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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卫星影像核线的几何特性，采用线性模型简化表示每对同名核曲线，提出了一种实用的近似核线

重排快速算法，并对多种地形条件的卫星立体影像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在影像定向参数精度较高的情况下，

该算法能够生成子像素级上下视差的核线影像，且具有简单、实用性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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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阵ＣＣＤ推扫式成像传感器已成为当前和

未来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重要载荷，由于遵循一

种多中心行扫描成像方式，像点与物点之间的严

格几何关系至今仍然很难完全建立，因此，对卫星

影像不可能像框幅式影像那样给定严格的核线定

义［１］。尽管如此，由于高分辨率卫星大多具备立

体成像能力，核线影像在卫星影像立体测图和自

动ＤＥＭ生成等应用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因

此对卫星影像近似核线重排方法的研究一直是航

天摄影测量领域的热点课题之一［２１０］。已有的方

法有基于同名像点坐标多项式拟合的近似核线生

成方法［５，６］和基于平行投影成像模型的近似核线

生成方法［７］。

根据投影轨迹法给出的核线定义，可以直接

由传感器几何模型定向参数构建卫星立体影像的

近似核线模型［１，８１０］。相对于其他方法构建的近

似核线模型［５７，１１］，其在理论上要更为严密。在该

近似核线模型及其几何特性的研究方面，目前已

经得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结论［１，８］。然而，由投影

轨迹法和传感器几何模型定向参数所定义的近似

核线模型是非线性的且带有大量参数［１］，因而对

近似核线的重排目前大多采用一种实时的局部重

采样模式；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为了获得良好的全

局立体视觉效果，提高立体匹配及其他与核线相

关的应用效率，直接由原始立体影像生成高质量

的核线影像是当前一个重要的应用发展趋势［７］。

因此，本文根据卫星影像核线在立体影像范围内

的近似直线性和局部共轭性［１，８，９］，拟采用线性模

型近似表示每对同名核曲线，并由此提出了一种

实用的基于投影轨迹的卫星立体影像近似核线重

排快速算法。

１　理论基础

１．１　基于投影轨迹法的核线定义

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多采用线阵ＣＣＤ推扫

式成像传感器，线阵ＣＣＤ推扫式影像遵循一种

“动态”的行中心投影成像方式，因此无法像框幅

式中心投影影像那样基于成像几何关系给出严格

直观的核线定义。目前，对卫星影像近似核线几

何关系的各种描述中，基于投影轨迹法的核线定

义［１，８，１１］建立在成像的几何约束条件之上，在理论

上最为严密。

１．２　采用线性模型简化表达卫星立体影像的同

名核线

根据投影轨迹法所描述的核线定义，可以结

合具体的传感器几何模型建立卫星影像的核线模

型。根据对该核线模型所对应的影像像点轨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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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１，８］：在通常情况

下，核线是类似双曲线的曲线，但是在小范围内或

者在影像范围内可以看作近似直线。同时，由于

立体像对的共轭性，在局部范围内同名像点所对

应的两条核线一一对应，两条核线上的点也是一

一对应的。这些几何特性能够为卫星影像核线应

用实践提供宝贵的经验指导。

如图１所示，假设测区平均椭球高为 犎，物

点１和物点２是像点犪摄影光线上的两点，分别

对应高程犎＋犺和犎－犺，这里，犺的取值在测区

高程范围内灵活给定；物点１和２在右影像上的

像点分别为犫和犮；物点３对应像点犮摄影光线上

高程为犎＋犺处的一点，同时物点３在左影像上

的像点为犱。图中犈犪、犈犫、犈犮和犈犱 分别对应像点

犪、犫、犮和犱 的摄影中心。此时，根据前述的核线

在影像范围内的近似直线性和局部共轭性，像点

犪所确定的左右影像同名核线可以用直线犪犱、犫犮

简化表示。

图１　直线形式近似表达的卫星立体

影像同名核线定义（以同轨立体为例）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

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ＡｌｏｎｇＴｒａｃｋＳｔｅｒｅｏ）

２　基于投影轨迹线性简化的卫星影

像核线重排快速算法

　　有理多项式模型（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ＲＦＭ）作为当前主流的通用传感器几何模型，其

本质是将地面点的大地坐标与其对应的像点坐标

用比值多项式关联起来，并将地面坐标和影像坐

标正则化到－１～１之间以保证计算的稳定性，其

基本公式为：

狓＝

∑
犽

犻＝０，犾犻＋犿犻＋狀犻＝犽

犛狀犻犝
犾犻犞犿犻犠狀犻

∑
犽

犻＝０，犾犻＋犿犻＋狀犻＝犽

犛犱犻犝
犾犻犞犿犻犠狀犻

狔＝

∑
犽

犻＝０，犾犻＋犿犻＋狀犻＝犽

犔狀犻犝
犾犻犞犿犻犠狀犻

∑
犽

犻＝０，犾犻＋犿犻＋狀犻＝犽

犔犱犻犝
犾犻犞犿犻犠狀犻

（１）

式中，犛狀犻、犛犱犻、犔狀犻、犔犱犻表示有理多项式系数（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ＲＰＣ）；（犝，犞，犠）

和（狓，狔）分别表示正则化的地面点大地坐标和像

点坐标，它们与非正则化的地面点大地坐标（Ｌａｔ，

Ｌｏｎ，Ｈｅｉｇｈｔ）和像点坐标（犛，犔）之间的关系为：

犞 ＝
Ｌａｔ－ＬＡＴ＿ＯＦＦ
ＬＡＴ＿ＳＣＡＬＥ

犝 ＝
Ｌｏｎ－ＬＯＮ＿ＯＦＦ
ＬＯＮ＿ＳＣＡＬＥ

犠 ＝
Ｈｅｉｇｈｔ－犎＿ＯＦＦ
犎＿ＳＣＡＬＥ

狓＝
犛－犛－ＯＦＦ

犛＿ＳＣＡＬＥ
，狔＝

犔－犔－ＯＦＦ

犔＿ＳＣＡＬＥ

（２）

式中，ＬＡＴ＿ＯＦＦ、ＬＡＴ＿ＳＣＡＬＥ、ＬＯＮ＿ＯＦＦ、

ＬＯＮ＿ＳＣＡＬＥ、犎＿ＯＦＦ和 犎＿ＳＣＡＬＥ为地面坐

标的正则化参数；犛＿ＯＦＦ、犛＿ＳＣＡＬＥ、犔＿ＯＦＦ和

犔＿ＳＣＡＬＥ为影像坐标的正则化参数。

为便于对算法的描述，将原始左右影像ＲＦＭ

坐标正反换算公式表示为［１］：

（Ｌａｔ，Ｌｏｎ）＝犳犔（犛，犔，Ｈｅｉｇｈｔ） （３）

（犛，犔）＝犳′犔（Ｌａｔ，Ｌｏｎ，Ｈｅｉｇｈｔ） （４）

（Ｌａｔ，Ｌｏｎ）＝犳犚（犛，犔，Ｈｅｉｇｈｔ） （５）

（犛，犔）＝犳′犚（Ｌａｔ，Ｌｏｎ，Ｈｅｉｇｈｔ） （６）

式中，犳犔和犳犚分别代表左右原始影像ＲＦＭ 坐标

正解函数；犳′犔和犳′犚分别代表左右原始影像ＲＦＭ

坐标反解函数。

如图２所示，左右原始影像的像点坐标系狅

狓狔的原点位于影像左上角，狓坐标值为像点对应

的列号（沿ＣＣＤ线阵方向），狔坐标值为像点对应

的行号（沿轨道推扫前进方向）。令原始左影像列

数和行数分别为犛犿 和犔犿，犕 和犖 代表原始左右

影像，犕′和犖′代表重排后的左右核线影像。核

线影像的影像坐标系狅狓′狔′的原点位于影像左上

角，狓′坐标值为像点对应的列号（沿核线方向），狔′

坐标值为像点对应的行号（垂直于核线方向），左

右核线影像上同名核线的行号相同。根据线性简

化近似表达的卫星立体影像同名核线定义，可以

将核线影像的生成过程看作是对原始影像上非平

行的“核直线”进行重排使之相互平行的过程，即

使核线方向与影像行方向一致的过程。

对于同轨立体影像，令重排后左右核线影像

上第犻（犻＝１，２，…，犛犿）行像素所对应的左右原始

影像同名核线的近似直线方程为狓＝犃１狔＋犅１和

２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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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原始立体影像和左右核线影像的影像坐标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Ｐｉｘｅ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ｔｅｒｅｏ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ＩｍａｇｅＰａｉｒｓ

狓＝犃２狔＋犅２，根据图２所示意的坐标系变换关

系，该同名核线可以由原始左影像上像素坐标为

（犛犿－犻，ｉｎｔ（犔犿／２））的像点犪确定。由图１可

知，像点犪所确定的同名核线的近似直线方程系

数的计算步骤为：

１）根据式（３）和式（５）计算像点犪摄影光线

上点１和点２的大地坐标；

２）根据式（６）计算点１和点２对应的原始右

影像像点犫和犮的像素坐标，分别为（犛犫，犔犫）和

（犛犮，犔犮）；

３）根据式（５）计算得到点３的大地坐标；

４）根据式（４）计算像点犱的像素坐标（犛犱，

犔犱）；

５）用（犛犪，犔犪）表示像点犪的像素坐标，由式

（７）计算得到同名核线的近似直线方程系数：

犃１ ＝ （犛犪－犛犱）／（犔犪－犔犱）（犔犪 ≠犔犱）

犅１ ＝犛犪－犃１犔犪

犃２ ＝ （犛犫－犛犮）／（犔犫－犔犮）（犔犫 ≠犔犮）

犅２ ＝犛犫－犃２犔犫

（７）

　　依次计算左右核线影像上每一行所对应的左

右原始影像核线近似直线方程。

同理，对于异轨立体影像，令左右核线影像上

第犻（犻＝１，２，…，犔犿）行像素所对应的左右原始影

像同名核线的近似直线方程为狔＝犃１狓＋犅１和狔

＝犃２狓＋犅２，则直线方程的４个系数由原始左影

像上像素坐标为（ｉｎｔ（犛犿／２），犻）的像点犪确定（见

图２），由于计算步骤与同轨立体影像的相同，这

里就不再赘述。

对于同轨立体影像，重排后核线影像的行数

和原始左影像的列数犛犿 相同；而对于异轨立体

影像，重排后核线影像的行数和原始左影像的行

数犔犿 相同。

根据所确定的同名核线近似直线方程，基于

灰度一维线性内插［１２］实现原始立体影像的近似

核线重排，从而生成左右近似核线影像。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数据选取了法国巴黎地区的ＳＰＯＴ５

ＨＲＧ异轨立体影像、美国某地区的ＩＫＯＮＯＳ同

轨立体影像和北京怀柔地区的ＩＲＳＰ５同轨立体

影像。表１列出了影像数据的相关信息，这些影

像全都提供了高精度的ＲＰＣ参数。

表１　影像数据的相关信息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ｓｅｔ

立体影像 行数 列数 分辨率／（ｍ×ｍ） 地面覆盖／（ｋｍ×ｋｍ） 主要地形

ＩＫＯＮＯＳ
１９０４３ ７８５３ １×１ １９×８

平原
１９０４３ ７６４８ １×１ １９×８

ＳＰＯＴ５ＨＲＧ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５×５ ６０×６０

山地、丘陵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５×５ ６０×６０

ＩＲＳＰ５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２．５ ３０×３０

山地、丘陵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２．５ ３０×３０

３．１　核线重排

根据本文所提出的算法对这３种卫星立体影

像进行近似核线重排，得到的核线影像立体模型

如图３所示。实验中所用的程序均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３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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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ＰＰｒｏ操作系统下基于ＶｉｓｕａｌＣ＋＋集成开发环

境实现。

３．２　结果分析

为了对近似核线重排后影像同名点的上下视

差进行定量评价和分析，首先利用 ＥＲＤＡＳＩ

ＭＡＧＩＮＥ９．０软件系统的ＬＰＳ模块分别在这３

种卫星立体影像上提取了２０对均匀分布的同名

像点，然后根据核线重排前的原始影像与重排后

的近似核线影像之间的像点坐标变换关系，得到

这些同名像点在左右核线影像上的像点坐标（狓１，

狔１）和（狓２，狔２），进而计算上下视差犙＝狔２－狔１。

图４给出了同名像点上下视差的分布折线图，其

中，横轴对应同名点对的索引号，纵轴对应同名点

对在近似核线影像上的上下视差。

结果显示，在所生成的左右核线影像上，同名

检查点的上下视差均在子像素范围内。其中，

ＩＫＯＮＯＳ核线影像的同名检查点上下视差（图

４（ａ））大约在－０．５～０．５个像素范围内，ＩＲＳＰ５核

线影像同名检查点的上下视差（图４（ｂ））大约在－

０．５～０．６个像素范围内，ＳＰＯＴ５ＨＲＧ核线影像的

同名检查点上下视差（图４（ｃ））大约在－０．７～０．９

个像素范围内。这表明算法能满足子像素级的核

线重排精度，同时对平原、丘陵和山地等多种地形

条件下的卫星影像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图３　对原始影像进行核线重排后得到的核线立体模型

Ｆｉｇ．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ＳｔｅｒｅｏＭｏｄｅ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图４　同名点对上下视差分布折线图

Ｆｉｇ．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ａｘ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ＩｍａｇｅＰｏｉｎｔｓ

　　为了进一步检验算法受地形起伏影响的大

小，对于每种立体影像数据，参考测区的大致高程

范围对算法中参数犺给定多个不同的值，分别进

行多次核线重排及精度分析。结果发现，每次得

到的同名检查点核线影像像素坐标及其上下视差

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这也间接表明，对于轨道

平稳性较高的卫星立体影像而言，核曲线的近似

直线性在影像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全局性，用直线

来近似拟合投影像点的轨迹具有较高的准确度，

并且受地形起伏和测区高差的影响很小。事实

上，原始影像的几何模型定向参数精度才是影响

近似核线重排质量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影像定向参数精度较高的情况下，本

文提出的近似核线重排快速算法能够生成近乎严

格的具有良好立体观测效果的近似核线影像，可

直接用于测图和ＤＥＭ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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