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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在低空航测
大比例尺地形测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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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自行研发的ＧＰＳ辅助轻型飞机低空航摄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通过对宜城测区１０ｃｍＧＳＤ航

摄影像的地形测图试验表明，在１０６ｋｍ２测区的四角布设４个平高地面控制点，其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

差与密周边布点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结果完全一致。利用该加密成果测绘地形图，地物点的实际精度平面优

于±２０ｃｍ，高程优于±１５ｃｍ，完全满足平地１∶５００航测地形测图的精度要求。但与常规航测成图方法相

比，摄影测量加密可节省９０％以上的像片控制测量工作量，测图周期缩短了１／３，而且突破了大比例尺航测地

形测图必须全野外布点的现行航空摄影测量规范限制。这充分说明ＧＰＳ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应用于低空航测

大比例尺地形测图是可行的，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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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低空摄影测量具有机动性好、适应

性强、成本低、精度高、受气候条件限制少等优点，

但由于低空摄影平台质量小、飞行高度低、受气流

影响大、航线保持较困难，所拍摄的航摄影像相对

于常规航空摄影像片旋偏角大、航线弯曲度大、影

像重叠度不规则；加之现有的航摄仪均采用多镜

头集成的小型数码相机［１，２］，所获取影像的幅面

较小，单幅影像的地面覆盖范围有限。尽管经过

拼接后的等效影像幅面明显增大，但一个测区的

影像数往往数倍于常规的航摄像片数，摄影测量

加密的像片连接点数量比常规航空摄影测量的要

增加好几倍。如果按照传统摄影测量加密要求布

设像控点，则会成倍增加像片联测的野外测量工

作量。这一方面需要尽快解决像片连接点的高精

度和高可靠性自动量测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尽可

能地减少摄影测量加密对地面控制点的依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兴起的 ＧＰＳ辅助空中

三角测量技术［３，４］可大量减少甚至是完全不使用

地面控制点来进行摄影测量加密［５］，以获取航测

成图所需的图根控制点。尽管基于差分ＧＰＳ定

位（ＤＧＰＳ）的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在常规航空摄影

测量中已被广泛应用［６］，在我国的传统航测４Ｄ

产品生产和西部测图困难区域的地形测绘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对于低空摄影测量数据的处理一

直还在沿用传统的航空摄影测量加密方法。为

此，本文提出基于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的低

空遥感ＧＰＳ辅助空中三角测量方法，旨在研究利

用搭载在低空航摄平台中的动态ＧＰＳ接收机获

取的ＧＰＳ摄站来取代地面控制点进行摄影测量

加密的方法，并通过实际试验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和优越性，以实现少量地面控制点的低空摄影测

量大比例尺地形测图。

１　低空摄影测量中的ＧＰＳ辅助空

中三角测量方法

１．１　犌犘犛辅助低空航摄系统的设计制造

笔者自行设计制造的ＧＰＳ辅助低空航摄系

统是将航摄仪、相机稳定座架、带双天线单频

ＧＰＳ接收机的陀螺仪和定位用的双频ＧＰＳ接收

机通过航摄控制器集成在轻型飞机上。航摄仪选

用ＬｅｉｃａＲＣＤ３０中等幅面的单面阵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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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Ｄ探元大小为６μｍ，像幅尺寸为６７３２像素×

９０００像素，通过自己制造的三轴稳定座架安装

在飞机中部的货舱里，可以拍摄真彩色数字影像；

陀螺仪以１００Ｈｚ的频率实时测定飞机姿态，经飞

行控制系统及时修正因飞机飞行不平稳所产生的

姿态偏差来置平稳定座架，其三轴改正角度可达

±１０°；机载ＧＰＳ接收机为ＮｏｖＡｔｅｌ双频ＧＰＳ接

收机，数据更新率高达１０Ｈｚ，且将ＧＰＳ接收天

线安装在航摄仪正上方的机翼上，通过专用馈线

与ＧＰＳ接收机相连。同时，将航摄仪与ＧＰＳ接

收机固连在一起，通过外部事件接口将航摄仪曝

光脉冲准确写入ＧＰＳ数据流中。

１．２　犌犘犛辅助低空航摄系统的工作原理

图１为自行制造的ＧＰＳ辅助低空航摄系统

的工作原理图。

图１　ＧＰＳ辅助低空航空摄影系统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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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摄飞行前，将航摄设计的每条航线信息以

及每张像片曝光点位置导入主控计算机；航空摄

影时，姿态测量系统的ＧＰＳ接收机以２Ｈｚ的频

率对双 ＧＰＳ天线进行实时 ＧＰＳ定位，并由双

ＧＰＳ天线位置计算飞机的偏航。垂直陀螺以１００

Ｈｚ的频率测定飞机的侧滚和俯仰，用所获得的飞

机空中姿态实时置平相机稳定座架，使航摄仪尽

量水平。同时，机载ＧＰＳ接收机以１～２Ｈｚ的数

据更新率对ＧＰＳ星座进行观测。当姿态测量系

统测定的飞机位置到达设计的曝光点时，航摄控

制器将发出开启相机快门指令，控制航摄仪曝光，

并将相机的曝光脉冲信号写入定位ＧＰＳ接收机

的时标上，以便精确确定每张像片曝光的ＧＰＳ时

刻，供离线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时内插出每

张像片的三维摄站坐标。

１．３　犌犘犛辅助空中三角测量的技术改进

根据低空摄影测量的特点，本文着重就ＧＰＳ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影像连接点、ＧＰＳ摄站坐标的

获取及其系统误差的补偿方法进行了研究。

针对低空航摄影像旋偏角大、重叠度不规则

的特点，采用ＳＩＦＴ特征匹配
［７］与金字塔影像匹

配相结合的转点策略，自动提取测图航线间的影

像连接点；采用ＰＯＳ辅助影像匹配策略
［８］，首先

对构架航线实施单航线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

平差，获得每张影像的６个外方位元素，然后用其

辅助完成构架航线与测图航线间的自动转点。这

有效提高了摄影测量加密影像连接点的量测效率

和可靠性。

针对低空航摄平台受气流影响、姿态变化大

的特点，将机载定位双频ＧＰＳ接收天线安装在航

摄仪的正上方，采用１７ｈ后的ＩＧＳ星历进行ＧＰＳ

精密单点定位［９］，对其进行简单的 ＵＴＭ 投影后

得到摄站平面坐标（犡，犢），摄站犣坐标直接采用

ＧＰＳ大地高，并将所获得的ＧＰＳ摄站三维坐标直

接与像点坐标进行联合平差，很好地回避了常规

ＧＰＳ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必须将ＧＰＳ动态定位结

果转换至测图坐标系才能用于摄影测量区域网平

差的繁琐变换过程，大大简化了定位ＧＰＳ摄站的

技术难度。

针对获取的影像连接点和ＧＰＳ摄站坐标的

系统误差，在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中采用

相应的系统误差补偿模型。对像点坐标观测值主

要是根据ＣＣＤ成像特点，可选用改进的Ｅｂｎｅｒ和

Ｂｒｏｗｎ像点坐标系统误差补偿模型
［１０］；对 ＧＰＳ

摄站坐标主要采用逐条航线引入线性漂移误差改

正模型［５］，对摄站犣坐标顾及大地水准面异常而

加入平移量改正。通过在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平差

迭代过程中自适应地选择附加参数而达到消除原

始观测值系统误差的目的，较好地保证了摄影测

量加密的精度。

２　摄影测量加密试验

试验选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拍摄的湖北宜城测区

低空航摄影像。采用主距为５３ｍｍ 的 Ｌｅｉｃａ

ＲＣＤ３０航摄仪按１０ｃｍ的地面采样间隔拍摄了

１４条测图航线和２条构架航线，共５０３幅影像。

试验区为一正方形区域，面积约１０６ｋｍ２，覆

盖了１７２幅１∶１０００地形图。试验区地势平坦，

最大地面高差仅４２ｍ。航摄飞行期间，ＧＰＳ数据

更新率设置为２Ｈｚ，并在测区内架设了一个地面

基准站，可用ＤＧＰＳ和ＰＰＰ两种方法来解算ＧＰＳ

摄站坐标，利用湖北ＣＯＲＳ站进行整体解算后获

得了 ＷＧＳ８４和用户坐标。为了检验ＧＰＳ辅助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精度，按常规摄影测量加密

要求在试验区中选择２１３个明显地物点作为地面

０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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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点（图２示意了它们的分布），采用ＲＴＫＧＰＳ

测量方法测定其坐标，并依托湖北ＣＯＲＳ站进行

整体解算，平面坐标按高斯克吕格投影至１９５４

北京坐标系，要求其平面位置相对于国家高等级

地形控制点的位置中误差不超过图上±０．１ｍｍ；

对高程利用湖北省似大地水准面数据进行精化，

采用ＧＰＳ大地高经大地水准面拟合至１９８５国家

高程基准，全部控制点的高程值相对于附近水准

点的高程中误差不超过实地上的±０．１ｍ。

图２　试验区中影像及地面控制点的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ｅｎｔｅｒｓ

低空航空摄影依然按照常规航空摄影要求敷

设航线，设计的航向重叠度为６０％，旁向重叠度

为３０％，属于标准正常重叠。利用自行开发的影

像量测程序进行像片连接点的自动转点，地面控

制点按照航空摄影测量规范要求在影像上人工判

读，立体观测了其像平面坐标。经 ＷｕＣＡＰＳ系

统［１１］带模型连接条件的连续法相对定向并剔除

粗差后，统计出的像点坐标的总体量测精度（中误

差）优于±２．０μｍ。

获得像片连接点和地面控制点的像平面坐标

以后，将ＧＰＳ摄站坐标作为带权观测值引入光束

法区域网平差中。为了消除坐标转换及ＧＰＳ摄

站坐标的系统漂移误差，采用区域四角各设置１

个平高地面控制点、区域两端各加飞１条构架航

线的地面控制方案［５］。经 ＷｕＣＡＰＳ系统平差计

算得到表１的加密结果。表中的常规、ＰＰＰ和

ＤＧＰＳ分别指密周边布点的自检校光束法区域网

平差、利用ＰＰＰ和ＤＧＰＳ技术获取ＧＰＳ摄站坐

标辅助的光束法区域网平差；检查点坐标误差Δ犻

（犻＝犡，犢，犣）为检查点的加密坐标与其野外测量

坐标的较差；实际精度是由狀个检查点的坐标误

差Δ犻求出的中误差，即μ犻＝ ∑Δ
２
犻／槡 狀（犻＝犡，犢，

犣），μ平面＝ μ
２
犡＋μ

２
槡 犢。评价实际精度时，个别坐标

误差大于３倍中误差的点未统计在内。

表１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精度和地物点立体量测精度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ＧＰ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ｕｎｄｌｅＢｌｏｃ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平差

方法

σ０

／μｍ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精度 地物点立体量测精度

定向点数 检查点数
检查点坐标

最大误差／ｃｍ
实际精度／ｃｍ 量测点数

最大坐标误

差／ｃｍ
中误差／ｃｍ

平面 高程 平面 高程 犡 犢 平面 高程 犡 犢 平面 高程 平面 高程 犡 犢 高程 犡 犢 平面 高程

常规 ２．０ ４６ １００ １７１ １１０ ２１．１ ２６．６ ２８．３ １９．６ ７．８ ７．６ １０．９ ８．８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８．１３３．０－３８．９　８．９　８．６１２．４ １２．８

ＤＧＰＳ ２．２ ４ ４ ２００ １８９ ３４．１ ２８．４ ３４．３－１９．４ ９．５ ７．９ １２．３ ８．９ ２０４ ２０４ －３６．９４１．９－３９．４１２．３ １３．９１８．６ １０．２

ＰＰＰ ２．２ ４ ４ １９９ １７３ ３５．４－２４．６ ３５．６ ２０．０１０．３ ７．５ １２．８１０．０ ２０４ ２０４ －３０．３－２８．２－４５．０ ９．０ １１．５１４．６ １４．６

　　由表１结果可以看出：

１）带四角地面控制点的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

域网平差的精度是非常好的，无论是采用ＰＰＰ还

是ＤＧＰＳ获取摄站坐标，基于两者的ＧＰＳ辅助光

束法区域网平差结果没有实质性差异，而且其精

度非常接近于密周边布点的自检校光束法区域网

平差精度。

２）三种区域网平差方法获得的检查点平面误

差均小于４０ｃｍ、高程误差均小于２０ｃｍ。这一加

密结果远远好于我国现行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内业规范对于１∶５００平地数字线划图（Ｂ类）、数

字正射影像图（Ｂ类）制作时所规定的检查点对最

近野外控制点平面误差≤５０ｃｍ、高程误差≤４０ｃｍ

的要求（ＣＨ／Ｚ３００３２０１０）；完全满足我国现行数字

航空摄影测量规范对于平地１∶１０００地形测图航

测内业加密检查点平面位置误差≤５０ｃｍ、高程误

差≤２８ｃｍ的精度要求（ＧＢ／Ｔ２３２３６２００９）。

３）三种加密方法获得的加密点平面位置精

度均优于±１５ｃｍ，高程精度均优于±１０ｃｍ，高程

精度明显好于平面位置精度，且达到实地上±１

ＧＳＤ的精度水平。

３　地物点测量试验

通过摄影测量加密获得每张影像的６个外方

位元素和每一个加密点的三维地面坐标以后，可

以直接构建可量测立体模型，并在立体模型上测

量感兴趣的地物点。本文试验中，视图２中的全

１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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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面控制点为地物点，由３名生产单位作业员

在ＶｉｒｔｕｏＺｏ测图系统上独立进行立体重建和量

测（每人仅负责一种加密结果的检核），将其外业

测量坐标与在立体模型上直接读取的三维坐标进

行比较后得到图３所示的各个地物点高程误差分

布直方图（分析犡、犢 坐标误差分布，具有类似规

律，因篇幅所限，这里未全部绘出）。表１给出了

定量统计结果。

图３　地物点高程误差统计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Ｈｅｉｇｈｔ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Ｐｏｉｎｔｓ

从表１可以看出，利用三种摄影测量加密方

法获得的加密点分别进行立体测图，根据全区均

匀分布的２００多个检测点（图２）所统计出的地物

点坐标量测精度，平面位置中误差小于±２０ｃｍ，

高程中误差小于±１５ｃｍ。这一检测结果远远好

于我国现行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对于

平地１∶５００数字线划图（Ｂ类）、数字正射影像图

（Ｂ类）制作时所规定的地物点对附近野外控制点

平面位置中误差≤６０ｃｍ、高程注记点中误差≤５０

ｃｍ的精度要求（ＣＨ／Ｚ３００３２０１０），而且远远好

于我国现行航空摄影测量规范对于平地１∶５００

地形测图的地物点对最近野外控制点平面位置中

误差≤３０ｃｍ、高程中误差≤２０ｃｍ的精度要求

（ＧＢ／Ｔ７９３０２００８）。并且，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

网平差与密周边布点自检校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

立体测图结果不存在明显的精度差异。

从图３可以进一步看出，２００多个检查点的

坐标误差分布是完全符合正态分布规律的。无论

采用何种加密方法进行航测立体测图，９０％以上

的地物点高程误差不超过２０ｃｍ，绝大部分地物

点的高程误差都在１５ｃｍ 以内。相比较而言，

Ｄ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的结果是最好的。

４　结　语

ＧＰＳ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在常规航空摄影测

量中已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在中小比例尺、测绘困

难地区的地形测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该

技术应用于低空摄影测量大比例尺地形测图，首

次获得了成功。在１０６ｋｍ２区域内，仅在区域四

角布设４个平高地面控制点，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

域网平差结果完全满足了平地１∶１０００地形测

图的加密精度要求，地物点的立体量测结果完全

满足平地１∶５００地形测图的精度要求。试验表

明：

１）与达到相同精度的密周边布点常规摄影

测量加密作业模式相比，平面控制点减少了

９１．３％＝（４６－４）／４６、高程控制点减少了９６．０％

＝（１００－４）／１００，这不但大大减轻了像片控制野

外测量和内业像点坐标量测的劳动强度，而且节

省了像片控制联测工作量达２５３工天（按现行作

业规范测算）。

２）按现行测绘成本定额核算，试验区采用常

规摄影测量加密方法进行地形测图大约需要８６０

个工天，而采用ＧＰＳ辅助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后，

６０９个工作日就生产出了１７２幅１∶１０００地形

图，缩短了近１／３的测图工期。

３）利用带四角平高地面控制点的ＧＰＳ辅助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结果进行地形测图，经实地抽

样检测２０８个碎部点，其平面位置精度优于±２０

ｃｍ、高程精度优于±１５ｃｍ，远远好于平地１∶５００

地形测图的地物点精度要求，突破了大比例尺航

测地形测图必须全野外布设像控点的我国现行航

空摄影测量规范作业的限制。

迄今，利用笔者研制的低空航摄系统对湖北、

福建、安徽、河南和湖南等２０个测区４１１４ｋｍ２区

域进行了测绘航空摄影，已采用ＧＰＳ辅助空中三

角测量技术完成了其中１４３１ｋｍ２区域１∶５００、１

∶１０００地形测图任务，全部满足各种地形１∶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地形测图的精度要求。总体看来，

采用本文介绍的ＧＰＳ辅助空中三角测量技术以

后，大大减少了像片控制联测工作量，明显缩短了

航测成图周期，显著节省了生产成本。这充分说

明，基于ＧＰＳ辅助空中三角测量的低空摄影测量

在数字地球、智慧城市、新农村建设以及大比例尺

地形图的修测和更新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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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ＩＭＵ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ａｅｒｏ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ｓｏｏｎ．

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ｘｘ＠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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