　直线段匹配

借鉴文献［９］提出的影像匹配独立性原则，再

结合直线本身的连续性几何约束，采用宏观独立

性和微观约束性“对立统一”的线匹配策略［１０］：为

克服影像间的几何变形，先用基于特征的匹配算

法（ｆｅ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之ＳＩＦＴ
［１１］算子估算

影像间的整体几何变换关系并重采样搜索窗口避

免相关系数测度的失效，生成候选匹配线段后再

进行重采样消除同名线段长度不等的几何变形，

并充分利用直线段整体的约束进行基于区域的匹

配（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从而消除歧义性获得

可靠的直线匹配结果。基于“对立统一”的思想不

仅符合客观规律，还能保证直线段的端点也是同

名点。将匹配得到的同名线段进行前方交会可以

获得对应的空间线段，为后面添加物方约束、消除

自由度奠定基础。

２．３　基于物方几何约束补偿的纠正

先构建条带自由网。在使用广义点的直线平

差模型时，把空间犣值（深度方向）作为约束条件

以补偿该方向缺乏的控制，即犢 方向（铅垂线方

向）的直线段两个端点的犣值应该相等，然后进

行区域网光束法平差［１２］。以两度重叠的影像为

例，假设两度重叠的影像中共有狀对同名直线，那

么共有６狀＋１２个未知数（一条空间直线两个端点

６个未知数，两张影像６＋６个外方位元素），根据

广义点理论非退化的１条直线只能列两个方程，

结合犣值相等的约束条件只能列出４狀＋狀个观

测方程，未知数大于方程数，故不能直接通过光束

法平差求解，但可借助光束法平差中交替趋近的

方法［１３］来解决。

１）把方位元素当成已知值，进行前方交会得

到空间直线段坐标，并加入犣值相等的约束条件

（一条空间直线６个未知数，可列８＋１个方程）。

２）把空间直线坐标当成已知值进行单片后

方交会解算方位元素（此时单片６个未知数，按广

义点理论可列２狀个方程）。

３）重复步骤１）～步骤２），当所有值的改正

数小于阈值时结束迭代。

以上交替趋近解算均采用“选权迭代法”［８］剔

除粗差，并最终解算出方位元素。

３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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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结果

本文以连续的３张影像（条带影像序号为３３

～３５）为例，给出实验结果。原始影像如图３。通

过双灭点纠正算法获取这３张影像的方位元素见

表１中３３～３５。以此结果对匹配出的同名直线

段进行空间前交获得空间直线段坐标，列举犢 方

向空间直线的结果见表２。

图３　连续的３张大倾角原始影像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ＢｉｇＯｂｌｉｑｕｅＡｎｇｌ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表１　算法改进前后获取方位元素的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ｂ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影像

号

犡犛／

像素

犢犛／

像素

犣犛／

像素
Φ／弧度 Ω／弧度 κ／弧度

３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３７７ ０．４４７３ ０．０２１６

３４ ２００．９ －１．１ －１２．７ ０．０１３１ ０．４４０６ －０．０１５４

３５ ３８５．３ －２．７ －４．８ －０．０１１２ ０．４３９３ ０．００８３

３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３８６ ０．４４７２ ０．０１４６

３４′ ２０３．１ －３．５ －１４．７ ０．０１２９ ０．４３９９ －０．０１４８

３５′ ３８８．３ －５．１ －７．３ －０．０１２０ ０．４３８６ ０．００９３

　　表２中影像编号后面表示经内定向后的像方

同名直线段的端点坐标。犢 方向直线即对应空间

铅垂线方向的直线，直线上的对应犣 值应该相

等。从上述实验结果不难看出，直线段端点对应

的犣值并不相等（表中加粗表示），这是由于该方

向缺乏约束导致的。两个端点犣对应的差称之

为高差｜犣１－犣２｜，高差大的原因可能是：① 由于

匹配出的直线段的端点定位的不准确，大于一定

表２　改进前后像方同名直线和对应的物方空间直线

Ｔａｂ．２　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ａｃｅＬｉｎ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影像号 像方直线段起点（狓１，狔１） 像方直线段终点（狓２，狔２）

３３ ０．４２４０ ２．６４０２ ０．４５８００ ４．６３１７

３４ －３．２８６０ ２．９７００ －３．１６５０８ ４．９７６９

３５ －６．２３５０ ２．９８００ －５．９５１０ ４．９６８０

改进前空

间线段

物方直线段起点（犡１，犢１，犣１） 物方直线段终点（犡２，犢２，犣２）

５８．３５ ６４７．００ －１０４７．０８ ５８．９４ ７６９．９９ －１０４８．０３

改进后空

间线段

物方直线段起点（犡１，犢１，犣１） 物方直线段终点（犡２，犢２，犣２）

６０．２７ ６４４．９４ －１０４９．１７ ６１．１９ ７６７．２１ －１０４９．１７

阈值的给予剔除，这也提供了剔除误匹配直线段

（端点也是同名点）的一种方法。② 就是由于外

方位角方位元素不准确造成的。这跟本文的分析

是一致的，因为在考虑水平、铅垂线方向的平行直

线进行约束时，并没有考虑垂直于立面方向几何

约束，再加之拍摄立面时是大倾角拍摄，在垂直于

立面的方向必然存在自由度，必须重新考虑此方

向的约束进行光束法平差，重新获得影像外方位

元素，实验结果再见表１中３３′，３４′，３５′。通过改

进算法———“广义点光束法平差”＋ “空间直线

几何约束限制”重新计算后的结果见表２。可以

看出，改进后空间直线段端点的犣值相等，本文

提出的方法同时兼顾了犡、犢 方向平行直线的约

束和犣 方向的约束，提高了平差解算的可靠性。

此３张影像纠正并拼接后的结果见图４，图４（ａ）

为原算法纠正结果，图４（ｂ）为改进后的纠正结

果，在影像水平和竖直方向上纠正算法改进前后

差别不大，主要差异在深度方向上，见图４中虚线

框中的对比，添加犣方向约束后，深度方向仰拍

的房檐的几何变形有一定的改善，未改进前的算

法房檐在深度方向上的拉伸更为严重。

图４　纠正拼接后的影像图（改进前后对比）

Ｆｉｇ．４　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ｓａｉｃ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然而，从理论上严格来说并没有充分利用最

原始的观测值———影像信息进行平差解算，故更

为严密的解法有待探讨，这应是将来研究的重

点。

４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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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狌狕狕狔犃犚犜犕犃犘算法在城市不透水面
估算中的应用研究

曹丽琴１　李平湘２　张良培２　许　雄２

（１　武汉大学印刷与包装系，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珞市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为了克服线性光谱混合分析模型的缺陷，兼顾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 和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遥感数据多源信息及

ＦｕｚｚｙＡＲＴＭＡＰ神经网络自适应学习的优势，提出了利用ＦｕｚｚｙＡＲＴＭＡＰ方法来估算城市不透水面覆盖度

（ＩＳＰ）。以武汉市为例，结果表明，与线性光谱混合分析模型相比，基于ＦｕｚｚｙＡＲＴＭＡＰ神经网络方法估算

结果精度较高，与实际城市不透水面覆盖度分布范围一致。

关键词：城市不透水面；多源遥感数据；ＦｕｚｚｙＡＲＴＭＡ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城市不透水面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

现，能引起水质污染、建筑区域侵蚀、热岛效应等

环境变化现象［１３］，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

活。因此，如何精确获取城市不透水面，是当前城

市化发展国际研究的一个热点。

１９９５年 Ｒｉｄｄ提出了植被不透水面土壤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ＶＩＳ）模型，

指出城市土地覆被类型可以由植被、不透水面与

土壤３种生态要素按照一定比例组合，并利用遥

感手段，连续、动态地实现对城市不透水面的提

取［４５］。现阶段，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不同

的实现不透水面提取的方法，包括光谱混合分解、

回归树方法、多元回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和

亚像元分类等方法［６１０］。这些研究已取得了较好

的结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光谱混合分解将光

谱信息分为高反照度、低反照度、植被和土壤端

元，但对于光谱端元的精确提取，特别是高反照度

和低反照度端元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回归树

方法对不同时相和不同区域，回归规则需重新设

定；ＢＰ神经网络方法存在自适应和自归一能力有

限等局限性。目前，大多数研究方法只利用单一

的遥感数据，并未利用多源遥感数据的优势。

本文将ＦｕｚｚｙＡＲＴＭＡＰ神经网络模型用于

不透水面的估算，利用其自适应学习的优势，结合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和Ｌａｎｄｓａｔ多源遥感数据空间和光谱

信息的优势，直接建立光谱信息和城市不透水面

覆盖度关系，估算城市不透水面覆盖度（ＩＳＰ）。

１　研究区域和实验数据

武汉市作为我国华中地区的特大工业城市，

地物类型复杂，主要包括建筑物、道路、土壤、林

地、农田、河流、湖泊及养殖区等。

研究选用武汉城区２００２０７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

影像和２００２０５武汉大学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影像获

取时间相近，季节差异对不透水面提取影响不大。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覆盖地物相对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区域

具有地物代表性。图１和图２分别为预处理后研

究区域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ＥＴＭ＋影像和武汉大学Ｑｕｉｃｋ

ｂｉｒｄ影像。

２　城市不透水面估算

基于中／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ＦｕｚｚｙＡＲＴ

ＭＡＰ城市不透水面估算具体流程如图３。其中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主要用来获取训练样本和验证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