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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位精度的校

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提高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

位精度的校靶方法。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位方法

是指安装在载机上的光电设备，根据自身的测量

数值及载机的姿态角度、地理坐标、海拔高度，计

算出它观测到的空中/地面点目标在大地坐标系

下的坐标的一种算法。而由于惯导坐标系与光电

转塔光轴所在所标系之间存在误差，从而导致定

位精度不能达到指标要求，本专利提供了一种能

明显提高定位精度的校靶方法，可以有效的提高

目标定位精度。本专利可以利用现有设备，标定

光轴坐标，并计算出光轴坐标系与惯导坐标系之

间的欧拉角，将此欧拉角转换矩阵代入目标定位

算法后，在斜距5公里的情况下定位精度约在10m

至20m之间。本专利可以利用现有设备，可以适用

于不同型号的光电系统，通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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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位精度的校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光电系统与惯导固连，放置于天顶仪中心位置的三脚转台上；

步骤2：给光电系统和与其固连的惯导上电，待惯导初始对准完成后，调整三脚转台，操

作光电系统转塔，使光电系统瞄准线对准天顶仪的中心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

步骤3：操作光电系统转塔方位旋转90°，俯仰角度不变，使光电系统瞄准线指向天顶仪

垂直方向的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如果光电系统瞄准线未能对准天顶仪垂直方向的平行光

管的十字中心，则返回步骤2，重新调整三脚转台，操作光电系统转塔，使光电系统瞄准线对

准天顶仪的中心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

步骤4：操作光电系统转塔方位旋转，将光电系统瞄准线分别指向天顶仪其他平行光管

的十字中心，若光电系统瞄准线均能对准天顶仪其他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则表示光电系

统瞄准线与大地水平，否则返回步骤2，重新调整三脚转台，操作光电系统转塔，使光电系统

瞄准线对准天顶仪的中心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

步骤5：将光电系统瞄准线对准天顶仪中心平行光管中的十字，对光电系统转塔方位角

度标零，并记录此时惯导输出的俯仰角θ、横滚角φ和航向角ψb；根据天顶仪中心平行光管

与真北夹角ψr，计算光电系统瞄准线的方位角偏差ψ＝ψb-ψr；

步骤6：根据俯仰角θ、横滚角φ和方位角偏差ψ，计算惯导坐标系到光电系统光轴坐标

系的转换矩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提高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位精度的校靶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5中方位角偏差通过以下方式得到：

用差分卫星导航系统在室外进行选两点并标记，要求：两点在差分卫星导航系统上显

示经度相同，两点间距1km以上，两点间在视线上无遮挡；选择纬度大的为D点，纬度小的为P

点；

将光电系统与惯导固连后放置在P点，调整安装支架，使惯导输出的俯仰角和横滚角等

于步骤5中惯导输出的俯仰角θ、横滚角φ，且光电系统光窗中心处于P点；控制光电系统转

塔，使光电系统瞄准线对准D，记录下此时惯导输出的航向角ψb′和转塔方位角为ψr′，得到方

位角偏差ψ＝ψb′-ψ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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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位精度的校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载光电技术领域，是一种提高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位精度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主定位技术是指将POS系统(由GPS接收机和惯导系统组成)安装于机载光电侦

察设备顶部，由机载光电侦察设备独立实现目标定位功能。通过这一技术，光电侦察设备可

挂载任意平台上进行自主定位，通用性良好，省去了地勤人员对飞机进行姿态数据通讯、时

钟同步对接、安装标校等工作，缩短了联调周期，消除了减震器误差，还可以节约成本并减

轻飞机平台载荷重量。

[0003] POS系统安装在光电侦察设备上后需要进行校靶，传统的校靶方法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场地要求，需要相对平整的校靶场地，每架载机都需要专用校靶仪器，飞机需要

架水平；

[0005] 2.步骤繁杂，需要安装靶镜、安装目标靶、将飞机架水平、观测等步骤，大约需要5-

10个小时；

[0006] 3.成本较高，仪器设计、生产费用，花费较高。地勤人员需要专业培训，操作较为复

杂。

[0007] 另外传统的校靶方法都没有同时标定惯导坐标系和光轴坐标系，因而会造成较大

的校靶误差，导致校靶精度不高。

发明内容

[0008]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当前所采用的校靶方法对准方式繁杂、对准时间长，

对准精度差，不能满足实际使用过程中目标定位的精度要求。

[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提高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位精度的校靶方

法，该方法原理是通过天顶仪，标校出光电系统光轴所在坐标系，并计算出光电系统光轴坐

标系与惯导坐标系之间的欧拉角，组成欧拉矩阵后实现校靶，校靶完成后将得到的欧拉矩

阵引入目标定位算法，可大幅提高目标定位精度。

[0011] 本发明的方法通过将固连好的光电系统以及惯导架设于天顶仪中间，利用天顶仪

的水平光管组的水平特性，标校光电系统光轴的俯仰角以及横滚角，读出惯导当前输出的

横滚角与俯仰角，然后利用已知的平行光管对真北向的夹角和惯导输出的航向角，相减后

计算出两个坐标系之间的航向偏差欧拉角。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13] 所述一种提高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位精度的校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0014] 步骤1：将光电系统与惯导固连，放置于天顶仪中心位置的三脚转台上；

[0015] 步骤2：给光电系统和与其固连的惯导上电，待惯导初始对准完成后，调整三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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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操作光电系统转塔，使光电系统瞄准线对准天顶仪的中心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

[0016] 步骤3：操作光电系统转塔方位旋转90°，俯仰角度不变，使光电系统瞄准线指向天

顶仪垂直方向的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如果光电系统瞄准线未能对准天顶仪垂直方向的平

行光管的十字中心，则返回步骤2，重新调整三脚转台，操作光电系统转塔，使光电系统瞄准

线对准天顶仪的中心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

[0017] 步骤4：操作光电系统转塔方位旋转，将光电系统瞄准线分别指向天顶仪其他平行

光管的十字中心，若光电系统瞄准线均能对准天顶仪其他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则表示光

电系统瞄准线与大地水平，否则返回步骤2，重新调整三脚转台，操作光电系统转塔，使光电

系统瞄准线对准天顶仪的中心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

[0018] 步骤5：将光电系统瞄准线对准天顶仪中心平行光管中的十字，对光电系统转塔方

位角度标零，并记录此时惯导输出的俯仰角θ、横滚角φ和航向角ψb；根据天顶仪中心平行

光管与真北夹角ψr，计算光电系统瞄准线的方位角偏差ψ＝ψb-ψr；

[0019] 步骤6：根据俯仰角θ、横滚角φ和方位角偏差ψ，计算惯导坐标系到光电系统光轴

坐标系的转换矩阵

[0020]

[0021]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种提高机载光电系统目标定位精度的校靶方法，其特

征在于：

[0022] 步骤5中方位角偏差通过以下方式得到：

[0023] 用差分卫星导航系统在室外进行选两点并标记，要求：两点在差分卫星导航系统

上显示经度相同，两点间距1km以上，两点间在视线上无遮挡；选择纬度大的为D点，纬度小

的为P点；

[0024] 将光电系统与惯导固连后放置在P点，调整安装支架，使惯导输出的俯仰角和横滚

角等于步骤5中惯导输出的俯仰角θ、横滚角φ，且光电系统光窗中心处于P点；控制光电系

统转塔，使光电系统瞄准线对准D，记录下此时惯导输出的航向角ψb′和转塔方位角为ψr′，得

到方位角偏差ψ＝ψb′-ψr′。

[0025] 有益效果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27] (一)本发明测算欧拉角的校靶方法将传统的目视校靶方法变为电子校靶方法，并

通过测算两个坐标系之间的偏差角，将传统的校靶方法变为两个坐标系之间的对准，精度

高。

[0028] (二)本发明的校靶方法需要的硬件资源较少，可以利用现有设备完成校靶，校靶

时间短，便捷化程度高。

[0029] (三)本发明的测算欧拉角的过程简便，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和工程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方法的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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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2是本发明的操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及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述。

[0033] 采用本发明的机载光电系统包括光学传感器2、差分GPS、惯导1、天顶仪4、三脚转

台3、操控手柄5(图2)。光学传感器安装在光电系统内的光具座上，天顶仪水平组7个光筒的

水平度可以保持在20″以内，中心光筒通过惯导测量出其轴线与真北夹角ψr，其精度为5′，

差分GPS定位精度优于1m。惯导从校靶开始前必须固连于光电系统顶盖上方。三脚转塔放置

于天顶仪中心的平整地面上，三个调整脚的上下调节幅度大于3mm。

[0034] 将光电系统安置于三脚转塔上时对其操作并转动时应无晃动现象，按照图1所示

的流程执行以下操作步骤：

[0035] 步骤一，将光电系统与惯导固连，惯导与光电系统之间的安装法兰的平行度在

0.1mm以内，顶部的航向箭头大致与光电系统零位方向(正前方)对齐，放置于天顶仪中心位

置的三脚转台上，三脚转塔应放置于平整的地面上，三个调整脚的上下调节幅度应大于

3mm。

[0036] 步骤二，给光电系统和其固连的惯导上电，待惯导初始对准完成后，调整三脚转

台，操作光电系统，使可见光电视调整至最小视场，使得十字线充满当前视场的中心，然后

操作光电系统令图像中的瞄准线与中心平行光管(A光筒)中的十字中心重合，观察并记录

此时光电系统输出的俯仰角T，输出的俯仰角应精确至10″以内(输出的角度值应精确至小

数点后第三位)。

[0037] 步骤三，操作光电系统向左方位旋转90°，调整俯仰角度至T，指向垂直方向的平行

光管(B光筒)的十字中心，操作光电系统反向旋转180°对准另一方向的平行光管(C光筒)，

若无法对准则需重复步骤二，重新调整三脚转台，操作光电系统转塔，使光电系统瞄准线对

准天顶仪的中心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

[0038] 步骤四，操作光电系统观察其他四个平行光管，保证瞄准线十字横向与各个光筒

内的十字线的横线在同一高度，否则重复步骤二，重新调整三脚转台，操作光电系统转塔，

使光电系统瞄准线对准天顶仪的中心平行光管的十字中心。

[0039] 步骤五，操作光电系统，将瞄准线十字和A光筒中的十字重合，对进行光电系统当

前输出的方位、俯仰角的角度进行标零并锁定光电转塔至当前位置。记录下此时惯导输出

的俯仰角θ和横滚角φ。θ即为欧拉转换矩阵中的俯仰偏差角，φ为欧拉转换矩阵的横滚偏

差角，输出的角度值应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三位。

[0040] 算航向角(方位角)偏差：读出此时惯导输出的航向角ψb，已知A光筒与真北夹角为

ψr，那么光轴的方位角偏差ψ＝ψb-ψr。至此可以得到光轴坐标系与惯导所坐标系之间转换的

三个欧拉角：方位角偏差ψ、俯仰角θ、横滚角φ。

[0041] 步骤六，惯导所在的坐标INS，通过连续旋转方位角ψ、俯仰角θ以及横滚角φ，便可

传递至光轴坐标系EO。

[0042] 计算惯导坐标系到光电系统光轴坐标系的转换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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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该转换矩阵即为由惯导坐标系到光电系统光轴坐标系的转换矩阵。

[0045] 即当惯导输出的姿态矩阵为[I]时，光轴坐标系的姿态矩阵[O]为：

[0046]

[0047] 为了进一步提升方位角精度，还可以采用以下过程：

[0048] 将光电系统放置于开阔场地，用差分GPS标定光电系统所在位置的经纬度(P点)，

寻找纬度更高的另一点D点，两点在差分GPS上显示的经度相同，两点间距1km以上；P、D两点

间在视线上无遮挡(两点高度差小于1m)；通过调整光电系统的安装架，使惯导输出与步骤

五中相同的俯仰角θ和横滚角φ，通过地面操控、显示装置控制转塔，保持光轴保持水平，将

可见光电视的瞄准线对准D点；记录下此时惯导输出的航向角ψb′和转塔方位角为ψr′，则可

以通过以下公式算出方位角偏差：

[0049] ψ＝ψb′-ψr′

[0050] 将此ψ带入步骤六中进行计算，即可进一步提升校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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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07589431 B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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