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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用离轴三反光学系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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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离轴三反光学系统可以同时兼顾长焦距与大视场，可以优化为零畸变、低场曲的光学系统，很好地满足了测

绘对光学系统的要求，被公认为航天遥感测绘相机的发展方向。本文阐述了航天测绘相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离轴
三反光学系统应用于测绘的相机内方位元素定义、焦距计算公式的修正、调焦方式对主点位置精度的影响、系统畸变
标定以及系统稳定性等问题进行讨论为中国自主获取高分辨率、高精度的测绘数据提供了技术参考。
关键词：长焦距，离轴三反，光学系统，测绘相机
中图分类号：TP73/V447.3

文献标志码：A

引用格式：郭疆，刘金国，王国良，朱磊，龚大鹏，齐洪宇．2012．测绘用离轴三反光学系统技术．遥感学报，16(增刊): 17-21
Guo J, Liu J G, Wang G L, Zhu L, Gong D P and Qi H Y. 2012. Technology of off-axis TMA aerospace mapping camera.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16(增刊): 17–21

1

引

言

均为离轴三反光学系统。日本计划在2015年发射的
ALOS3，地面像元分辨率为0.8 m，幅宽为50 km，也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采用离轴三反光学系统。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高分辨

制约中国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发展的瓶颈是基础地理数

率、宽幅、低畸变和平视场是大比例尺航天遥感测绘

据获取问题。中国数据产业的生产和需求之间存在着

相机的需求(张科科 等，2008)，而采用离轴三反光

较大矛盾，加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交通和城

学系统遥感测绘相机是未来发展趋势。目前，中国离

市建设等地理要素变化很快，加大了测绘对地理信息

轴三反测绘相机还是空白，而离轴三反测绘相机又有

更新速度的要求，而数据资源获取速度太慢，制约了

别于同轴系统(常军和姜会林，2003；伍和云和王培

地理信息的更新速度。为满足地理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纲，2006)，需要对离轴三反光学系统应用于测绘的

的需求，迫切需要高分辨率的航天遥感测绘相机去获

相关理论和模型进行研究，为中国遥感测绘的快速发

取大比例尺地图。同时宽视场有利于减少图像的整合

展打下基础。

处理量，提高测绘精度，缩短重访周期，增强卫星的
实时性，也成为航天测绘相机的需求之一。

2

离轴三反测绘相机需注意的问题

离轴三反光学系统易于设计成长焦距兼大视场，
较同轴光学系统有更多的可优化变量，可以很好的解

经典测绘数学模型(王任享，2006；王之卓，

决镜头畸变和场曲等问题，很好地满足了测绘相机对

2007)中，相机模型均按同轴系统进行处理，而离轴

光学系统的要求，是航天遥感测绘相机的发展方向

三反光学系统由于视场的偏置，其像面不在光轴上，

和趋势(姜会林，1982；Juranek 等，1998；Korsch，

如图1所示，因此航天测绘在采用离轴三反光学系统

1987；潘君骅，1988)。例如 ，美国的Quickbird-2、

时，需对测绘模型和公式进行相应的修正，以保证测

印度的CARTOSAT-I相机和日本的ALOS-PRISM相机

绘应用的要求。

收稿日期：2012-08-01；修订日期：2012-11-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资金(No.60507003)
第一作者简介：郭疆(1976—

)，男，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空间遥感成像技术的研究。E-mail: guojiang001@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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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距计算公式的修正

像面

在航天遥感测绘中三镜头三线阵测绘相机原理
图如图3所示，正视相机垂直于地面摄影成像，前后
光轴

视相机分别与正视相机成一定的交会角(韩旭 等，
2009；张影，2006；田铁印 等，2009；王智 等，
2010)，3个相机镜头的CCD线阵方向与飞行方向垂
直。飞行期间，各CCD线阵依据推扫原理，以同步
扫描周期对地面进行推扫成像，得到同一地面不同
透视中心的3个重叠航线影像，其中任意两组影像

图1

都可以构成具有航向重叠的空中立体像对(王任享，

离轴三反光学系统示意图

2006)。
2.1

内方位元素定义

CCD

经典测绘模型中的相机的内方位元素包括相机

相机镜头

的主距和主点坐标，其中主点定义为CCD线阵所在
直线与垂直于该直线且过投影中心的直线的交点，主
距定义为镜头投影中心到主点之间的距离。而离轴三
反光学系统由于视场偏置，主点无法在像面上找到。
根据测绘基本原理和测绘实际应用的需求对离轴三反
光学系统的主点主距进行定义，有利于明确相机研制
地面

时相机的标定项目和标定内容，也有利于从系统的角

飞行方向

度，分解各个环节的研究内容和精度指标，从而保证
测绘精度。
图3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吴
国栋研究员将离轴三反相机主点定义为过投影中心
的直线与TDICCD方向垂直交点，主距定义为镜头投
影中心到主点之间的距离。对于单个相机中的两行
CCD作为两台相互独立且有着固定几何关系的相机
来进行标定，这样每行TDICCD都有自己的主点和
主距(吴国栋，2008，2012)。相机的主点主距如图2
所示。

三镜头三线阵摄影测绘模型简图

按照经典摄影测量的数学模型(王任享，2006；
王之卓，2007)，相机各镜头的焦距按下列公式
计算：
正视相机：

(1)

斜视相机：

(2)

式中，a为CCD的像元尺寸，H为轨道高度，GSD为
地面像元分辨率，α为相机交会角。
在采用离轴三反相机进行航天遥感测绘的应用

Y

3

1

X

2

f1

Z

5
4 (0,y1) 6
(0,y2)

时，需对测绘模型和公式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保证测

7
8

绘的精度。离轴三反两线阵测绘相机的成像的简化模
型如图4所示，图中α为相机交会角，β为正视相机离

f2

轴角，γ为斜视相机离轴角，H为轨道高度。正视相
f3
f4

机与斜视相机CCD像元尺寸为α，地面像元分辨率为
(0,y3)
(0,y4)

GSD。正视相机焦距与斜视相机焦距分别为f 1、f 2。
定义f 1′、f 2′为正视相机视距和斜视相机视距，f1、f2为
前后视相机的焦距；定义u1、u2为正视相机物距和斜

图2

相机的主点主距示意图

视相机物距，R为地球曲率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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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

γ

调焦镜

H

正视相机视轴
正视相机光轴

S S

斜视相机视轴
斜视相机光轴

ΔX

β

焦平面

α°

α

图5

R

图4

R

R

调焦镜调焦的原理图

图5中主点位置的变化量

R

，S为调

焦量，α为倾斜角。调焦镜的倾斜角约为5°，一次调
焦量一般为1/4半焦深，即S=F 2 λ。相机相对孔径为

考虑地球曲率的两线阵摄影测绘模型简图

1∶9，CCD像元尺寸为7 μm，由此计算出一次调焦
量主点位移ΔX=8.84 μm。在一次调焦后，主点位移

通过推导，可得正视相机焦距计算公式：

量为1.26个像元，远大于测绘相机主点几何标定精度
(3)

0.2像元。
因此，在离轴三反测绘相机的设计过程中应充分
考虑调焦机构位置对相机主点的影响(郭疆，2011)。

斜视相机焦距计算公式为：

另外，调焦机构导轨在运动时，机构的直线运动误差
(4)
当不考虑地球曲率时，所计算出的斜视相机焦距

也会导致主点位置的偏差，与调焦镜调焦引起的主点
位置变化相比，调焦机构的直线度误差对相机主点位
置的影响较小，是可以接受的。

与考虑地球曲率时的计算值有一定的偏差，并且轨

因此，在离轴三反测绘相机设计时不应采用调焦

道高度越高偏差越大。在700 km轨道高度、5°离轴

镜调焦，调焦机构的运动方向应和主光线方向一致，

角时斜视相机焦距计算相对偏差达到0.8%，从而对

调焦机构的运动直线度要足够高，否则在相机调焦和

测绘的精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考虑地球曲率时正视

相机标定时会引入较大的主点位置精度误差。

相机的焦距计算值与考虑地球曲率时的计算值偏差很
小，因此正视相机的焦距计算依然可以采用经典计算
公式。
2.3

调焦对主点位置精度的影响

2.4

系统畸变标定
测绘相机的关键几何参数是内方位元素和畸变，

其标定精度影响相机的测绘精度，故相机使用前必须
对内方位元素和畸变进行精密标定(杨秉新，1998；

一般情况下，在离轴光学系统中加入一个平面反

刘金国，1994)。目前精密测角法是测绘相机内方位

射镜，一方面折转光路，缩短光学系统长度，另一方

元素实验室标定采用的一种经典方法，然而，由于

面通过该平面反射镜的前后移动，可以调整像平面在

经典的标定理论模型是建立在同轴光学系统上的，

焦平面的成像位置，达到调焦的目的，这个平面反射

而离轴三反光学系统视场偏置，像面不在轴上，需

镜通常被称作调焦镜。

要对内方位元素的定义、标定理论模型做相应的改

由于离轴三反光学系统有离轴角，在调焦镜前后
运动时主光线会在像面上沿子午面移动，即会导致主
点位置的变化。离轴三反光学系统调焦镜调焦的原理
图如图5所示。

动，从而实现离轴三反TDICCD相机内方位元素和畸
变的标定。
吴国栋(2008，2012)明确了离轴三反时间延迟积
分CCD相机内方位元素和畸变的含义，提出了一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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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措施有效。

定了相机的内方位元素和畸变，并对标定误差进行
了分析，建立了畸变的数学模型，应用最小二乘回

3 技术发展现状

归法，求得镜头的成像像面方向的畸变，并利用高
精度单轴转台和长焦距平行光管标定系统完成了离

欧美国家将离轴三反光学系统制造技术列为核心

轴三反镜头像面畸变的标定。该方法对主点的标定

关键技术，于20世纪90年代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

精度可达1.0 μm，对主距的标定精度可达10 μm，对

研制出在轨性能优良的光学遥感卫星。鉴于该技术在

像面绝对畸变的标定精度<2 μm(1σ)，相对测量精度<

国防、国民经济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欧美国家采取

–4

1×10 (1σ)，结果显示提出的标定方法快捷且有效，

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可以满足离轴三反镜头高精度畸变标定要求，具有实
际应用价值。
2.5

根据离轴三反遥感相机的应用需求，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突破了离轴三反光学
设计、大口径离轴非球面数控加工、离轴三反高精度

系统稳定性问题

装调以及计算机全息离轴高精度非球面检测等技术，

作为卫星的有效载荷，航天相机在运输、发射

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3个独立、系统掌握

以及进入工作状态等各个阶段会经受声、振动、冲

天基大口径离轴三反系统及其核心光学元件制造技术

击和加速度等各种形式的动力学环境。为了保证航天

的国家，为中国空间光学遥感器的跨越式发展打下

相机在可能遇到的动力学环境中能够正常工作，在发

了坚实的基础，也使离轴三反应用于航天测绘成为可

射运载过程中不受破坏，不产生残余变形，并保持相

能。但真正的工程应用还需要对离轴三反测绘相机的

机良好的光学性能，要求相机具有足够高的强度和刚

理论公式、数学模型、研制能力和保障条件等做深入

度(郭疆，2012)。但作为测绘用航天相机，仅满足光

和系统的研究。

学性能的要求是不够的，因为测绘相机对内方位元素
的稳定性要求分解在各个光学元件的位置公差要比保

4

展

望

证成像性能的光学系统稳定性公差严格的多。为保证
测绘相机的稳定性公差要求，须充分考虑重力和温度

离轴三反光学系统在国外的测绘卫星中已有大量

对测绘相机内方位元素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

的运用，中国在此领域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离轴三

规避。

反单元技术领域的关键技术已得到了突破，为离轴三

针对离轴三反测绘相机对系统稳定性的要求，中

反应用于航天测绘建立了必要的技术基础。通过系统

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采用温度自

对测绘经典理论进行研究和拓展，建立完善的离轴三

补偿设计方法，设计了一台离轴三反相机，使其在工

反测绘系统数学模型，突破离轴三反测绘相机的结

作环境温度下的最佳焦平面位置保持不变。通过对该

构、标定和检测关键技术，必定可以解决离轴三反光

相机的热光学试验，检验了不同温度下的相机MTF

学系统在测绘相机应用的难题，为中国自主获取高分

及最佳焦平面位置，热光学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

辨、高精度的测绘数据提供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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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f off-axis TMA aerospace mapping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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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f-axis TMA optical system, both long focal length and wide-ﬁeld, can be optimized for optical system of zero distortion, low-ﬁeld curvature. Off-axis TMA optical system we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optical system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refore recognized for development of aerospace remote mapping camera. This paper gives the pres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foreign aerospace mapping camera,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off-axis TMA optical system used in mapping,
such as the deﬁnition of camera inner orientation elements, correction of focal length calculation formula, focusing mode effect
of camera principal point position accuracy, system distortion calibration, system stability, and other discussions.
Key words: long focal length, off-axis TMA, optical system, mapping cam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