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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岭估计的有理多项式参数求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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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使用最小二乘法解算卫星遥感影像的ＲＰＣ参数时，如果控制点非均匀分布或模型过度参数化，其

法方程系数矩阵很容易产生病态，获得的解将偏离真值，甚至得到错误的解。使用岭估计可改善法方程的状

态，保证解稳定。采用岭估计方法，通过所获取的不同岭参数对ＳＰＯＴ和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进行实验，证实犔曲

线法是一种稳定的、有效的岭参数确定方法，可显著提高ＲＰＣ参数的解算精度。

关键词：ＲＰＣ参数；岭估计；犔曲线法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ＴＰ７５１

　　 有理多项式函数模型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ＲＦＭ）
［１］是卫星遥感影像的通用几何处

理模型。利用ＲＦＭ模型进行卫星遥感影像的信

息处理，关键在于精确求解有理多项式参数（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ＲＰＣ）。然而，利

用最小二乘法（ＬＳ）求解ＲＰＣ参数时，如果控制

点非均匀分布或模型过度参数化，会使得系数矩

阵的列向量之间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称为复共

线性），从而导致法方程严重病态，使得解不稳定

或出现较大的偏差。

目前，岭估计被认为是求解病态方程的有效

方法之一［２］。岭估计的关键在于确定合适的岭参

数，常用的有岭迹法［２］、ＧＣＶ法
［３］、犔曲线法

［４］和

经验公式法。文献［５］讨论了利用岭估计求解

ＲＰＣ参数的方法，并使用岭迹法确定岭参数，得

到了较好的实验结果。本文尝试将更方便的犔

曲线法用于 ＲＰＣ 参数的求解，并对 ＳＰＯＴ 和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两种影像进行实验，同时采用岭参数

经验公式及广义岭估计法进行对比实验，证实了

犔曲线法在 ＲＰＣ参数求解中的稳定性和有

效性。

１　犚犉犕模型

ＲＦＭ模型将像点坐标（狓，狔）表示为含地面

坐标（犘，犔，犎）的有理多项式的比值
［１，５］：

狔＝
犖犔（犘，犔，犎）

犇犔（犘，犔，犎）

狓＝
犖狊（犘，犔，犎）

犇狊（犘，犔，犎

烅

烄

烆 ）

（１）

式中，（犘，犔，犎）为正则化的控制点地面坐标；（狓，

狔）为正则化的影像坐标；

犖犔（犘，犔，犎）＝犪１＋犪２犔＋犪３犘＋犪４犎＋犪５犔犘＋犪６犔犎 ＋犪７犘犎 ＋犪８犔
２
＋犪９犘

２
＋犪１０犎

２
＋犪１１犘犔犎 ＋

　　　　　　　犪１２犔
３
＋犪１３犔犘

２
＋犪１４犔犎

２
＋犪１５犔

２犘＋犪１６犘
３
＋犪１７犘犎

２
＋犪１８犔

２犎＋犪１９犘
２犎＋犪２０犎

３

犇犔（犘，犔，犎）＝犫１＋犫２犔＋犫３犘＋犫４犎＋犫５犔犘＋犫６犔犎 ＋犫７犘犎 ＋犫８犔
２
＋犫９犘

２
＋犫１０犎

２
＋犫１１犘犔犎 ＋

　　　　　　　犫１２犔
３
＋犫１３犔犘

２
＋犫１４犔犎

２
＋犫１５犔

２犘＋犫１６犘
３
＋犫１７犘犎

２
＋犫１８犔

２犎＋犫１９犘
２犎＋犫２０犎

３

犖狊（犘，犔，犎）＝犮１＋犮２犔＋犮３犘＋犮４犎＋犮５犔犘＋犮６犔犎 ＋犮７犘犎 ＋犮８犔
２
＋犮９犘

２
＋犮１０犎

２
＋犮１１犘犔犎 ＋

　　　　　　　犮１２犔
３
＋犮１３犔犘

２
＋犮１４犔犎

２
＋犮１５犔

２犘＋犮１６犘
３
＋犮１７犘犎

２
＋犮１８犔

２犎＋犮１９犘
２犎＋犮２０犎

３

犇狊（犘，犔，犎）＝犱１＋犱２犔＋犱３犘＋犱４犎＋犱５犔犘＋犱６犔犎＋犱７犘犎＋犱８犔
２
＋犱９犘

２
＋犱１０犎

２
＋犱１１犘犔犎＋

　　　　　　　犱１２犔
３
＋犱１３犔犘

２
＋犱１４犔犎

２
＋犱１５犔

２犘＋犱１６犘
３
＋犱１７犘犎

２
＋犱１８犔

２犎＋犱１９犘
２犎＋犱２０犎

３

式中，犪犻，犫犻，犮犻，犱犻（犻＝１，２，…，２０）为ＲＰＣ参数，且 犫１，犱１通常取值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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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犚犘犆参数求解

式（１）是非线性模型，本文采用一种无需初始

值的ＲＰＣ参数解算方法
［６］，即首先将式（１）变为

线性形式：

犉狓 ＝犖犛（犘，犔，犎）－狓·犇犛（犘，犔，犎）＝０

犉狔 ＝犖犔（犘，犔，犎）－狔·犇犔（犘，犔，犎）＝
｛ ０

（２）

则误差方程矩阵形式为：

犞＝犅犡－犔，犘 （３）

式中，犘为权矩阵，一般设为单位矩阵；

犅＝

犉狓

犪犻

犉狓

犫犼

犉狓

犮犻

犉狓

犱犼

犉狔
犪犻

犉狔
犫犼

犉狔
犮犻

犉狔
犱

熿

燀

燄

燅犼

犡 ＝ 犪犻 犫犼 犮犻 犱［ ］犼
Ｔ

犔＝ 犱１狓 犫１［ ］狔
Ｔ
＝ 狓［ ］狔

Ｔ

　根据最小二乘平差原理，可以求得未知数估值：

犡＝ （犅
Ｔ犘犅）－１犅Ｔ犘犔 （４）

　　为了求解７８个ＲＰＣ参数，至少需要３９个地

面控制点。目前的参数解算方法有与地形无关和

与地形相关两种方案［５］。如果严格成像模型已

知，通常采用与地形无关的方法，即通过严格几何

处理模型建立虚拟控制格网，再以格网点作为控

制点来求解ＲＰＣ参数。

３　岭估计

岭估计是对最小二乘估计的一种改进的有偏

估计。参数犡的狭义岭估计为：

犡^（犽）＝ （犅
Ｔ犘犅＋犽犈）－

１犅Ｔ犘犔 （５）

式中，犽为岭参数，一般为正小数；犈为单位矩阵；

犡^（犽）是犡的岭参数为犽的岭估计值。

可以证明，总存在一个 犽 值，使得 ＭＳＥ

（^犡（犽））＜ＭＳＥ（^犡）
［２］（ＭＳＥ（^犡）为估值 犡^ 的均方

根误差）。即对于一个线性模型，总存在一个正小

数犽，使得 犡^（犽）优于最小二乘估值。因此，岭估

计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最合适的犽值。

３．１　岭迹法

岭迹法［７］是以岭估计分量 犡^犻（犽），（犻＝１，

２，．．．，狋）作为岭参数犽的函数，将狋个分量的岭

迹画在同一张图上，选择犽值使得犡^犻（犽）都处于

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不合理的符号，且残差平方

和上升不多。

３．２　犔曲线法

犔曲线法是以ｌｇ‖犅^犡－犔‖犽为横坐标η，

ｌｇ‖^犡‖犽为纵坐标ξ，以犽 为参变量所示的曲

线［４，８，９］，即

（η（犽），ξ（犽））＝ （ｌｇ‖犅^犡－犔‖犽，ｌｇ‖^犡‖犽）

（６）

式中，‖·‖为欧氏二范数；犽的最优值位于曲线

曲率最大处。

利用犔曲线法所确定的正则化参数为：

犽＝ａｒｇｍａｘ ξ
′η″－ξ″η′
３
（ξ
′２
＋η

′２）槡
２

（７）

式中，ξ′、ξ″、η′、η″分别表示ξ和η对犽的一阶和二

阶导数。

实际计算中，可用曲线拟合的方法确定犽值。

犔曲线法的合理性在于强调数据拟合部分

‖犅^犡－犔‖
２和解部分‖犡^‖

２之间的平衡，这种平

衡是通过岭参数犽来实现的。

３．３　经验公式法

犽最优值的确定依赖于所解求的未知参数犡

和单位权方差σ
２，常用公式为：

犽＝狋^σ
２／∑

狋

犻＝１

λ犻^犪
２
犻 （８）

式中，σ
２通常取用验后单位权方差σ^

２＝
犞Ｔ犘犞
２狀－狋

；^犪＝

Φ^犡，Φ为法方程系数矩阵犅
Ｔ犘犅 的特征向量矩

阵；λ犻为法方程系数阵的特征根。

３．４　广义岭估计法

广义岭估计定义［２，７］为：

犡^（犽）＝ （犅
Ｔ犘犅＋犓）－

１犅Ｔ犘犔 （９）

式中，犓为一个对角线矩阵，即

犓＝

犽１ ０ … ０

０ 犽２ … ０

   

０ ０ … 犽

熿

燀

燄

燅狆

（１０）

　　矩阵犓的对角线元素犽犻不一定都相等。最

优值犽犻的确定仍然依赖于σ^
２和犪^犻，同样可以通过

如下３个经验公式
［２，７］来确定：①犽犻＝^σ

２／λ犻^犪
２
犻；②

犽犻＝^σ
２／^犪２犻；③ ＨｅｍｍｅｒｌｅＢｒａｎｔｌｅ公式犽犻＝^σ

２／（^犪２犻

－^σ
２／λ犻）。

４　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基于岭估计的ＲＰＣ参数求解算法

的正确性以及改善法方程系数矩阵状态的效果，

本文选用ＳＰＯＴ和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两种高分辨率卫星

遥感影像进行了实验。ＳＰＯＴ影像为法国南部某

１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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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影像，摄于２００２年８月，影像大小为１２０００

像素×１２０００像素；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为美国西北

部某地区影像，摄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影像大小为

２２７００像素×２７５５２像素，两幅影像覆盖的区域

地势均比较平坦。

本文采用与地形无关方案求解ＲＰＣ参数，所

用控制点是根据ＳＰＯＴ和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附带的

卫星星历和影像姿态按严格几何模型生成的虚拟

控制格网（如图１所示），其大小为１０×１０×５。

按照最小二乘法估计ＲＰＣ参数时，由ＳＰＯＴ

和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形成的法方程系数阵的条件数

分别为１．２５×１０１５和２．４×１０１５，这说明两个法方

程都是严重病态的。

为了改善法方程的状态，这里分别采用上述

的岭迹法、犔 曲线法、经验公式去获取岭参数，

同时进行广义岭估计。以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为例，

图１　解算ＲＰＣ参数的虚拟控制格网

Ｆｉｇ．１　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ｉ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ＲＰＣ

图２、图３分别示意了用犔曲线法和岭迹法确定

岭参数的原理示意图。

图２　犔曲线法确定岭参数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ｄｇ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Ｕｓｉｎｇ

犔ｃｕｒｖｅＭｅｔｈｏｄ

　
图３　岭迹法确定岭参数

Ｆｉｇ．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ｄｇ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Ｕｓｉｎｇ

ＲｉｄｇｅＭａｒｋＭｅｔｈｏｄ

　　从图２可以看出，犔曲线法中曲线有明显的

转折，可以很容易定位曲率最大的点，即可以非常

精确地确定岭参数。图３是取２０个不同的犽值

计算所形成的７８个ＲＰＣ参数的岭迹图，椭圆所

示部分为选择岭参数的参考范围，仍无法精确获

得岭参数，还需要根据经验进行主观选择。

为了评价本文方法解求ＲＰＣ参数的正确性，

这里通过评定影像几何纠正精度的方法予以间接

验证。首先根据解算出来的ＲＰＣ参数，严格按照

式（１）逐点计算地面格网点的影像坐标，然后将其

与用严格成像几何模型生成的像点坐标进行一对

一比较，由所获得的像素坐标差计算中误差，作为

精度测度。表１是利用不同岭参数所估计出的

ＲＰＣ参数对两种影像纠正的结果。

表１　用不同方法解算的犚犘犆参数实施影像纠正的结果

Ｔａｂ．１　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ｔｉｆｙ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Ｐ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方法

ＳＰＯＴ影像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

岭参数
法方程

状态数

纠正精度／像素

犿狔 犿狓 犿狓狔
岭参数

法方程

状态数

纠正精度／像素

犿狔 犿狓 犿狓狔

最小二乘估计 － １．２５×１０１５ ０．２１８０．００５０．２１８ － ２．４０×１０１５１１５．５０２ ３．４３３１１５．５５２

狭义

岭估计

犔曲线法 ２．６７×１０－８ ２．３３×１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０．００６ ８．５３×１０－８ １．０９×１０１０ ０．３２７ ０．２１９ ０．３９３

经验公式法 ２．２３×１０－１０ ２．７９×１０１２ ０．０２８０．００４０．０２８ ５．９６×１０－８ １．５６×１０１０ ０．３６６ ０．２２２ ０．４２８

广义

岭估计

经验公式（１） － ５．２７×１０９ ０．００５０．０２４０．０２５ － ７．５５×１０７ ０．２８５ ０．３１７ ０．４２６

经验公式（２） － ４．５１×１０１０ ０．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１１ － ３．３５×１０１２ １．４６７ ０．２１７ １．４８３

经验公式（３） － ４．４７×１０１０ ０．００５０．０１６０．０１７ － ２．９６×１０１２ ０．９８２ ０．２１７ １．００５

　　分析表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ＲＰＣ参数是不准

确的，特别是对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依其施行影像纠

正的精度只有１１５．５５２像素，这说明ＲＰＣ参数估

值严重偏离其真值。当采用适当的岭参数进行

ＲＰＣ参数解求时，无论是狭义岭估计还是广义岭

估计，都可以显著改善法方程系数阵的状态，使法

方程的解稳定，从而得到正确的ＲＰＣ参数。

２）根据犔曲线法求解ＲＰＣ参数用于ＳＰＯＴ

和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的纠正精度分别为０．００６像素

和０．３９３像素，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常用的

经验公式法相比，效果也好得多。这是因为犔曲

线法确定岭参数更为准确，使法方程的状态数变

得更小，法方程的病态程度得到了更为有效的改

善，致使求解ＲＰＣ参数的精度更高。

３）广义岭估计的３个常用公式对两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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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效果都不及犔曲线法。本文也采用了迭

代的广义岭估计法进行实验，虽然精度有所提高，

但并不明显，且耗时较多。这是因为广义岭估计

只有在法方程的零特征值（１０－４量级以及更小的

特征值）不是太多且级差较小的情况下，效果才比

较好［１０］。在本文实验中，ＳＯＰＴ影像法方程的零

特征值有１８个，最小的为１０－１２量级；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影像法方程的零特征值有３１个，最小的为１０－９

量级。受特征值分布的影响，广义岭估计没能取

得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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