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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线阵推扫式卫星遥感影像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利用有理函数模型预测同名像点位置的快速影像

匹配方法。经对某地区一对ＩＫＯＮＯＳ立体影像进行匹配试验，验证了算法的稳健性，并与常用的金字塔影像

匹配和核线影像匹配的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相对于金字塔影像匹配和核线影像匹配，利用有理

函数模型预测同名像点的影像匹配方法的效率和成功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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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匹配是摄影测量自动化的关键技术，是

从影像提取空间信息、建立ＤＴＭ 的基础。对框

幅式中心投影影像的匹配，通用的匹配策略有核

线影像匹配和金字塔影像匹配。核线影像匹配是

变二维影像搜索为一维搜索，使影像相关的速度

得到有效提高，即首先根据立体像对的核线几何

关系生成核线影像对，然后在核线影像对的同名

核线上进行搜索，变二维搜索为一维搜索，减小了

搜索范围，从而提高影像匹配的速度。金字塔影

像匹配则是先生成金字塔影像，然后从金字塔顶

层影像开始向下逐层搜索。由于金字塔影像的分

辨率由上到下逐层变高，其匹配是一个由粗到精

的过程，可靠性较高［１］。然而，由于线阵推扫式影

像的每一行都对应一组外方位元素，左影像上的

一点可能对应多个核面，有着特殊的核线几何关

系，与框幅式中心投影影像的核线几何关系完全

不同［２］。一般说来，线阵推扫式遥感影像的核线

类似于双曲线，且左影像上的每一个点都对应右

影像上不同的核线［３］，因此，基于核线的影像匹配

就变得相当复杂。此外，由于线阵推扫式遥感影

像的数据量巨大，生成金字塔影像的速度很慢，影

响了影像匹配的效率。正是由于线阵推扫式遥感

影像的这些特点，导致核线影像匹配和金字塔影

像匹配的效果都不够理想，为此，需要寻找一种高

效稳健的影像匹配方法。

有理 函 数 模 型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ＦＭ）是卫星遥感影像的通用几何处理模型。它

用有理多项式函数来拟合严格的几何模型，使几

何模型处理简化，易于计算，并独立于传感器［４］。

本文通过对线阵推扫式遥感影像的特点进行分

析，研究了一种直接利用ＲＦＭ 预测同名像点近

似位置的快速影像匹配方法，并与核线影像匹配

和金字塔影像匹配进行对比试验，以验证所提出

方法的效率、匹配成功率和可靠性。

１　有理多项式函数模型

有理函数模型为如下多项式的比值［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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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１）为由地面点坐标计算对应像点坐标的

关系式，称之为正解有理函数模型；式（２）为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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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坐标计算对应点地面坐标的公式，称之为反解

有理函数模型。式中，（犘，犔，犎）为正则化的地面

坐标；（犡，犢）为正则化的影像坐标；犪犻犼犽（犻，犼，犽＝

０，１，２，３）为有理多项式系数（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ＲＰＣ）；犫犻犼犽为反解ＲＰＣ参数。

２　基于有理函数模型的影像匹配

假设一条光线从地面点犙（犡，犢，犣）出发，经

过左投影中心犛（犡犛，犢犛，犣犛）成像于左影像上的

点狇，那么这条光线上的每一个点可以被惟一地

投影到右影像上，这些点在右影像上会形成一条

曲线，称之为点狇的同名核线。如果狇′为狇的同

名像点，那么它总是位于这条曲线上［３］。

若已知高分辨卫星遥感影像的ＲＰＣ参数和

地面点的三维坐标（或地面点高程与对应点的影

像坐标），利用式（１）很容易建立地面点坐标与其

对应像点坐标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如果已知影像覆盖区域内地面的最大高程

犎ｍａｘ和最小高程犎ｍｉｎ，设左影像上一点狇到其地

面点犙 的光线与最高和最低高程面分别交于点

犙ｍａｘ（犡ｍａｘ，犢ｍａｘ，犎ｍａｘ）和犙ｍｉｎ（犡ｍｉｎ，犢ｍｉｎ，犎ｍｉｎ），将

该两点通过右影像的正解有理函数模型映射到右

影像上，则可得到对应的像点坐标狇′ｍａｘ（狓ｍａｘ，

狔ｍａｘ）和狇′ｍｉｎ（狓ｍｉｎ，狔ｍｉｎ）。由核线特性可知，狇′ｍａｘ和

狇′ｍｉｎ必为核线上的两个点，而核线在小范围内可近

似视为直线［３］，因此可以认为，点狇在右影像上的

同名点狇′在狇′ｍａｘ和狇′ｍｉｎ所连成的直线段上。如果

在直线段狇′ｍａｘ狇′ｍｉｎ上搜索，便可使影像匹配实现变

二维搜索为一维搜索，会大大提高影像匹配的速

度（见图１）。为了提高影像匹配结果的准确度，

可以适当增加直线段狇′ｍａｘ狇′ｍｉｎ的长度和线宽，还可

以采用最小二乘影像匹配方法进一步提高影像匹

配的精度［５］。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像点对应的地面点

高程值犎 必须在最大高程犎ｍａｘ和最小高程犎ｍｉｎ

之间。若 犎 值大于犎ｍａｘ或小于 犎ｍｉｎ，则无法在

直线段狇′ｍａｘ狇′ｍｉｎ上找到点狇的同名像点狇′，因为点

狇′不在直线段狇′ｍａｘ狇′ｍｉｎ上。

利用有理函数模型预测同名像点位置的影像

匹配方法按如下步骤执行。

１）计算左影像的反解ＲＰＣ参数。首先在影

像覆盖范围内建立一定大小的地面控制格网（如

平面划分为１５×１５或１０×１０的格网，高程方向

以一定的间隔分层，为了保证ＲＰＣ参数的求解精

度，分层数应不少于４）
［６］；然后以格网点为虚拟

控制点，其对应的像点可由式（１）计算得到。

２）同名像点预测。给定影像覆盖范围内的

地面最大高程犎ｍａｘ和最小高程犎ｍｉｎ，待匹配的左

影像点狇由人工选取或通过点特征提取算子计算

得到。首先将地面最大高程值 犎ｍａｘ和点狇的像

点坐标值代入式（２），求出左影像对应的地面点

犙ｍａｘ的三维地面坐标（犡ｍａｘ，犢ｍａｘ，犎ｍａｘ）；然后将

（犡ｍａｘ，犢ｍａｘ，犎ｍａｘ）代入式（１），确定右影像上对应

的像点狇′ｍａｘ。同理，可由地面最小高程 犎ｍｉｎ和左

像点狇求得右影像上对应的像点狇′ｍｉｎ，则左像点狇

对应的右影像上的同名点狇′必定在点狇′ｍａｘ和狇′ｍｉｎ

连成的直线段上（如图１所示）。

３）影像匹配。当计算出直线段狇′ｍａｘ狇′ｍｉｎ后，在

该直线段上搜索即可得到左影像点狇对应的右影

像上的同名像点狇′。一般情况下，按照相关系数

法进行影像匹配即可，若需要获得更高精度的同

名像点，亦可采用最小二乘影像匹配方法进行精

匹配。

图１　基于有理函数模型的影像匹配原理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ＦＭ

３　试验及其结果分析

试验选用北美某港口城市一对１ｍ分辨率的

同轨ＩＫＯＮＯＳ立体影像。左影像的大小为８１５７

像素×１９０４３像素，右影像的大小为７９３７像素×

１９０４３像素，左右影像均带有较高精度的ＲＰＣ参

数。影像覆盖区域有林地、城区、农田和飞机场等

地物，大部分地区为城区和海水，地势比较平坦，

海拨高度大约在－３１．５～４００ｍ之间。

３．１　三种影像匹配方法的比较

对选定的试验立体影像分别采用基于有理函

数模型的影像匹配方法、核线影像匹配方法和基

于核线的金字塔影像匹配方法进行影像匹配试

验。核线影像匹配采用文献［３］所述的投影轨迹

法近似核线理论。由于影像覆盖范围较大，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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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的一小块影像区域进行

匹配。首先利用 Ｈａｒｒｉｓ点特征提取算子从左影

像中提取出３２８２个特征点，然后分别按照三种

方法对右影像进行匹配，结果列于表１。图２示

意了立体像对上某局部的基于有理函数模型的匹

配点对。

表１　三种影像匹配方法的匹配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ｓ

匹配方法 误匹配点
成功率

／％

ＣＰＵ耗

时／ｓ

核线影像匹配 ２６８ ９１．８３ １２４．８２９

基于核线的金字塔影像匹配 １８７ ９４．３０ ７２．６３９

基于ＲＦＭ的影像匹配 １０７ ９６．７４ ２８．７９７

图２　基于ＲＦＭ的ＩＫＯＮＯＳ立体影像匹配结果

Ｆｉｇ．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Ｐａｉ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ＦＭｉｎＩＫＯＮＯＳ

Ｐａ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ＳｔｅｒｅｏＩｍａｇｅｓ

　　表１中的误匹配点是对匹配得到的同名像点

坐标按照式（２）进行立体定位并统计出位置误差

大于２σ０ 的总点数。表中的数据清楚地说明，对

于高分辨率推扫式卫星遥感影像，相对而言，基于

ＲＦＭ的影像匹配方法的匹配速度最快，误匹配率

最低；核线影像匹配方法的匹配速度最慢，误匹配

率最高；而基于核线的金字塔影像匹配方法无论

是匹配效率还是误匹配率，都介于前两者之间。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金字塔影像匹配是从

顶层金字塔影像开始逐层匹配的，需要耗费较多

的时间去生成金字塔影像。由于影像匹配时采用

二维搜索策略，不仅费时，而且容易产生误匹配；

核线影像匹配是依据同名像点必定位于同名核线

上的理论，且一条核线上两点之间的位置关系与

其同名像点在同名核线上的位置关系相同，因此，

核线影像匹配只需在同名核线上进行一维搜索，

大大减少了搜索时间，提高了影像匹配的效率。

但是，由于线阵推扫式遥感影像的核线是一条曲

线，且左影像上的每一个点都需要重新计算其在

右影像上的对应核线，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计算

过程，非常费时，加之它对匹配结果的可靠性缺乏

考虑，所以影像匹配效率很低，可靠性较差；基于

核线的金字塔影像匹配方法将两者相结合，发挥

了各自的优势，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影像匹

配的可靠性和匹配速度，但这种方法在匹配之前

依然需要生成核线影像和金字塔影像，同样比较

繁琐和费时。尽管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影像

的误匹配，但仍然影响了影像匹配的效率；基于

ＲＦＭ的影像匹配方法直接利用了影像与地面之

间的固有几何关系，通过有理函数模型直接预测

同名像点的近似位置，并约束在一条很短的直线

段上，影像匹配只需在这条短直线段上搜索，大大

缩小了影像的搜索范围，所以该方法的匹配速度

较前两者要快得多。此外，由于影像匹配时利用

了覆盖区域内最大和最小的高程来预测同名点的

位置，同名点必定落在预测范围内。因此，它同时

也具有更好的可靠性。

３．２　地形起伏对影像匹配结果的影响

为了验证地面起伏对基于ＲＦＭ 的影像匹配

结果的影响，这里分别选择不同的最大高程和最

小高程来进行影像匹配试验。设定最小高程值为

－３１．５ｍ，最大高程值从１００ｍ以５０ｍ步距逐

次递增到４００ｍ，试验结果列于表２。图３描述了

高程变化对影像匹配速度的影响。

表２　高程变化对影像匹配结果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

ＨｅｉｇｈｔＣｈａｎｇｅ

最大高程／ｍ 误匹配点 成功率／％ ＣＰＵ耗时／ｓ

１００ ２４３５ ２５．８１ ８．３９１

１５０ １７４ ９４．７０ １１．４５３

２００ １２２ ９６．２８ １４．４８４

２５０ １１７ ９６．４４ １７．８７５

３００ １０８ ９６．７１ ２２．５００

３５０ １０８ ９６．７１ ２４．２３５

４００ １０７ ９６．７４ ２８．７９７

　　表２结果进一步证明，地形的起伏会影响到影

像匹配的速度和结果的稳定性，但当高程变化范围

达到一定值时，影像匹配的成功率不再受地形起伏

的影响。当最大高程为１００ｍ时，匹配成功率仅为

２５．８１％。这是因为提取的大部分特征点的地面高

程均大于１００ｍ，当利用有理函数模型进行同名点

位预测时，由于大部分点的高程都大于给定的最大

高程值，所以真正的同名点落在了预测区域之外，

产生了大量的误匹配；当最大高程大于２００ｍ时，

影像匹配的结果趋于稳定，这是因为提取的所有特

征点的地面高程都小于３００ｍ。因此，为了提高影

像匹配的成功率和效率，要尽可能获得待匹配影像

所覆盖区域比较准确的最小和最大高程值，以此为

依据设定地面点的高程变化范围，从而保证所有的

预测点都落在搜索范围内。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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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３可以看出，基于ＲＦＭ 的影像匹配方

法的速度与地形起伏近似成反比。地形起伏越

大，影像匹配速度越慢，反之则越快。这是因为影

像匹配的搜索区域是由地面高差决定的，高差越

大，则搜索区域也越大，导致匹配速度也越慢。因

此，基于ＲＦＭ 的影像匹配方法对于地面起伏不

大的区域比较有利，当地形起伏较大时，影像匹配

的速度会显得比较慢。

图３　高程变化与影像匹配效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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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所提出的基于有理函数模型的影像匹配

方法具有匹配速度快、成功率高、可靠性好的优

点。然而，该方法对影像附带的ＲＰＣ参数的精度

要求较高，且地形起伏对匹配速度有一定的影响。

试验表明，该方法比较适用于地势较为平坦地区

的推扫式遥感影像的匹配。要使所提出的影像匹

配方法能适用于山地、高山地等影像的匹配，还需

对算法进一步优化，并进行更大范围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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