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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线阵卫星影像投影轨迹法计算局部范围近似核线影像的基本原理，提出利用分段直线拟合近

似核线；基于ＲＰＣ和物方经纬度的线阵卫星近似核线影像重采样方法，以便在密集影像匹配生成高精度数字

高程模型（ＤＥＭ）时缩小匹配搜索范围，并降低误匹配率。试验结果表明，利用投影轨迹法可以确定立体像对

局部范围内的近似同名核线，且分段直线拟合方法精度更高；基于物方经纬度方法进行核线影像重采样后，非

常有利于同名点的高可靠性匹配，且核线影像上的同名点坐标到原始影像坐标的反算精度优于０．０４像素，验

证了重采样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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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传感器技术、空

间定位技术等的发展，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已

成为人类获取地球空间信息的重要数据源［１３］。

但是，线阵卫星影像繁琐的姿态控制技术导致影

像的严格几何模型形式极其复杂；同时为了保密

核心技术参数，常用有理函数模型替代以共线条

件为基础的严格几何模型，其有理函数系数则称

为ＲＰＣ（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３］。目

前，多个商业卫星如ＩＫＯＮＯＳ、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等只提

供ＲＰＣ作为影像方位参数。

核线是摄影测量中分析立体成像几何关系的

重要概念，现有的匹配算法大都利用核线约束条

件来限制匹配的搜索范围，以便缩短匹配时间，提

高匹配结果的可靠性。但是线阵卫星影像的成像

方式复杂独特，不可能同框幅式影像一样具有严

格意义的核线，只能产生近似的核线及相应的近

似核线影像［４９］。

１　投影轨迹法近似核线几何

现有的影像匹配方法在卫星影像对中匹配数

千至数万个同名点进行区域网平差等解算是非常

容易的，匹配精度和效率都可以得到保证。但是，

生成高精度ＤＥＭ，一个立体影像往往需要匹配数

百万个同名点，此时，传统的二维搜索匹配不仅效

率非常低，而且误匹配概率很高。因此，核线影像

在密集影像匹配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大大

提高同名特征匹配的速度和成功率［７］。线阵卫星

特殊的成像方式导致每条扫描线都存在不同的方

位元素，导致立体像对间不存在严格的核线几何

关系。其核线一般是类似双曲线的曲线，小范围

内表现为近似直线。一条核线上的某点犘 以及

距离该点一定范围内的相邻点，其同名像点都位

于犘点的对应核线上。在局部范围内存在近似

同名核线对，影像匹配时，即可将搜索过程简化为

一维搜索。

对于线阵卫星影像，一般用投影轨迹法分析

其近似核线几何关系。如图１所示，设一条光线

从地面某点犘（犡，犢，犣）出发，经过左影像的投

影中心犛，成像于左影像上的点狆，其几何关系可

用ＲＰＣ表达，则这条光线上的每一点都可以被惟

一地投影到右影像上，这些点在右影像上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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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曲线，称为狆点的核线，如果狆′为狆的同名点，

显然狆应该位于这条曲线上。

为计算方便，常用的方法是拟合直线代替曲

线。本文采用将曲线点拟合成一系列不连续的直

线段，以便减小拟合误差。如图２所示，首先计算

轨迹点所拟合直线的斜率犽，然后取这一系列点

中每两个相邻点对的中点，过这些中点以斜率犽

生成一系列直线段，这些直线段即为右核线。

图１　投影轨迹

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ｏｃｕｓ

　

图２　近似核线

拟合方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ｏｆＡｐｐｒｏ

ｘｉｍａｔｅ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ＬｉｎｅＦｉｔｔｉｎｇ

拟合出右核线后，在右核线上选取若干个点，

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左影像上的轨迹点拟合成一系

列不连续的直线段（则原先在左影像上任意选取

的点狆一定在直线段上），这一系列直线段就是

右核线对应的左核线。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求得影

像局部范围内的近似同名核线对，进而通过近似

同名核线进行核线重采样。

２　基于物方经纬度的近似核线几何

２．１　基于物方经纬度的核线影像重采样方法

投影轨迹法计算的线阵卫星影像核线几何模

型是非线性的，核线对在影像的局部范围内精度

较高，但是在全图范围内存在较大误差。因此，利

用投影轨迹法进行核线重采样生成核线影像时，

非线性的核线模型使得计算量大，采样效率低；而

且生成的核线影像上下视差较大，影像匹配时，不

能把二维搜索转换为一维搜索。本文提出一种基

于物方经纬度的核线影像重采样方法，即沿地面

纬度方向进行重采样，生成没有上下视差的核线

影像［１０］。其基本原理如图３所示，影像覆盖区内

的任一点犘（犔纬度，犔经度）都可以通过该区域的

ＤＥＭ内插出其高程 犎，从而得到地面三维坐标

犘（犔纬度，犔经度，犎）。当重采样过程循环到空间的

某一点犘（犔纬度，犔经度，犎）时，可以通过随影像提

供的辅助参数得到其对应的左右影像的正则化坐

标犘犾（犘犾，犔犾，犎犾）、犘狉（犘狉，犔狉，犎狉），然后利用ＲＰＣ

分别求得点犘在左右影像上对应的像点坐标狆犾

（狓犾，狔犾）、狆狉（狓狉，狔狉）：

狓犾＝
Ｎｕｍ犔犾（犘犾，犔犾，犎犾）

Ｄｅｎ犔犾（犘犾，犔犾，犎犾）
，狔犾＝

Ｎｕｍ犔狊（犘犾，犔犾，犎犾）

Ｄｅｎ犔狊（犘犾，犔犾，犎犾）

狓狉 ＝
Ｎｕｍ犚

犾
（犘狉，犔狉，犎狉）

Ｄｅｎ犚犾（犘狉，犔狉，犎狉）
，狔狉 ＝

Ｎｕｍ犚
狊
（犘狉，犔狉，犎狉）

Ｄｅｎ犚狊（犘狉，犔狉，犎狉）

（１）

式中，Ｎｕｍ犔、Ｎｕｍ犚、Ｄｅｎ犔、Ｄｅｎ犚 分别为左右影像

ＰＲＣ的分子和分母系数。假设重采样后影像上

的像点表示为（狓狀，狔狀），则重采样时，把狆犾、狆狉 的

灰度赋给新的影像坐标，可以令狔狀犾＝狔狀狉，则原始

同名点狆犾、狆狉 在重采样后的影像上的对应点为

狆狀犾（狓狀犾，狔狀犾）、狆狀狉（狓狀狉、狔狀狉），二者依然为同名点，并

且其坐标的狔值相等。依据该思想，从物方的某

一点出发，依据一定的步长逐点或分块进行重采

样，就可以得到没有上下视差的核线影像。

该方法需要已知地面覆盖范围的粗略ＤＥＭ，

这可以通过全球ＤＥＭ 数据提取，也可以通过初

始影像匹配获得若干同名点对获取。通过同名点

对获取的粗略ＤＥＭ 方法为：首先在影像重叠范

围内通过传统影像匹配方法获得一定数量的同名

点；利用ＲＰＣ进行前方交会，获得同名点对应的

地面点三维坐标；然后内插得到影像覆盖区域的

粗略矩形ＤＥＭ。

图３　基于物方对应的核线影像重采样

Ｆｉｇ．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Ｉｍａｇｅ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ａｃ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２　核线影像坐标到原始影像坐标的反算

由于核线影像没有相应的 ＲＰＣ，因此，必须

将匹配后的同名点坐标反算到原始影像坐标系

下。但原始影像坐标和核线影像坐标之间不存在

严格的转换关系，只能通过近似方法将重采样后

的像点到其对应的原始像点进行反算。本文采用

局部仿射变换的方法进行像点坐标的反算，假设

已知影像上的若干对同名点，其原始影像坐标和

对应的核线影像坐标都为已知。对于重采样后的

核线影像上的任一点，可以搜索该点周围４个象

限内距离该点最近的４个已知点，由这４个点的

核线影像坐标和原始影像坐标通过最小二乘法确

定局部仿射变换关系：

９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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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犪０＋犪１·狓′＋犪２·狔′

狔＝犫０＋犫１·狓′＋犫２·狔
｛ ′

（２）

其中，犪０、犪１、犪２、犫０、犫１、犫２ 为仿射变换的６个参数；

（狓′，狔′）、（狓，狔）分别为重采样后的核线影像和原

始影像的像点坐标。由式（２）即可将核线影像上

匹配的同名点坐标反算到原始影像坐标系下，进

而利用已知的ＲＰＣ进行前方交会等后续处理。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投影轨迹法计算同名核线

试验数据为２００３年澳大利亚南海岸的一个

ＩＫＯＮＯＳ立体影像对。首先在左影像上选取任

意一点狆，依据投影轨迹法，找出其在右影像上的

投影轨迹点，利用这些点拟合一组直线段，即为该

点对应的右核线，然后在右核线上选取若干点，按

照同样的方法投影到左影像上，获取左核线，通过

这种方法可以求得影像局部范围内的近似同名核

线对。图４所示为两对局部的近似核线影像对，

可以看出，同名特征点都严格位于同名核线上。

试验过程中，在左右影像核线轨迹点中选取

２１个轨迹点，分别统计这些点拟合为直线、直线

段所生成的核线的距离，则左右影像拟合为直线、

直线段的距离分别为（０．０４１４４像素，０．０００６６

像素）和（０．００２５３像素，０．０００５３像素）。可以看

出，对于线阵卫星影像，利用ＲＰＣ和投影轨迹法

计算的核线关系均具有较高的精度；并且将核线

拟合为直线段时，在保证核线处理效率的同时，拟

合精度也可提高数倍。

图４　左右影像的近似同名核线对

Ｆｉｇ．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ＬｉｎｅＰａｉｒ

３．２　基于物方经纬度的核线重采样与坐标反算

在根据自动影像匹配获得的同名点内插出影

像覆盖范围的粗略ＤＥＭ 后，利用本文提出的依

据物方经纬度的重采样方法对立体影像进行近似

核线重采样。为准确评价影像重采样的精度，以

及重采样后的近似核线影像上匹配得到的同名点

坐标反算至原始影像时的精度，本文利用影像匹

配获得的５２４６对同名点解算地面三维坐标，并

内插粗略ＤＥＭ，然后利用ＲＰＣ进行核线影像重

采样，并利用检查点评价核线影像坐标到原始影

像坐标的反算精度。重采样后的近似核线影像如

图５所示，将重采样后的左右近似核线影像利用

红绿立体叠合后，平坦地区几乎完全重叠，建筑物

等高出地面的物体则存在一定的左右视差，图６

所示为红绿立体叠合后的影像块。

图５　重采样后的近似核线影像对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ＩｍａｇｅＰａｉｒ

在重采样后的近似核线影像上匹配获得的同

名点坐标必须反算到原始影像后才能利用ＲＰＣ

进行前方交会等计算。试验中，利用原始影像上

匹配获得的１０８９对同名点作为检查点，将这些

同名点前方交会获得的对应地面坐标按照本文方

法纠正获得其核线影像坐标后，再通过局部仿射

变换反算到原始影像上，并统计其与原始影像坐

标的差值，可得狓 和狔 方向的中误差分别为

０．０２９像素和０．０３３像素，最大误差分别为０．０９８

像素和０．０９９像素，均优于０．１像素。可见，利用

本文方法进行核线重采样后，不仅可以大大缩小

核线影像密集匹配的搜索范围，降低误匹配率，而

且核线影像中的同名点反算到原始影像时几乎没

有精度损失，充分说明所提出的核线重采样算法

的可行性。

图６　左右近似核线

影像红绿立体观测

Ｆｉｇ．６　Ｒｅｄ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ｒｅｏｏｆ

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ＩｍａｇｅＰａｉｒ

　　

图７　检查点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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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分析了线阵卫星影像按投影轨迹法计算

局部范围近似核线影像的可行性及其改进方法。

试验表明，利用投影轨迹法可以确定立体像对局

部范围内的近似同名核线，精度可以达到子像素

级，并且将近似核线拟合为直线段的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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