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148575.1

(22)申请日 2017.03.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94988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7.14

(73)专利权人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地址 650051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115号

(72)发明人 吴弦骏　闻平　王媛　李磊　

吴小东　杨勇喜　桂林　王辉　

陈科　吴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昆明正原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53100

代理人 金耀生　于洪

(51)Int.Cl.

G01C 11/04(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6344980 A1,2016.11.24,

CN 106289188 A,2017.01.04,

CN 105973206 A,2016.09.28,

CN 106296816 A,2017.01.04,

宋耀鑫 等.基于ASIFT算法的低重叠度无人

机影像拼接方法.《遥感技术与应用》.2015,第30

卷(第4期),

何永洁 等.基于ASIFT的低重叠度图像拼接

研究.《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3,第34卷(第2

期),

审查员 吴杏

 

(54)发明名称

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

过高处理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

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属于遥感影像

处理技术领域。该方法在POS数据的辅助下，裁剪

获取地形参考数据，计算影像间的重叠度，并通

过智能分析，完成海拔起伏较大测区局部影像重

叠度过大的自动处理。本发明提出的针对海拔起

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

方法，只需要简单的参数指定，就能够在保证所

有影像重叠度均高于最小限值的情况下剔除最

多的冗余影像。通过对原始数据的精简，加快后

续DOM的制作效率。该方法具有参数设定简单、不

降低DOM制作精度的条件下提升其制作效率等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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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1)，下载免费DEM数据；

步骤(2)，根据无人机航摄所获所有像片对应的POS点坐标 该POS点坐

标记录了像片的6个外方位元素，分别为位置坐标(B,L,Z)及旋转角 其中每一张

像片有且仅有一个POS点与之对应，由第一个POS点开始，依次计算每个POS点指向其相邻

POS点的向量坐标，并计算相邻POS点向量之间的夹角；根据设定的航线弯曲度限值将同属

一条航带的POS点归组后，由n个POS点共生成m’条航带；之后，以每条航带的首尾端点作为

外接多边形的角点，生成完全包含所有POS点的最小外接多边形；

其中生成航带的具体方法为：以第一个POS点作为第一条航带的首端点，并从第一个夹

角开始，依次比较每个夹角θi和航线弯曲度限值Δθ，其中i＝2，3，4，…，n-1，如θi＜Δθ，则

认为第i个POS点属于该条航带，反之，则断开此航带，生成新航带，并将第i-1个POS点作为

该条航带的末端点，第i个POS点作为新航带的起始点；比较完所有夹角后，将最后一个POS

点作为最后一条航带的末端点；

步骤(3)，以步骤(2)中所获最小外接多边形为掩膜，裁剪步骤(1)中所获DEM数据，得到

无人机航飞区DEM数据；

步骤(4)，读取步骤(3)中所获得的无人机航飞区DEM数据，计算每个POS点的相对航高，

其方法为：

(4.1)读取DEM数据左上角的起始坐标及像元大小，以横纵像素个数为单位，建立起DEM

像素坐标与大地坐标之间的转换关系；

(4.2)将POS点大地坐标(Bi，Li)转化为像素坐标(Ri，Ci)；

(4.3)以最邻近像元法，取最接近(Ri，Ci)坐标的DEM像素坐标(Ri’,Ci’)，则该DEM像素坐

标对应的高程坐标Zi’为该POS点对应地面海拔；

(4.4)用该POS点的绝对行高Zi减去对应地面海拔高Zi’即可获得相对航高Hi，Hi＝Zi-

Zi’；

其中，i＝1，2，3，…，n；

步骤(5)，将POS点的大地坐标投影到平面，获得以米为单位的投影坐标(Xi,Yi)；根据步

骤(4)中计算的相对行高，可获得改正后的POS点坐标 其中，i＝1，2，

3，…，n；

步骤(6)，根据步骤(5)得到的每个改正后的POS点坐标 计算同一

条航带的第p张像片和第k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第p张像片对应的POS点坐标为

第k张像片对应的POS点坐标为 重叠度的

计算方法为：

(6.1)计算两POS点间距

(6.2)计算平均航摄比例尺分母：设相机焦距为f，则平均航摄比例尺分母

(6.3)计算像片的旋偏角σ：根据步骤(2.3)所获取的航带，以每条航带的首尾端点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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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为该航带所在的线段，计算各航带所在线段的方向角；设该张像片的航带的方向角为α，

则该像片的旋偏角σ为该张像片POS点坐标中κ值与该张像片的航带的方向角α的差值，即σ

＝κ-α；

(6.4)计算像片重叠度：设第p张像片在航向方向像幅大小为w，像元大小为u，则第p张

像片和第k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为：

; σp为第p张像片的旋偏角；σk为第k张像片的旋

偏角；

步骤(7)，冗余影像的剔除：根据步骤(6)的计算方法，首先计算第a张像片和第a张相邻

的前一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Oa，若Oa＞Omax，则计算第a张相邻的后一张像片和第a张相邻的

前一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Oa’，并做如下处理：

①若Oa’<Omin，则保留第a张像片，即保留第a个POS点对应的像片；

②若Oa’>Omin，则剔除第a张像片，即剔除第a个POS点对应的像片；

其中，第a张像片所对应的POS点不为航带的起始点和末端点；Omin为自定义的重叠度最

小限值；Omax为自定义的重叠度最大限值；

步骤(8)，设步骤(7)累计剔除像片总数m，则根据步骤(7)累计剔除像片总数作以下处

理：

①若m>0，则重复步骤(7)，进行冗余影像的剔除；

②若m＝0，则结束冗余影像的剔除，循环终止，剩余的像片是已经剔除掉重叠度超限的

冗余像片后的原始像片集，将其作为输出成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2)具体为：POS数据记录了像片的6个外方位元素，分别为位置坐标(B,L,

Z)及旋转角 其中平面位置坐标(B,L)为经纬度形式的大地坐标；具体步骤如下：

(2.1)由第一个POS点开始，依次计算每个POS点指向其相邻POS点的向量坐标；设第i个

点的平面位置为(Bi,Li)，该点形成的向量 坐标为(Bi+1-Bi,Li+1-Li)；总数为n的POS点共生

成n-1条POS点向量；

(2 .2 ) 计算相邻P O S点向量之间的夹角，第i个 P O S点相邻向量的夹角为

,  n-1条POS点向量形成n-2个夹角；

(2.3)根据设定的航线弯曲度限值将同属一条航带的POS点归组，恢复航带；以第一个

POS点作为第一条航带的首端点，并从第一个夹角开始，依次比较θi和航线弯曲度限值Δθ，

如θi＜Δθ则认为第i个POS点属于该条航带，反之则断开此航带，生成新航带，并将第i-1个

POS点作为该条航带的末端点，第i个POS点作为新航带的起始点；比较完n-2个夹角后，将第

n个POS点作为最后一条航带的末端点；

(2.4)以每条航带的首尾端点作为外接多边形的角点，生成完全包含所有POS点的最小

外接多边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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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特征在于，生成完全包含所有POS点的最小外接多边形的具体方法为：

(2.4.1)从第1条航带的首端点开始，依次连接下一条航带的首端点，形成连接了m’条

航带首端点的折线；

(2.4.2)由第m’条航带的首端点，连接第m’条航带的末端点；

(2.4.3)从第m’条航带的末端点开始，依次连接上一条航带的末端点；

(2.4.4)由第1条航带末端点，连接第1条航带的首端点，形成的闭合多边形即为完全包

含所有POS点的最小外接多边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航线弯曲度限值Δθ为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Omin为6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Omax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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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遥感影像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

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无人机航摄技术是继传统的航空摄影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数字测绘航空摄影技

术，相对于传统航空摄影测量，无人机航摄具有起降灵活、受天气影响小、成本低的特点。目

前，运用低空数码遥感影像技术生产的正射影像图(DOM)、数字线划图(DLG)，可满足1∶

5000、1∶2000和1∶1000等比例尺的精度要求。

[0003] POS系统，又称为IMU/DGPS系统，可以在传感器成像过程中实时测量其位置和姿

态，获取影像的外方位元素。无人机航摄多采取等距曝光模式，影像间的重叠度会随着相对

航高的变化而不同。在《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CH/Z  3005-2010规定，无人机航摄像片航

向重叠度应为60％～80％，最小不小于53％。在海拔起伏较大地区，为满足高海拔区域影像

重叠度满足最小要求，则需要设置较近的曝光间距，这可能导致在低海拔地区的影像重叠

度过高。当前解决此种问题的方法主要方法为：①增加测区无人机航摄架次，在单架次的的

航飞范围内保持较小的地面海拔差异，以减小重叠度的差异；②不增加测区无人机航摄架

次，并保证地面海拔最高点的影像重叠度大于最小值，允许出现局部影像重叠度现象存在。

[0004] 但方法①增大了无人机航摄的风险(测量海拔较低区域时，无人机航飞高度较低，

在山区飞行风险增大)，且增加了无人机航摄的成本；方法②会导致原始影像数据存在大量

重叠度过高的冗余，降低后续的DOM制作效率。故亟待找到一种针对对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

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

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该方法采取免费的全球DEM数据作为辅助的地形数据，只需

要简单的参数指定，就能够在保证所有影像重叠度均高于最小限值的情况下剔除最多的冗

余影像，实现了针对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的自动处理。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1)，下载免费DEM数据；

[0009] 步骤(2)，根据无人机航摄所获所有像片对应的POS点坐标 其中每

一张像片有且仅有一个POS点与之对应，由第一个POS点开始，依次计算每个POS点指向其相

邻POS点的向量坐标，并计算相邻POS点向量之间的夹角；根据设定的航线弯曲度限值将同

属一条航带的POS点归组后，由n个POS  点共生成m条航带；之后，以每条航带的首尾端点作

为外接多边形的角点，生成完全包含所有POS点的最小外接多边形；

[0010] 其中生成航带的具体方法为：以第一个POS点作为第一条航带的首端点，并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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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夹角开始，依次比较每个夹角θi和航线弯曲度限值Δθ，其中i＝2，3，  4，…，n-1，如θi＜Δ

θ，则认为第i个POS点属于该条航带，反之，则断开此航带，生成新航带，并将第i-1个POS点

作为该条航带的末端点，第i个POS点作为新航带的起始点；比较完所有夹角后，将最后一个

POS点作为最后一条航带的末端点；

[0011] 步骤(3)，以步骤(2)中所获最小外接多边形为掩膜，裁剪步骤(1)中所获DEM数据，

得到无人机航飞区DEM数据；

[0012] 步骤(4)，读取步骤(3)中所获得的无人机航飞区DEM数据，计算每个P  OS点的相对

航高，其方法为：

[0013] (4.1)读取DEM数据左上角的起始坐标及像元大小，以横纵像素个数为单位，建立

起DEM像素坐标与大地坐标之间的转换关系；

[0014] (4.2)将POS点大地坐标(Bi，Li)转化为像素坐标(Ri，Ci)；

[0015] (4.3)以最邻近像元法，取最接近(Ri，Ci)坐标的DEM像素坐标(Ri’,  Ci’)，则该DEM

像素坐标对应的高程坐标Zi’为该POS点对应地面海拔；

[0016] (4.4)用该POS点的绝对行高Zi减去对应地面海拔高Zi’即可获得相对航高Hi，Hi＝

Zi-Zi’；

[0017] 其中，i＝1，2，3，…，n；

[0018] 步骤(5)，将POS点的大地坐标投影到平面，获得以米为单位的投影坐标  (Xi,Yi)；

根据步骤(4)中计算的相对行高，可获得改正后的POS点坐标 其中，i

＝1，2，3，…，n；

[0019] 步骤(6)，根据步骤(5)得到的每个改正后的POS点坐标 计算

同一条航带的第p张像片和第k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第p张像片对应的P  OS点坐标为

第k张像片对应的POS点坐标为 重叠度的计

算方法为：

[0020] (6.1)计算两POS点间距

[0021] (6 .2)计算平均航摄比例尺分母：设相机焦距为f，则平均航摄比例尺分母

[0022] (6.3)计算像片的旋偏角σ：根据步骤(2.3)所获取的航带，以每条航带的首尾端点

的连线为该航带所在的线段，计算各航带所在线段的方向角；设该张像片的航带的方向角

为α，则该像片的旋偏角σ为该张像片POS点坐标中κ值与该张像片的航带的方向角α的差值，

即σ＝κ-α；；

[0023] (6.4)计算像片重叠度：设第p张像片在航向方向像幅大小为w，像元大小为u，则第

p张像片和第k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为：

[0024]   ;

[0025] 步骤(7)，冗余影像的剔除：根据步骤(6)的计算方法，首先计算第a张像片和第a张

说　明　书 2/6 页

6

CN 106949880 B

6



相邻的前一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Oa，若Oa＞Omax，则计算第a张相邻的后一张像片和第a张相

邻的前一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Oi’，并做如下处理：

[0026] ①若Oa’<Omin，则保留第a张像片，即保留第a个POS点对应的像片；

[0027] ②若Oa’>Omin，则剔除第a张像片，即剔除第a个POS点对应的像片；

[0028] 其中，第a张像片所对应的POS点不为航带的起始点和末端点；Omin为自定义的重叠

度最小限值；Omax为自定义的重叠度最大限值；

[0029] 步骤(8)，设步骤(7)累计剔除像片总数m，则根据步骤(7)累计剔除像片总数作以

下处理：

[0030] ①若m>0，则重复步骤(7)，进行冗余影像的剔除；

[0031] ②若m＝0，则结束冗余影像的剔除，循环终止，剩余的像片是已经剔除掉重叠度超

限的冗余像片后的原始像片集，将其作为输出成果。

[0032] 进一步，优选的是，步骤(2)具体为：POS数据记录了像片的6个外方位元素，分别为

位置坐标(B,L,Z)及旋转角 其中平面位置坐标(B,L)  为经纬度形式的大地坐标；

具体步骤如下：

[0033] (2.1)由第一个POS点开始，依次计算每个POS点指向其相邻POS点的向量坐标；设

第i个点的平面位置为(Bi ,Li) ,其中，i＝1，2，3，…，n，该点形成的向量 坐标为(Bi+1-Bi ,

Li+1-Li)；总数为n的POS点共生成n-1条P  OS点向量；

[0034] (2 .2)计算相邻POS点向量之间的夹角，第i个POS点相邻向量的夹角为

,  n-1条POS点向量形成n-2个夹角；其中i＝2，3，4，…，  n-1；

[0035] (2.3)根据设定的航线弯曲度限值将同属一条航带的POS点归组，恢复航带；以第

一个POS点作为第一条航带的首端点，并从第一个夹角开始，依次比较θi和航线弯曲度限值

Δθ，如θi＜Δθ则认为第i个POS点属于该条航带，反之则断开此航带，生成新航带，并将第

i-1个POS点作为该条航带的末端点，第i  个POS点作为新航带的起始点；比较完n-2个夹角

后，将第n个POS点作为最后一条航带的末端点；

[0036] (2.4)以每条航带的首尾端点作为外接多边形的角点，生成完全包含所有  POS点

的最小外接多边形。

[0037] 进一步，优选的是，生成完全包含所有POS点的最小外接多边形的具体方法为：

[0038] (2.4.1)从第1条航带的首端点开始，依次连接下一条航带的首端点，形成连接了m

条航带首端点的折线；

[0039] (2.4.2)由第m条航带的首端点，连接第m条航带的末端点；

[0040] (2.4.3)从第m条航带的末端点开始，依次连接上一条航带的末端点；

[0041] (2.4.4)由第1条航带末端点，连接第1条航带的首端点，形成的闭合多边形即为完

全包含所有POS点的最小外接多边形。

[0042] 进一步，优选的是，航线弯曲度限值Δθ为15°。

[0043] 进一步，优选的是，Omin为60％。

[0044] 进一步，优选的是，Omax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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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本发明的基本思路是：

[0046] (1)在POS数据辅助下，获取测区航飞范围，并从免费DEM数据中裁剪出对应数据，

以作为计算影像重叠度所必须的地形参考数据。

[0047] (2)在POS数据辅助下，结合地形参考数据，获得相邻像片间的重叠度，并智能判断

是否应剔除重叠度过高的冗余影像，以保证在所有影像重叠度均高于最小限值的情况下剔

除最多的冗余影像。

[004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为：

[0049] 本发明能够在较少参数设置的情况下，完成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

叠度过大的自动处理。相比传统的增加航飞架次以降低重叠度差异或允许存在影像冗余以

保证重叠度最小限值等方法，本发明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航飞架次，就能够在保证所有影像

重叠度均高于最小限值的情况下剔除最多的冗余影像，通过对原始数据的精简，可以加快

后续DOM的制作效率。

[0050] 本发明方法具有参数设定简单、不降低DOM制作精度的条件下提升其制作效率等

特点。经公司对大部分区域为山地类型的云南省华宁县测区无人机航飞项目的测试，在航

飞的45个架次中，重叠度超限的冗余像片剔除的比例平均为  18％，将DOM的制作效率提升

了20％以上。

附图说明

[005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总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53] 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定本发

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件者，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条件

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所用材料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购买获得的

常规产品。

[0054] 本发明技术方案可采用计算机软件技术实现自动运行。如图1所示，实施例的技术

方案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0055] 海拔起伏较大测区无人机影像局部重叠度过高处理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6] 步骤(1)，根据常见项目区域，下载全球免费DEM数据；

[0057] 步骤(2)，根据无人机航摄所获所有像片对应的POS点坐标 其中每

一张像片有且仅有一个POS点与之对应；

[0058] POS数据记录了像片的6个外方位元素，分别为位置坐标(B ,L ,Z)及旋转角

其中平面位置坐标(B,L)为经纬度形式的大地坐标；具体步骤如下：

[0059] (2.1)由第一个POS点开始，依次计算每个POS点指向其相邻POS点的向量坐标；设

第i个点的平面位置为(Bi,Li)，该点形成的向量 坐标为(Bi+1  -Bi,Li+1-Li)；总数为n的POS

点共生成n-1条POS点向量；

[0060] (2 .2)计算相邻POS点向量之间的夹角，第i个POS点相邻向量的夹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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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条POS点向量形成n-2个夹角；

[0061] (2.3)根据设定的航线弯曲度限值将同属一条航带的POS点归组，恢复航带；以第

一个POS点作为第一条航带的首端点，并从第一个夹角开始，依次比较θi和航线弯曲度限值

Δθ，如θi＜Δθ则认为第i个POS点属于该条航带，反之则断开此航带，生成新航带，并将第

i-1个POS点作为该条航带的末端点，第i  个POS点作为新航带的起始点；比较完n-2个夹角

后，将第n个POS点作为最后一条航带的末端点；

[0062] (2.4)以每条航带的首尾端点作为外接多边形的角点，生成完全包含所有  POS点

的最小外接多边形：

[0063] (2.4.1)从第1条航带的首端点开始，依次连接下一条航带的首端点，形成连接了m

条航带首端点的折线；

[0064] (2.4.2)由第m条航带的首端点，连接第m条航带的末端点；

[0065] (2.4.3)从第m条航带的末端点开始，依次连接上一条航带的末端点；

[0066] (2.4.4)由第1条航带末端点，连接第1条航带的首端点，形成的闭合多边形即为完

全包含所有POS点的最小外接多边形。

[0067] 步骤(3)，以步骤(2)中所获最小外接多边形为掩膜，裁剪步骤(1)中所获DEM数据，

得到无人机航飞区DEM数据；

[0068] 步骤(4)，读取步骤(3)中所获得的无人机航飞区DEM数据，计算每个P  OS点的相对

航高，其方法为：

[0069] (4.1)读取DEM数据左上角的起始坐标及像元大小，以横纵像素个数为单位，建立

起DEM像素坐标与大地坐标之间的转换关系；

[0070] (4.2)将POS点大地坐标(Bi，Li)转化为像素坐标(Ri，Ci)；

[0071] (4.3)以最邻近像元法，取最接近(Ri，Ci)坐标的DEM像素坐标(Ri’,  Ci’)，则该DEM

像素坐标对应的高程坐标Zi’为该POS点对应地面海拔；

[0072] (4.4)用该POS点的绝对行高Zi减去对应地面海拔高Zi’即可获得相对航高Hi，Hi＝

Zi-Zi’；

[0073] 其中，i＝1，2，3，…，n；

[0074] 步骤(5)，将POS点的大地坐标投影到平面，获得以米为单位的投影坐标  (Xi,Yi)；

根据步骤(4)中计算的相对行高，可获得改正后的POS点坐标 其中，i

＝1，2，3，…，n；

[0075] 步骤(6)，根据步骤(5)得到的每个改正后的POS点坐标 计算

同一条航带的第p张像片和第k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第p张像片对应的P  OS点坐标为

第k张像片对应的POS点坐标为 重叠度的计

算方法为：

[0076] (6.1)计算两POS点间距

[0077] (6 .2)计算平均航摄比例尺分母：设相机焦距为f，则平均航摄比例尺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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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6.3)计算像片的旋偏角σ：根据步骤(2.3)所获取的航带，以每条航带的首尾端点

的连线为该航带所在的线段，计算各航带所在线段的方向角；设该张像片的航带的方向角

为α，则该像片的旋偏角σ为该张像片POS点坐标中κ值与该张像片的航带的方向角α的差值，

即σ＝κ-α；；

[0079] (6.4)计算像片重叠度：设第p张像片在航向方向像幅大小为w，像元大小为u，则第

p张像片和第k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为：

[0080]   ;

[0081] 步骤(7)，冗余影像的剔除：根据步骤(6)的计算方法，首先计算第a张像片和第a张

相邻的前一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Oa，若Oa＞Omax，则计算第a张相邻的后一张像片和第a张相

邻的前一张像片的像片重叠度Oi’，并做如下处理：

[0082] ①若Oa’<Omin，则保留第a张像片，即保留第a个POS点对应的像片；

[0083] ②若Oa’>Omin，则剔除第a张像片，即剔除第a个POS点对应的像片；

[0084] 其中，第a张像片所对应的POS点不为航带的起始点和末端点；Omin为自定义的重叠

度最小限值；Omax为自定义的重叠度最大限值；

[0085] 步骤(8)，设步骤(7)累计剔除像片总数m，则根据步骤(7)累计剔除像片总数作以

下处理：

[0086] ①若m>0，则重复步骤(7)，进行冗余影像的剔除；

[0087] ②若m＝0，则结束冗余影像的剔除，循环终止，剩余的像片是已经剔除掉重叠度超

限的冗余像片后的原始像片集，将其作为输出成果。

[0088] 优选设置航线弯曲度限值Δθ为15°。

[0089] 优选设置Omin为60％，Omax为80％，但不限于此，在CH/Z  3005-2010  规定范围内均

可。

[009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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