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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镜头多面阵犆犆犇相机影像拼接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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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西安测绘研究所，西安市雁塔路中段１号，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根据内视场拼接相机的构像原理，提出了一种单镜头多面阵ＣＣＤ相机影像拼接处理的基本流程和方

法。该方法涵盖了成像过程的影响，包括子影像相对位置自动确定、等效焦面影像拼合、数字像差检测和无畸

变中心投影影像生成等技术环节。特别是建立了内视场拼接型数字航测相机几何特性描述模型，在包含了传

统航测相机像差所顾及的焦距、主点坐标和物镜光学畸变等要素的基础上，扩展考虑了多面阵ＣＣＤ不平行性

误差和安装误差两项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影像量测精度从１．５像元提高到０．３像元，系统误差降低了

７８％，验证了相关技术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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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成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

展，基于面阵ＣＣＤ或线阵ＣＣＤ数字成像技术日

渐成熟，推动了摄影测量相机及应用由传统的胶

片摄影跨入到数码摄影方式［１，２］，逐渐实现遥感

测绘流程的全数字化。受制于面阵ＣＣＤ器件发

展水平的限制，现有的绝大多数单片面阵ＣＣＤ的

幅面大小还不能达到传统胶片型测绘相机的水平

（一般为２３０ｍｍ×２３０ｍｍ）。在现阶段，国内外

学者采用了多种技术途径来克服面阵ＣＣＤ器件

偏小的瓶颈［３７］。根据相机采用的物镜个数及其

对最终合成影像的作用，大体上可分为内视场拼

接和外视场拼接两种类型。外视场拼接型相机采

用多台面阵相机，通过物理“捆绑”构成具有较大

成像面积的等效相机系统，此类相机以ＤＭＣ为

代表。国内外对于外视场拼接的原理和优缺点已

经有了大量的研究［５，６，８］，其优势是系统实现简

捷，而缺点是在形成等效中心投影虚拟像片时存

在理论近似，对高程精度有影响，限制了该类系统

在地形起伏地区的测绘应用［８］。对于内视场拼接

相机，严格意义上的内拼系统少有报道［５］。目前

广泛应用的 ＵＣＤ／ＵＣＸ相机采用了近似的内拼

方式———延时曝光分割焦面成像方式，利用４台

性能近似的相机将焦平面分割为４部分，通过４

次曝光实现整个焦面成像［４］。

相对于外视场拼接相机，内视场拼接相机的

特点在于具有唯一的光学系统和焦平面，物理意

义明确，理论严密，最符合理想的数码相机状态，

既满足测绘精度的要求，又具有高的覆盖效率，是

现阶段面阵器件发展水平下替代传统胶片相机较

为理想的方案。但由于是多面阵ＣＣＤ共同构成

焦平面，因此其光学系统较为复杂，对各面阵

ＣＣＤ的安装精度要求也非常高。本文在分析了

国内外已有的组合型面阵航测相机技术发展现状

的基础上，以国产大面阵相机（简称ＤＭＺ）为研究

对象，研究了单镜头多面阵ＣＣＤ相机影像的拼接

处理方法。

１　单镜头多面阵犆犆犇相机影像拼

接算法

１．１　基本原理和基本流程

ＤＭＺ相机是由西安测绘研究所和南京尖兵

公司联合研制的一种组合面阵型航空摄影相机，

其特点是采用内视场拼接方式，由单镜头和多个

面阵ＣＣＤ构成。如图１所示，ＤＭＺ相机成像的

几何原理与经典的框幅式摄影机基本相同，主要

差异在于ＤＭＺ相机采用视场分割原理实现了由

单个光学系统和多个面阵ＣＣＤ共同构成焦平面



　第３７卷第８期 方　勇等：单镜头多面阵ＣＣＤ相机影像拼接算法

的成像系统，通过光学途径有效增大了像幅范围

成像的像元总数，达到等效提高分辨率或扩大成

像覆盖范围的目的。其成像特点主要有：① 光学

系统只有一个镜头；② 焦平面由多个ＣＣＤ（４个、

６个或更多）构成，相互之间有一定重叠；③ 成像

系统符合中心投影成像原理。

图１　单镜头多面阵ＣＣＤ相机成像几何基本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Ｌｅｎｓ

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ｒｅａＣＣＤＣａｍｅｒａ

由于ＤＭＺ相机严格按照传统单镜头成像系

统设计，原理上为严格中心投影关系，主要差别在

于焦平面由多个空间上分离的面阵器件构成，引

入的误差是各个面阵器件的安装误差及其对相机

设计参数的影响，因此，其影像系统的几何处理与

传统航测相机不同，主要包括等效全幅影像的生

成和合成影像的标校。

１．２　等效全幅影像生成

等效全幅影像生成采用影像匹配的方法自动

确定各子面阵影像重叠区的同名像点，以确定各

子影像在像坐标系中的相对位置关系，并作为等

效合成影像的几何基准。主要步骤如下：

１）特征点自动提取。采用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
［９］对

重叠范围的影像进行特征点提取，兴趣值犐大于

指定阈值的像点被确定为特征点。

２）特征点自动匹配。将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检测的

结果（两个特征点集合）划分为多对多匹配对。特

征点相似程度的度量采用互相关匹配［１０］。经过

特征点匹配，得到了一个初始同名点集，但是其中

存在一定的误匹配点，需要进一步剔除。

３）粗差点自动剔除及相对位置参数的确定。

以组合面阵中的左上面阵为基准，其他面阵相对

于它的位置偏移可用下式表示：

Δ狓犻＝狓犻－狓１，Δ狔犻＝狔犻－狔１，犻＝２，…，犿

或

Δ狓犻＝ （犪犻０＋犪犻１狓犻＋犪犻２狔犻）－狓１

Δ狔犻＝ （犫犻０＋犫犻１狓犻＋犫犻２狔犻）－狔１，犻＝２，…，
｛ 犿

（１）

式中，Δ狓犻、Δ狔犻 为面阵犻相对于第一块面阵的偏

移量；犿为面阵个数；狓、狔为像点坐标。第二式相

对于第一式考虑了焦面器件安装中面阵排列之间

存在的不平行性问题。以自动量测的同名像点坐

标为观测值，以式（１）作为几何约束条件进行粗差

剔除。

４）子影像自动拼接。以上得到的同名点还

存在两个不足：一是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检测的特征点坐

标是整像素，定位精度不高；二是特征点匹配未考

虑匹配窗口间存在的几何和辐射差异，匹配精度

不高。因此，为了实现同名特征点的高精度定位，

还要采用最小二乘匹配对同名点坐标进行精

化［１１］，并重新计算位置参数。

利用式（１）的平差计算结果对每块子影像采

用高精度影像自动拼接技术生成等效虚拟全幅影

像。由于各子影像的重叠部分具有共同的视场范

围，几何性质基本一致，因此在拼接过程中，只需

要考虑辐射差异和重采样方法。

１．３　合成影像标校

在等效全幅影像生成过程中，由于各子影像

相对位置的变化对相机结构参数和成像关系构成

影响，因此针对等效全幅影像几何性质的改变，这

里定义了数字相机像差（也称像差）的概念［１３］来

重新描述其几何特性，其内涵包括影像像点、相机

成像中心、物方点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各种因素，

包括：

ｄ狓＝犉狓（狓，狔，犳，狓０，狔０，犽１，犽２，…，犽狀，犃０，犃１，犃２）

ｄ狔＝犉狔（狓，狔，犳，狓０，狔０，犼１，犼２，…，犼狀，犅０，犅１，犅２
｛ ）

（２）

其中，犽１、犽２、…、犽狀、犃０、犃１、犃２ 和犼１、犼２、…、犼狀、

犅０、犅１、犅２ 为附加参数。主要涉及的影响因素可

分解为以下五项：① 内方位元素变化影响
［１４］

ｄ狓１ ＝ｄ狓０＋
珚狓

犳
ｄ犳

ｄ狔１ ＝ｄ狔０＋
珔狔
犳
ｄ

烅

烄

烆
犳

（３）

其中，珚狓＝狓－狓０，珔狔＝狔－狔０；ｄ狓０、ｄ狔０ 为主点坐标

误差；ｄ犳为焦距误差。② 物镜畸变分布变化影

响［１４］。③ 等效面阵影像的不平行性影响［１５］。

④ 等效焦面不平整影响
［１５］。这４种影响涵盖了

等效合成影像的主要几何特性变化。根据不同影

响的特性组合，可以形成适合于不同型号数码相

机特点的几何特性模型，包括ＢｒｏｗｎＧ１．２２参数

模型、ＢｒｏｗｎＧ１．２３参数模型、ＧＡＰ模型、Ａｕｓｔ

ｒａｌｉｓ模型等
［１６］。⑤ 安装误差影响修正。由于受

系统制造安装精度所限，实际子面阵ＣＣＤ的安装

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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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还不完全满足测量要求，主要体现在实际安

装的焦平面与理想焦平面之间存在差异，体现出

局部的不平整性影响。引入安装误差修正量为：

狓′犻

狔′犻

珚

烄

烆

烌

烎犳

＝

Δ狓犻

Δ狔犻

Δ犳

烄

烆

烌

烎犻

＋

１ 犳犻 －狔犻

－犳犻 １ 狓犻

狔犻 －狓犻

烄

烆

烌

烎１

狓犻

狔犻

犳

烄

烆

烌

烎犻

（４）

式中，Δ狓犻、Δ狔犻、Δ犳犻、狓犻、狔犻、犳犻 为安装误差（数

值较小）；狓犻、狔犻、犳犻 为位于不同面阵ＣＣＤ上的影

像坐标，犻＝Ⅰ，Ⅱ，Ⅲ，Ⅳ，Ⅴ，Ⅵ。将式（４）代入共

线条件方程［１２］，简化得到：

狓犻－ｄ狓－狓０ ＝－

珚犳
犪１（犡－犡狊）＋犫１（犢－犢狊）＋犮１（犣－犣狊）

犪３（犡－犡狊）＋犫３（犢－犢狊）＋犮３（犣－犣狊）

狔犻－ｄ狔－狔０ ＝－

珚犳
犪２（犡－犡狊）＋犫２（犢－犢狊）＋犮２（犣－犣狊）

犪３（犡－犡狊）＋犫３（犢－犢狊）＋犮３（犣－犣狊

烅

烄

烆 ）

（５）

令

狓犻＝犃０犻＋犃１犻狓犻＋犃２犻狔犻

狔犻 ＝犅０犻＋犅１犻狓犻＋犅２犻狔
烅
烄

烆 犻

（６）

上式称为等效焦平面像坐标。

由于量测像坐标为实际安装的焦平面像坐

标，无法得到等效焦平面像坐标，因此对于式（５）

和式（６）采用交替迭代算法，步骤如下：① 将实际

量测的控制点坐标代入式（５），得到等效焦平面内

外方位元素；② 利用共线条件方程得到的等效焦

平面坐标（珚狓犻，珔狔犻）和量测坐标，根据式（６）计算每

个子面阵 ＣＣＤ的安装校正参数（犃０犻，犃１犻，犃２犻，

犅０犻，犅１犻，犅２犻）；③ 将校正参数代入式（５），重新计

算像片的内外方位元素；④ 重复步骤②～③，直

到内外方位元素的改正数不再变化，迭代结束。

由于安装误差为极小值，因此本算法一般迭

代３～４次达到收敛。利用计算得到的像差参数

对等效全幅影像进行像差改正，即可得到无畸变

的等效虚拟影像。

２　试验情况及分析

２．１　试验数据情况

试验数据采用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在汉中试验区

进行 ＤＭＺ验证的试飞数据。相机焦距为１７１

ｍｍ，像幅像元数为１４Ｋ×１２Ｋ（Ｋ＝１０２４），面阵

ＣＣＤ个数为６个，ＣＣＤ物理尺寸为１２μｍ，像移

补偿行数为９６行。试验区范围约２０ｋｍ×２０

ｋｍ，高程范围为４００～７００ｍ，共有控制点数２２４

个，控制点精度犡、犢、犣 三个方向优于±１ｃｍ。

航空摄影飞行高度３９００ｍ，ＧＳＤ为０．２５ｍ。试

验区航摄影像整体情况参见图２。

图２　试验区航摄影像缩略图

Ｆｉｇ．２　ＴｏｔａｌＶｉｅｗｏｆＴｅｓｔＦｉｅｌｄＡｅｒ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２．２　试验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２．２．１　等效全幅影像生成

图３为内拼相机获取的６块原始子影像，各

子影像相互之间具有１００～２００像素左右的重

叠范围，可作为等效全幅焦面影像合成的连接

区域。

图３　内视场拼接相机各原始子影像

Ｆｉｇ．３　ＲａｗＳｕｂ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ＩｎＦｉｅｌｄｏｆＶｉｅｗ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ａｍｅｒａ

如图４所示，基于特征的自动匹配方法能够

有效确定重叠影像区的同名像点，通过最小二乘

匹配，像点的定位精度达到子像元级，位置精度满

足子影像相对位置的确定要求。子影像连接模型

采用式（３）第一式时，只考虑面阵器件之间的位置

平移量，结果统计见图４。面阵之间的位置确定

精度在１／３～１／２像元左右，主要受到面阵器件安

装误差的影响所致。

点数 Δ狓２均值／像元 Δ犢２方差／像元 Δ狔２均值／像元 Δ狔２方差／像元

２６ ７０６０．７ ０．３ ２４．０ ０．５

图４　子影像自动拼接结果统计（以１和２子影

像为例）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ｕｂＩｍａｇｅ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Ｍｏｓａｉｃ

　　以式（３）第二式作为连接模型，同时考虑面阵

器件安装排列存在的位置平移量和相互之间的平

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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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得到的结果如下：点数２６，Δ狓２均值＝７０６１．１

像元，Δ狓２方差 ＝０．１像元，Δ狔２均值 ＝２３．２像元，

Δ狔２方差＝０．１像元，平面旋角为０．０１１°。可见，由

于安装精度所限，面阵器件之间存在大约０．０１°

的安装误差，对于影像合成具有不小的影响。在

等效影像合成过程中，通过考虑安装平行性误差

的影响，位置平移量的精度得到明显提高，可以得

到近似于像点坐标量测精度（优于１／１０像元）的

拼接精度，保证各子影像合成后的内部符合精度

满足应用要求。图５为各子影像自动合成的全幅

影像（经过辐射改正）。

２．２．２　等效全幅影像标校情况

通过带附加参数的自检校光束法平差实现等

效全幅影像的标校，得到如表１所示的附加参数、

图５　等效全幅影像及其综合像差分布图（ｍｍ）

Ｆｉｇ．５　ＩｍａｇｅＥｒｒ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ｏｆ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ｌｌＦｏｃａｌＩｍａｇｅ

表２所示的安装误差改正、图５的整体像差分布

和表３所示的系统误差改正前后对比结果。

表１　附加参数解算结果及精度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影响因素 附加参数 初值 改正量 估值 精度

焦距误差 ｄ犳／ｍｍ １７．１１４８×１０１ ３．８２２×１０－３ １７．１１４５×１０１ ８．３９９×１０－４

１ 主点坐标 ｄ狓０／ｍｍ －１．７５７１×１０－１ －２．３８８×１０－３ －１．７３３２×１０－１ ４．２１２×１０－４

误差 ｄ狔０／ｍｍ ３．９３０１×１０－１ １．５１３×１０－３ ３．９１４９×１０－１ ３．３０８×１０－４

物镜径 犓１ ３．０７１０×１０－４ ５．６８３×１０－８ ３．０６５３×１０－４ ２．８９４×１０－８

２
向畸变 犓２ －１．５５１０×１０－８ －１．５０１×１０－１０ －１．５３６０×１０－８ ７．０８９×１０－１１

参数 犓３ －２．０６１９×１０－１２ １．１７５×１０－１３ －２．１７９４×１０－１２ ５．３１２×１０－１４

物镜畸变 犘１ －５．５９８７×１０－７ ８．９４７×１０－８ －６．４９３４×１０－７ ６．０３６×１０－８

切向参数 犘２ ２．６４７０×１０－６ －１．９８７×１０－７ ２．８４５７×１０－６ ４．６８８×１０－８

３
焦面平面 犪１ ２．１２７７×１０－４ ６．４６１×１０－６ ２．０６３１×１０－４ １．３６４×１０－６

畸变变换参数 犪２ －１．３４０９×１０－５ －４．１５３×１０－６ －９．２５５６×１０－６ １．３４６×１０－６

表２　相机系统安装误差改正情况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ａｍｅｒａ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ｘ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ＣＤ编号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点数 １４ １２ １１ １１ ９ １２

像差改正后

中误差／ｍｍ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安装误

差修正

参数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６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５８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６

安装误差修正

后中误差／ｍｍ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经过像差改正和安装误差修正，影像的定向

精 度 从 ±０．０１７５ｍｍ、±０．０１７８ｍｍ 提 高 到

±０．００４１ｍｍ、±０．００３７ｍｍ，系统误差降低约

７８％，达到１／３像元的量测能力。而通过迭代计

算得到的附加参数（参见表１）用狋分布进行显著

性检验是有意义的（狋α／２＝１．９６），说明相机的几何

量测误差存在一定的系统性，消除系统误差的影

响可以明显提高影像的几何量测能力。

表３　像差改正前后定向精度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

Ｉｍａｇｅ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点数 改正前／ｍｍ 像差改正后／ｍｍ 安装误差修正后／ｍｍ

５５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７

　　对等效合成影像采用像差和安装误差改正，

消除系统误差。为了验证输出影像的立体量测能

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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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采用立体像对的相对定向精度作为评价标准。

等效全幅影像标校后的相对定向精度优于１／３像

元，达到了测绘应用的要求。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国产ＤＭＺ相机的特点，研究了单

镜头多面阵ＣＣＤ相机影像拼接处理技术和方法，

实现了内视场拼接相机子影像的高精度合成。本

文方法同样适合于其他内视场拼接型相机的数据

处理，而且物理意义明确，通用性较好。

数字航测相机是对地观测系统发展的重点之

一，而面阵航测相机技术体制由于精度高、性能稳

定、应用处理效率高等特点，必然是未来对地观测

技术的发展方向。相对于胶片相机，系统研制的难

度在数字航测相机阶段降低了，但对应用处理技术

要求提高了，两者很好地结合才能达到理想的要

求。本文方法满足了国产新型相机数据处理的要

求，但几何精度还有待提升。现有的方法是分步处

理，损失了整体精度。进一步的工作将考虑研究不

同视场子影像的联合整体平差模型，同步完成影像

拼接和像差检校，相关试验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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