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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单位对偶四元数进行航空影像区域网平差解算

龚　辉１　姜　挺１　江刚武１　张　锐１

（１　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郑州市陇海中路６６号，４５００５２）

摘　要：将对偶四元数应用于摄影测量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单位对偶四元数的航空影像区域网平差解算方法。

相比于常规的平差方法和四元数方法，该算法的最大特点是将影像的摄站位置和姿态以一个单位对偶四元

数整体表示，从而构建基于对偶四元数的区域网平差模型，并采用具有约束条件的参数平差进行解算。利用

两个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实际航空影像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的平差精度与常规的区域网平差方法

相当，对影像比例尺及控制点的数量与分布的需求也与常规的平差方法基本相同，为对当前轻小平台获取航

空影像进行摄影测量处理提供了一条新的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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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影像光束法区域网平差是理论最为严密

的平差方法，它可以有效地确定参加平差影像的

外方位元素和目标点的地面坐标［１，２］。近年来，

四元数以其优越的性能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

并发展了很多基于四元数的摄影测量算法用来处

理轻小平台获取的影像［３７］。虽然这些算法在利

用四元数描述空间旋转时具有很好的优势，但与

采用欧拉角的常规摄影测量算法一样，都是将旋

转与平移分开来考虑，由此产生坐标变换时的变

换断裂［８］，即不连续。对偶四元数是四元数发展

的继续，是几何代数的一种具体形式，具有比四元

数更加优越的性质［９１９］。基于对偶四元数的位姿

确定算法［１４，１６１８］也基本上都是基于直线ｌｉｎｅ

ｐｏｉｎｔ坐标来确定位置和姿态，该类方法以直线作

为同名特征，与摄影测量中基于点测量的算法不

同。

目前，绝大多数关于四元数和对偶四元数的

研究都是仅对单张像片或单个立体模型进行求

解，这就要求有足够的地面控制点。本文结合对

偶四元数的优势，推导了一种基于单位对偶四元

数的区域网平差方法。

１　对偶四元数

对偶四元数是数学中可以统一刻画一般性刚

体运动问题（旋转与平移）的工具［１３］，在动力学、

运动学、航天领域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单位对偶

四元数具有６个自由度，与旋转平移未知数的数

量相同。下面简单给出旋转平移的对偶四元数的

表达形式。

设空间矢量狉犃 经过旋转和平移后得到矢量

狉犅，其表达式为狉犅＝犚狉犃＋狉０。根据对偶四元数及

四元数的运算法则，旋转矩阵犚和平移向量狉０ 可

以用单位对偶四元数的实部和对偶部分来表

示［１１，１８］：

１ ０Ｔ

０
［ ］

犚
＝珚犙（狆）

Ｔ犙（狆）

狉０ ＝
０

狉
［ ］
０

＝２珚犙（狆）
Ｔ狇 （１）

其中，狉０ 是狉０ 所对应的平移四元数的矢量形式；

犚＝

狆
２
０＋狆

２
１－狆

２
２－狆

２
３ ２（狆１狆２－狆０狆３） ２（狆１狆３＋狆０狆２）

２（狆２狆１＋狆０狆３） 狆
２
０－狆

２
１＋狆

２
２－狆

２
３ ２（狆２狆３－狆０狆１）

２（狆３狆１－狆０狆２） ２（狆２狆３＋狆０狆１） 狆
２
０－狆

２
１－狆

２
２＋狆

熿

燀

燄

燅
２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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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四元数表示的旋转矩阵求得的欧拉角为：

φ＝ｔａｎ
－１（－犚１３／犚３３），ω＝ｓｉｎ

－１（－犚２３）

κ＝ｔａｎ
－１（犚２１／犚２２

烅
烄

烆 ）
（３）

２　基于对偶四元数的区域网平差解

算

　　同时描述旋转平移的单位对偶四元数很适合

用来描述摄影测量中影像的外方位元素，此时影

像的外方位元素由常用的（φ，ω，κ，犡犛，犢犛，犣犛）变

为（狆０，狆１，狆２，狆３，狇０，狇１，狇２，狇３）。利用该外方位元

素的表达式可以建立基于对偶四元数的共线方

程，对其线性化可建立区域网平差模型，从而可以

进行摄影测量解算。

２．１　基于对偶四元数的共线方程及其线性化

基于对偶四元数的共线方程可以由摄影测量

中常用的共线条件方程推导得到，常用的共线方

程为［１，２］：

狓－狓０ ＝

－犳
犪１（犡－犡犛）＋犫１（犢－犢犛）＋犮１（犣－犣犛）

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犣犛）

狔－狔０ ＝

－犳
犪２（犡－犡犛）＋犫２（犢－犢犛）＋犮２（犣－犣犛）

犪３（犡－犡犛）＋犫３（犢－犢犛）＋犮３（犣－犣犛

烅

烄

烆 ）

（４）

其中，（狓０，狔０，犳）为像片的内方位元素；（狓，狔）为

像点坐标；（犡，犢，犣）为地面坐标；犡犛、犢犛、犣犛、犪犻、

犫犻、犮犻（犻＝１，２，３）由影像的外方位元素确定。

式（４）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形式：

狓－狓０ ＝－犳犡′／犣′，狔－狔０ ＝－犳犢′／犣′ （５）

犡′

犢′

熿

燀

燄

燅犣′

＝

犪１ 犫１ 犮１

犪２ 犫２ 犮２

犪３ 犫３ 犮

熿

燀

燄

燅３

犡－犡犛

犢－犢犛

犣－犣

熿

燀

燄

燅犛

（６）

将式（６）可改写为：

狉′＝犚（狉－狉犛）＝犚狉－犚狉犛 ＝犚狉－狉０

其中，狉０＝犚狉犛，狉′＝（犡′，犢′，犣′）
Ｔ，狉＝（犡，犢，犣）Ｔ，

狉犛＝（犡犛，犢犛，犣犛）
Ｔ。上式可进一步改写为：

０

狉
［ ］
′
＝
１ ０Ｔ

０
［ ］

犚

０［］
狉
－
０

狉
［ ］
０

（７）

其中，
０

狉
［ ］
０

＝
１ ０Ｔ

０
［ ］

犚

０

狉
［ ］
犛

。

将式（１）中以单位对偶四元数表达的旋转与

平移形式代入式（７），得：

狉′＝珚犙（狆）
Ｔ犙（狆）狉－２珚犙（狆）

Ｔ狇 （８）

其中，狉′与狉分别为狉′、狉所对应的纯虚四元数；狆、

狇为单位对偶四元数所描述的影像外方位元素。

由单位对偶四元数（狆０，狆１，狆２，狆３，狇０，狇１，狇２，

狇３）求取（φ，ω，κ，犡犛，犢犛，犣犛），可由如下方法计算：

由狆按式（２）计算犚，按式（３）计算得到角元素，线

元素按式（９）计算得到：

０ 狉［ ］犛
Ｔ
＝２犙（狆）

Ｔ狇 （９）

式（５）和式（８）即为对偶四元数表达的共线方程。

联合这两式对共线方程进行线性化，可得到误差

方程式为：

狏狓 ＝犽１１ｄ狆０＋犽１２ｄ狆１＋犽１３ｄ狆２＋犽１４ｄ狆３＋

　犽１５ｄ狇０＋犽１６ｄ狇１＋犽１７ｄ狇２＋犽１８ｄ狇３＋

　犽１９ｄ犡＋犽１１０ｄ犢＋犽１１１ｄ犣－犾狓

狏狔 ＝犽２１ｄ狆０＋犽２２ｄ狆１＋犽２３ｄ狆２＋犽２４ｄ狆３＋

　犽２５ｄ狇０＋犽２６ｄ狇１＋犽２７ｄ狇２＋犽２８ｄ狇３＋

　犽２９ｄ犡＋犽２１０ｄ犢＋犽２１１ｄ犣－犾

烅

烄

烆 狔

（１０）

式中，犽１１＝－２［犪犳－犫（狓－狓０）］／犣′，犽１２＝－２［犮犳

＋犱（狓－狓０）］／犣′，犽１３＝２［犫犳＋犪（狓－狓０）］／犣′，犽１４

＝２［犱犳－犮（狓－狓０）］／犣′，犽２１＝－２［犱犳－犫（狔－

狔０）］／犣′，犽２２＝－２［犫犳＋犱（狔－狔０）］／犣′，犽２３＝－２

［犮犳－犪（狔－狔０）］／犣′，犽２４＝－２［犪犳＋犮（狔－狔０）］／

犣′，犽１９＝－［犪１犳＋犪３（狓－狓０）］／犣′，犽１１０＝－［犫１犳

＋犫３（狓－狓０）］／犣′，犽１１１＝－［犮１犳＋犮３（狓－狓０）］／

犣′，犽２９＝－［犪２犳＋犪３（狔－狔０）］／犣′，犽２１０＝－［犫２犳＋

犫３（狔－狔０）］／犣′，犽２１１＝－［犮２犳＋犮３（狔－狔０）］／犣′，

犽１５＝－２［狆１犳＋狆３（狓－狓０）］／犣′，犽１６＝２［狆０犳－狆２

（狓－狓０）］／犣′，犽１７＝－２［狆３犳－狆１（狓－狓０）］／犣′，

犽１８＝２［狆２犳＋狆０（狓－狓０）］／犣′，犽２５＝－２［狆２犳＋狆３

（狔－狔０）］／犣′，犽２６＝２［狆３犳－狆２（狔－狔０）］／犣′，犽２７＝

２［狆０犳＋狆１（狔－狔０）］／犣′，犽２８＝－２［狆１犳－狆０（狔－

狔０）］／犣′，犾狓＝狓－狓０－狓′，狓′＝－犳（犡′／犣′），犾狔＝狔

－狔０－狔′，狔′＝－犳（犢′／犣′）。其中，犪＝狆０犡－狆３犢

＋狆２犣－狇１，犫＝狆２犡－狆１犢－狆０犣＋狇３，犮＝狆１犡＋

狆２犢＋狆３犣＋狇０，犱＝狆３犡＋狆０犢－狆１犣－狇２。

式（１０）即为利用对偶四元数描述影像外方位

元素的共线方程的线性表达式。可以看出，虽然

式（１０）的系数比常用的摄影测量中的线性化共线

方程的系数复杂，但其形式非常整齐，适合于编程

实现，且无需进行大量的三角函数运算。

２．２　基于对偶四元数的区域网平差模型及其解

算

将对偶四元数应用于摄影测量进行求解，从

应用的角度需要研究多航带多影像的区域网平差

解算。本文利用基于对偶四元数的共线方程，研

究基于对偶四元数的区域网平差模型及其解算。

将式（１０）的线性化误差方程式用矩阵表示

为：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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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Δ＋犆Δ－犾犡 ＝犞犡，权犘犡 （１１）

其中，

犃＝
犽１１ 犽１２ 犽１３ 犽１４ 犽１５ 犽１６ 犽１７ 犽１８

犽２１ 犽２２ 犽２３ 犽２４ 犽２５ 犽２６ 犽２７ 犽
［ ］

２８

犆＝
犽１９ 犽１１０ 犽１１１

犽２９ 犽２１０ 犽
［ ］

２１１

Δ＝（狆０，狆１，狆２，狆３，狇０，狇１，狇２，狇３）
Ｔ，Δ＝（犡，犢，

犣）Ｔ，犾犡＝（犾狓，犾狔）
Ｔ，犞犡＝（狏狓，狏狔）

Ｔ。

对于平差区域内的控制点，同样可以按式

（１１）列出误差方程式，并根据控制点的精度分别

赋权。若考虑控制点本身含有的误差，则需将控

制点的已知坐标作为具有一定权值的观测值，除

列出式（１１）的误差方程外，还需增加控制条件误

差方程：

犈Δ ＝犞犌，权犘犌 （１２）

　　此外，由于采用单位对偶四元数描述影像外

方位元素，每张影像存在单位对偶四元数满足的

两个约束条件［１１］，展开可得：

狆
２
０＋狆

２
１＋狆

２
２＋狆

２
３ ＝１

狆０狇０＋狆１狇１＋狆２狇２＋狆３狇３ ＝
｛ ０

对上式线性化，可得约束条件方程为：

２狆０ｄ狆０＋２狆１ｄ狆１＋２狆２ｄ狆２＋２狆３ｄ狆３＋狑１ ＝０

　狑１ ＝狆
２
０＋狆

２
１＋狆

２
２＋狆

２
３－１

　狇０ｄ狆０＋狇１ｄ狆１＋狇２ｄ狆２＋狇３ｄ狆３＋狆０ｄ狇０＋

　狆１ｄ狇１＋狆２ｄ狇２＋狆３ｄ狇３＋狑２ ＝０

　狑２ ＝狆０狇０＋狆１狇１＋狆２狇２＋狆３狇３

将上式写成矩阵形式为：

犅Δ＋犠 ＝０ （１３）

其中，

犅＝
２狆０ ２狆１ ２狆２ ２狆３ ０ ０ ０ ０

狇０ 狇１ 狇２ 狇３ 狆０ 狆１ 狆２ 狆
［ ］

３

犠 ＝ 狑１ 狑［ ］２
Ｔ

　　因此，基于单位对偶四元数的区域网平差的总

误差方程式由式（１１）、式（１２）、式（１３）组成。其中，

Δ为对偶四元数描述的外方位元素向量；Δ为地面

坐标向量；犞犡 为像点坐标观测值残差向量；犞犌 为

地面坐标观测值残差向量；犃、犅和犆为相应的设计

矩阵；犈为单位阵；犘犡 和犘犌 为相应的权矩阵。

由于该模型中存在条件方程，不能按摄影测

量中常规的平差方法进行求解，需要采用具有约

束条件的参数平差进行解算。通过求解区域网平

差模型，可以得到区域内所有影像的外方位元素

和加密点地面坐标。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单位对偶四元数的

区域网平差解算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并与摄

影测量中常规的平差方法［１］及文献［３，４］提出的

四元数平差方法进行比较，本文利用实际的航空

影像数据进行了单像后方交会和区域网平差实验

计算，全面比较了三种平差算法的性能及对控制

点布点方案的需求。

３．１　单像空间后方交会实验

单像空间后方交会实验主要是验证本文方法

的可行性和算法的正确性，实验所用的影像技术

参数为：航高１６００ｍ，航摄仪主距１５３．２４ｍｍ，

摄影比例尺１∶１万，控制点个数８个，狓０＝狔０

＝０。

控制点在影像上均匀分布，分别利用摄影测

量中常规的空间后方交会与本文方法进行求解。

此外，为验证本文方法更优于四元数方法，也采用

文献［３，４］中的四元数方法进行求解，解算结果如

表１所示。

表１　实际像片解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ＡｃｔｕａｌＩｍａｇｅ

方法 犡犛／ｍ 犢犛／ｍ 犣犛／ｍ φ／（°） ω／（°） κ／（°）

常规空间后方交会算法 ４９８０８４．８８４６４７ ３２４６８５．７３２４６１ １６０４．３１４９２３ －２．６７８７４８ １．５０１４９８ －４０．０５８７９５

文献［３，４］中四元数算法 ４９８０８４．８６３１５２ ３２４６８５．７３８５９２ １６０４．３１３３４４ －２．６８１２６０ １．５０１２８６ －４０．０５８８３３

对偶四元数算法 ４９８０８４．８６５０８３ ３２４６８５．７３８１２１ １６０４．３１３７０１ －２．６８１３２１ １．５０１２６９ －４０．０５８８３４

　　从表１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对偶四元数方

法可以进行摄影测量解算，特别是摄站位置差值

不超过０．０２０ｍ，摄影姿态差值不超过０．００３°，表

明本文推导的公式正确可靠，求解精度非常高，与

常规的求解方法精度几乎相当。但要将本文方法

用于实际计算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实际影像的

区域网平差计算。

３．２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实验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主要是全面验证本文算法

的性能及平差对控制点的需求。实验采用丘陵和

平原地区两个不同比例尺的航空影像资料，其主

要参数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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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实验影像主要参数

Ｔａｂ．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主要参数 影像Ⅰ 影像Ⅱ 主要参数 影像Ⅰ 影像Ⅱ

航摄仪主

距／ｍｍ
８８．７６ ９８．６４ 像片／张 ２８ ８

摄影比例尺１∶４．２万１∶１万 狓０／ｍｍ ０ －０．０１５５

航向重叠／％ ６０ ６５ 狔０／ｍｍ ０ 　０．１４１６

旁向重叠／％ ３０ ３３ 地面控制点／个 １５ ６

航高／ｍ ３７００ １０２０ 加密点／个 １２０ ３９

航线／条 ２ ２
最大起

伏／ｍ

１３７．３

（丘陵地）

１０．４

（平原）

　　实验区域控制点的地面坐标由野外测量得

到，像点坐标采用人工在立体环境下量测得到，控

制点均匀分布于整个实验区域。分别采用摄影测

量中常规的区域网平差方法、基于四元数的平差

方法和本文方法进行区域网平差实验。实验过程

中，由于影像Ｉ的控制点较多，对其采用了８种控

制点的布设方案，其余点作为检查点，分别计算检

查点的最大残差、平差实际精度和理论精度；影像

Ⅱ由于控制点较少，仅计算其平差的理论精度。

实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三种方法的光束法区域网平差精度

Ｔａｂ．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ＢｕｎｄｌｅＢｌｏｃ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ｂｙ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实验

方案
影像

平差

方法
σ０／μｍ

控制点布

设方案

检查点

数目／个

检查点最大残差／ｍ 实际精度／ｍ 理论精度／ｍ

平面 高程 平面 高程 平面 高程

１ 影像Ｉ

常规 ４．９

四元数 ３．３

对偶四元数 ２．４

１２

２５．０２０ －６５．３９１　 １７．５１２ ３５．４７１ ４．２６８ ６．５４３

２４．８２０ －６９．００５ １７．２３８ ３５．８３３ ４．２０９ ６．６０３

２４．８１８ －６８．９６６ １７．２４１ ３５．８４６ ４．２１０ ６．６０２

２ 影像Ｉ

常规 ４．８

四元数 ３．２

对偶四元数 ２．４

１１

２４．７９７ ５８．３７２ ９．１０１ ３２．５６６ ４．１５９ ５．６２２

２４．３８２ ５８．６９５ ９．００１ ３４．４４３ ４．１２２ ５．６９６

２４．３８７ ５８．７１９ ９．００２ ３４．４１７ ４．１２１ ５．６９３

３ 影像Ｉ

常规 ４．８

四元数 ３．９

对偶四元数 ２．９

１０

１１．７６８ ９．４６８ ４．６０３ ６．４０８ ３．００７ ３．７１６

１１．７３８ ９．６４５ ４．５８３ ６．５１８ ２．９８２ ３．７２１

１１．７３７ ９．６４８ ４．５８３ ６．５２８ ２．９８１ ３．７２１

４ 影像Ｉ

常规 ４．７

四元数 ４．０

对偶四元数 ３．１

８

９．７８４ ７．１１２ ４．１８６ ４．１１２ ２．５９４ ３．２３３

９．８４１ ７．３４３ ４．２０３ ４．１５１ ２．５７３ ３．２１２

９．８４２ ７．３４０ ４．２０４ ４．１５２ ２．５７３ ３．２１１

５ 影像Ｉ

常规 ４．６

四元数 ４．０

对偶四元数 ３．１

８

１０．６０２ ５．０４５ ４．２８６ ３．１１０ ２．６７０ ３．１９３

１０．６０９ ４．９８４ ４．２８３ ３．１７１ ２．６５４ ３．２１７

１０．６０９ ４．９８３ ４．２７５ ３．１６９ ２．６５５ ３．２１８

６ 影像Ｉ

常规 ５．１

四元数 ３．８

对偶四元数 ３．０

７

７．１１８ ３．４１１ ４．０６６ １．９７３ ２．３１５ ２．８８６

７．０１２ ３．４３６ ４．０１７ １．９６９ ２．３０２ ２．８７４

６．９７２ ３．４２９ ３．９７１ １．９６７ ２．２９６ ２．８７２

７ 影像Ｉ

常规 ５．２

四元数 ４．１

对偶四元数 ３．２

６

６．４８５ ３．２４３ ３．９７１ １．２９４ ２．２７８ ２．６６５

６．４８５ ３．１５６ ３．９３９ １．３０４ ２．２６３ ２．６５０

６．４８６ ３．１０２ ３．９３２ １．２８７ ２．２６１ ２．６４３

８ 影像Ｉ

常规 ４．９

四元数 ４．６

对偶四元数 ３．７

所有控制点

参加平差
０

－ － － － ２．０６１ ２．０９１

－ － － － ２．０５６ ２．０８６

－ － － － ２．０５１ ２．０７８

９ 影像Ⅱ

常规 ５．７

四元数 ５．９

对偶四元数 ４．１

所有控制点

参加平差
０

－ － － － ０．４１２ ０．５０３

－ － － － ０．４０８ ０．５０３

－ － － － ０．４０６ ０．５０１

注：①▲为平高控制点；②实际精度是由狀个检查点的加密坐标与真实坐标的差值求出的，即μ犻＝ ∑Δ２犻／槡 狀；犻＝犡，犢，犣；μ平面 ＝

μ
２
犡＋μ

２槡 犢；③理论精度根据误差传播定律计算得到，即犿犻＝σ０ 犙槡 犻犻，犻＝犡，犢，犣；σ０＝ 犞Ｔ犘犞／（狀－（狋－狉槡 ））；犿平面＝ 犿２犡＋犿２槡 犢。

　　从表３可以得到：

１）对于不同航高和不同比例尺的多航带多

影像实际航空数据的平差解算，实际精度和理论

精度都表明实验所采用的三种区域网平差方法的

精度几乎相当，都可以进行航空影像的区域网平

差解算，这也表明本文提出的平差方法正确、

可行。

２）实验中三种平差方法的实际精度低于理

论精度，其主要原因是实验中控制点和检查点的

像坐标在立体环境下是人工量测的，存在一定的

辨认误差和量测误差，同时，在航空影像资料的处

理中也会引入其他误差，此外还存在一定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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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这些都使得区域网平差结果仍带有一定的

误差，使得平差的实际精度低于理论精度，特别是

平面精度的差距比高程精度大。若在利用四元数

优势的基础上采用自检校区域网平差，精度将得

到提高。同时在现有的非常规平台上搭载的通常

为非量测的数码相机，需要对此进行相机检校。

若能在平差中同时对相机进行检校和自检校平

差，将大大提高影像的处理精度和速度，这也是进

一步需要研究的内容。

３）平差精度与控制点的数量和分布具有很

大关系。当仅在平差区域四周布设４个控制点时

（方案２），三种方法的平差精度都非常差；当在此

基础上在平差区域中心增加一个控制点时（方案

３），平差精度得到显著提高；继续增加控制点，当

在区域四周布设８个控制点时（方案６），平面精

度在４ｍ左右，高程精度在２ｍ左右；当在方案６

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中心控制点时（方案７），平面

精度没有显著提高，但高程精度达到１．３ｍ。这

说明随着控制点的增多，平差精度不断提高，当控

制点达到一定数量后，精度的提高很有限。不同

控制点的布设方案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对

偶四元数的平差方法相对于摄影测量中常规的平

差方法而言，对控制点的数量和分布并没有苛刻

要求，仅需按常规方法布设就可达到几乎相当的

精度。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严密的数学推导提出了一种基于单

位对偶四元数的光束法区域网平差方法。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在精度上与常规平差方

法的精度相当，对控制点的数目与布设无特殊要

求，和常规区域网平差方法一样，可以用于实际航

空影像区域网平差。随着无人飞行器等轻小平台

的广泛运用，常规区域网平差方法有时很难对其

影像进行处理，本文方法不失为处理该类影像的

一种新思路，特别是进行自检校的区域网平差计

算，当然这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实验，也是本文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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