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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四元数描述线阵犆犆犇影像的空间后方交会

闫　利１　聂　倩１　赵　展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将四元数理论引入高分辨率线阵ＣＣＤ影像的空间后方交会解算中，提出了一种利用四元数描述线阵

ＣＣＤ影像的单片空间后方交会方法。该方法利用四元数描述角度旋转矩阵，对严格的共线条件方程进行线

性化，并采用正则化的数学方法克服线阵ＣＣＤ影像外方位元素的相关性。试验证明了本算法的正确性和可

靠性。

关键词：四元数；ＣＣＤ影像；空间后方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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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后方交会是摄影测量学、计算机视觉等

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１］。在后方交会中，有效、可

靠地描述两坐标系之间的旋转关系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在传统的摄影测量方法中，欧拉角是最常

用的影像姿态的描述方法。在航空摄影测量中，

摄影成像过程都是近似垂直摄影，影像的姿态角

一般很小，采用欧拉角描述像片姿态的空间后方

交会（以下简称为欧拉角算法）一般能正确地解算

出像片的外方位元素。随着低空摄影测量平台的

发展，特别是无人机、航空气球等的出现，获取的

影像经常是大倾角影像，此时，采用欧拉角描述影

像姿态的后方交会方法往往会导致计算时间很

长，甚至结果不收敛。近年来，基于四元数的姿态

控制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３维空间，四元数

可以非常方便地表示空间方位、空间向量间的旋

转、平移和缩放等关系，它的转换组合计算等在数

字上更稳定［２］，被广泛应用到航天工程中。以之

为借鉴，四元数也被引入到框幅式航空影像的后

方交会解算中［３］。

随着遥感卫星成像技术及其立体成像能力的

发展，特别是ＳＰＯＴ５、ＩＫＯＮＯＳ、ＡＬＯＳ等具有立

体测图能力的卫星的成功发射，航天摄影测量已

成为摄影测量学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但对于高

分辨率线阵星载ＣＣＤ影像而言，其推扫式的成像

方式决定了各扫描行的外方位元素随时间变化，

这使得其姿态运动方程比框幅式影像更加复杂，

而且星载ＣＣＤ传感器的长焦距、窄视场角的特点

造成了外方位元素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４，５］，

从而导致欧拉角算法迭代不收敛。本文将四元数

描述引入到线阵ＣＣＤ影像的姿态运动方程中，推

导出基于四元数的线阵ＣＣＤ影像的空间后方交

会解算公式，并在解算过程中利用正则化的方法

克服了线阵ＣＣＤ影像外方位元素的相关性。

１　基于四元数的线阵推扫式影像的

空间后方交会

１．１　基于四元数的线阵推扫式影像传感器模型

以扫描行方向为狓方向，飞行方向为狔方

向，建立瞬时像平面坐标系，设第犻扫描行的外方

位线元素为犡狊犻、犢狊犻、犣狊犻，卫星姿态的四元数描述

为狇犻＝ 狇１犻 狇２犻 狇３犻 狇４［ ］犻
Ｔ，则瞬时构像方程为：

狓犻＝－犳
犪１犻（犡－犡狊犻）＋犫１犻（犢－犢狊犻）＋犮１犻（犣－犣狊犻）

犪３犻（犡－犡狊犻）＋犫３犻（犢－犢狊犻）＋犮３犻（犣－犣狊犻）
＝犉狓

狔犻 ＝０＝－犳
犪２犻（犡－犡狊犻）＋犫２犻（犢－犢狊犻）＋犮２犻（犣－犣狊犻）

犪３犻（犡－犡狊犻）＋犫３犻（犢－犢狊犻）＋犮３犻（犣－犣狊犻）
＝犉

烅

烄

烆
狔

（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２月

犪１犻 犪２犻 犪３犻

犫１犻 犫２犻 犫３犻

犮１犻 犮２犻 犮３

熿

燀

燄

燅犻

＝

狇
２
１犻－狇

２
２犻－狇

２
３犻＋狇

２
４犻 ２（狇１犻狇２犻＋狇３犻狇４犻） ２（狇１犻狇３犻－狇２犻狇４犻）

２（狇１犻狇２犻－狇３犻狇４犻） －狇
２
１犻＋狇

２
２犻－狇

２
３犻＋狇

２
４犻 ２（狇２犻狇３犻＋狇１犻狇４犻）

２（狇１犻狇３犻＋狇２犻狇４犻） ２（狇２犻狇３犻－狇１犻狇４犻） －狇
２
１犻－狇

２
２犻＋狇

２
３犻＋狇

２
４

熿

燀

燄

燅犻

式中，（犡，犢，犣）为地面点的空间坐标。

假设每幅影像的像平面坐标原点在中央扫描

行的中点，设中央扫描行在狋０时刻成像，由于星载

ＣＣＤ传感器受外界阻力小，飞行轨道较平稳，故

可近似地认为外方位线元素随时间线性变化，同

时，依据卫星姿态运动学模型，可得到各扫描行所

对应的卫星姿态参数：

犡狊犻 ＝犡狊０＋犡狊·Δ狋，犢狊犻 ＝犢狊０＋犢狊·Δ狋

犣狊犻 ＝犣狊０＋犣狊·Δ狋 （２）

狇犻 ＝ ［狇１０　狇２０　狇３０　狇４０　］
Ｔ
＋

１

２

０ ω狕Δ狋 －ω狔Δ狋 ω狓Δ狋

－ω狕Δ狋 ０ ω狓Δ狋 ω狔Δ狋

ω狔Δ狋 －ω狓Δ狋 ０ ω狕Δ狋

－ω狓Δ狋 －ω狔Δ狋 －ω狕Δ狋

熿

燀

燄

燅０

狇１０

狇２０

狇３０

狇

熿

燀

燄

燅４０

　（３）

式中，犡狊０、犢狊０、犣狊０为中央扫描行的外方位线元素；

犡狊、犢狊、犣狊为外方位线元素的一阶变化率；狇０＝

狇１０ 狇２０ 狇３０ 狇［ ］４０
Ｔ对应中央扫描行的卫星姿

态参数；ω狓、ω狔、ω狕分别表示卫星相对于参考坐标

系犡 轴、犢 轴、犣轴的旋转角速度（即姿态角变化

率），由于卫星扫描一景影像所需的时间很短，因

此在扫描一景影像的时间内，姿态角变化率（ω狓，

ω狔，ω狕）可视为常数；Δ狋为第犻扫描行距中央扫描

行的成像时间间隔。

将式（２）、式（３）代入式（１），按照泰勒公式展

开至一次项，得：

犞＝犃^犡－犾 （４）

式中，

犃＝

犉狓

犡狊０

犉狓

犢狊０

犉狓

犣狊０

犉狓

犡狊

犉狓

犢狊

犉狓

犣狊

犉狓

狇１０

犉狓

狇２０

犉狓

狇３０

犉狓

狇４０

犉狓

ω狓

犉狓

ω狔

犉狓

ω狕

犉狔
犡狊０

犉狔
犢狊０

犉狔
犣狊０

犉狔
犡狊

犉狔
犢狊

犉狔
犣狊

犉狔
狇１０

犉狔
狇２０

犉狔
狇３０

犉狔
狇４０

犉狔
ω狓

犉狔
ω狔

犉狔
ω

熿

燀

燄

燅狕

犡^＝ ｄ犡狊０ ｄ犢狊０ ｄ犣狊０ ｄ犡狊 ｄ犢狊 ｄ犣狊 ｄｑ１０ ｄ狇２０ ｄ狇３０ ｄ狇４０ ｄω狓 ｄω狔 ｄω［ ］狕

犾＝ 狓犻－（犉狓）０ －（犉狔）［ ］０
Ｔ

犞＝ 狏狓 狏［ ］狔
Ｔ

　　式（４）中有１３个未知数，故要解算推扫式影

像的外方位元素及其变化率，至少得７个已知点。

１．２　谱修正迭代的定向参数去相关性解算

大量试验表明，由于星载ＣＣＤ传感器飞行高

度很高，摄影视场角很小，造成了共线方程的定向

参数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从而导致误差方程

系数矩阵的列向量之间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即

复共线性，此时法方程严重病态，甚至奇异，使得

解求精度不高，甚至无法求解［６］。在数学上，对于

病态方程，通常采用正则化方法来解求，本文采用

正则化方法中的谱修正迭代算法［７］来克服星载线

阵ＣＣＤ影像的定向参数间的相关性。

式（４）所对应的法方程可写为：

犃Ｔ犘犃^犡－犃
Ｔ犘犾＝０ （５）

将式（５）两边同时加上犡^，得：

（犃Ｔ犘犃＋犐）^犡＝犃
Ｔ犘犾＋犡^ （６）

式中，犐为单位阵。由于式（６）两边都有未知参数

犡^，故采用迭代的方法求解。其迭代公式为：

犡^
（犽）
＝ （犃

Ｔ犘犃＋犐）－
１（犃Ｔ犘犾＋犡^

（犽－１）） （７）

　　从上式推导可以看出，谱修正迭代算法既能

改善法方程的病态性，保持法方程解算过程中的

数值稳定性，又不改变方程的等量关系，从而保证

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２　试验结果

本次试验选用了北京市某地区的两幅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级ＩＫＯＮＯＳ影像，分别称为影像犃和影像犅，

面积约２０ｋｍ２，地面分辨率为１ｍ，影像像元的物

理尺寸为１２μｍ×１２μｍ，每一行的扫描时间为

０．０００１２０３５ｓ。从影像上选取了２５个控制点，其

中定向点取１０个，并且在整幅影像上分布较均匀，

检查点取１５个。试验首先将所有控制点的像方坐

标和物方坐标进行规格化，犡狊０、犢狊０取影像上四个角

上的控制点地面坐标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犣狊０取

卫星的平均高度６８１ｋｍ为初始值，线元素的一阶

变化率假定为卫星飞行速度的三个分量（卫星在地

面上空的平均飞行速度为６７９０ｋｍ），焦距设为１０

ｍ，中央扫描行姿态四元数的初始值及变化率设为

０。衡量精度的标准是采用本文的方法解出外方位

元素，一是反求像点坐标，计算像点上的拟合精度；

二是结合ＤＥＭ 数据，求出控制点的地面平面坐

标，计算地面坐标的量测值和计算值之差。

笔者利用影像犃 和影像犅 进行了大量的求

解ＩＫＯＮＯＳ卫星影像外方位元素的试验，表１是

采用本文方法分别对影像犃和影像犅 的定向结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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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２是其他常规方法（最小二乘法、岭估计、广 义岭估计）的定向结果。

表１　采用本文方法对影像犃、犅的定向精度

Ｔａｂ．１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犃ａｎｄ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迭代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影

像

犃

控

制

点

犿０／像素 １．９２９１×１０４ ４．１００２×１０３ ７．２４４８×１０２ ６６．４１９０ ５．６４７０ ０．５００４ ０．５００４

ＭＳＥ／像素 ２．０２９８×１０９ ９．１４６９×１０７ １．９７２４×１０３ ７４．９６７３ ６．０６９５ ０．８３７８ ０．８３７８

犿狓／像素 ７．０５８８×１０３ ３．９９６４×１０３ ５．２５５６×１０２ ４８．６０４８ ４．２２７９ ０．３７５４ ０．３７５４

犿狔／像素 １．７９５３×１０４ ９．２５８５×１０２ ４．９８５８×１０２ ４５．２６６５ ３．７４３５ ０．３３０８ ０．３３０８

检

查

点

犿狓／像素 ７．７６２３×１０３ ４．３１８６×１０３ ５．３６３７×１０２ ５４．３３４２ ５．０３２９ ０．７５４３ ０．７５４３

犿狔／像素 ５．３２８４×１０４ ３．９１３５×１０３ ５．０５９８×１０２ ５２．１４６７ ４．３１０８ ０．６７８８ ０．６７８８

犿犡／ｍ ７．８２４４×１０３ ５．０１７５×１０３ ５．９４２０×１０２ ７８．５４８８ ７．０９４３ １．０４８７ １．０４８７

犿犢／ｍ ６．０７２１×１０４ ４．９８９１×１０３ ５．９９２４×１０３ ６９．９７９９ ６．７９３９ ０．９２４９ ０．９２４９

影

像

犅

控

制

点

犿０／像素 ６．３７８２×１０４ １．８８２４×１０４ １．０２１０×１０３ １．８０７６×１０２ ７．６０７２ ０．９０９４ ０．９０６５

ＭＳＥ／像素 ２．２１２６×１０１０ １．９３２６×１０９ １．５９０８×１０６ １．０５９６×１０３ ８．８１６７ １．２５５０ １．２５４８

犿狓／像素 ４．０８９４×１０４ １．７４６８×１０４ ７．０９５２×１０２ １．２６２７×１０２ ５．２０１４ ０．５８７９ ０．５８８０

犿狔／像素 ４．８９４７×１０４ ７．０１５９×１０３ ７．３４１８×１０２ １．２９３５×１０２ ５．５５１１ ０．６９３８ ０．６８９９

检

查

点

犿狓 像素 ４．９９２０×１０４ １．９８２７×１０４ ３．０７６１×１０３ ２．９９６１×１０２ ５．９８５８ ０．９６７８ ０．９６７８

犿狔／像素 ５．７２２４×１０４ ２．１６５３×１０４ ３．９９３１×１０３ ３．０６３１×１０２ ６．０７７６ １．０９０７ １．０９０６

犿犡／ｍ ５．０６５０×１０４ ２．１０２５×１０４ ３．１２５８×１０３ ３．０２１５×１０２ ６．５４５７ １．１５２０ １．１５２２

犿犢／ｍ ５．９８５８×１０４ ３．０３１４×１０４ ３．９９８７×１０３ ３．１３５４×１０１ ６．４８７５ １．２８６９ １．２８６９

　　注：犿０指验后单位权中误差；ＭＳＥ指均方误差；犿狓 和犿狔 分别指像点狓坐标和狔坐标中误差；犿犡 和犿犢 分别指地面点物方

犡坐标和犢 坐标中误差。

表２　其他常规解算方法对影像犃和影像犅 的定向精度

Ｔａｂ．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犃ａｎｄＩｍａｇｅ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影像 方法
控制点 检查点

犿狓／像素 犿狔／像素 犿狓／像素 犿狔／像素 犿犡／ｍ 犿犢／ｍ

最小二乘估计 不收敛 不收敛 不收敛 不收敛 不收敛 不收敛

影像犃 岭估计 ０．５８９４ ０．４９６９ １．０３７８ ０．８１３６ １．２５４８ １．０５７６

广义岭估计 ０．３９１８ ０．４０７１ ０．７８２３ ０．７５６１ １．１０２４ ０．９４５１

最小二乘估计 不收敛 不收敛 不收敛 不收敛 不收敛 不收敛

影像犅 岭估计 ０．６７４１ ０．７６９８ １．１４４８ １．２０５６ １．３０５７ １．３８６７

广义岭估计 ０．５５７５ ０．６２７２ ０．８９７６ ０．９３０３ １．０３２２ １．０６０５

　　对比表１和表２的结果不难发现，本文提出

的方法可以达到与岭估计、广义岭估计定向精度

相当甚至更高的定向结果。采用最小二乘估计解

算定向参数不收敛，其原因在于共线方程的１２个

定向参数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从而导致法方

程系数阵病态，如影像犃的法方程系数阵特征值

中，１０－１４级的特征值有２个，１０－１２、１０－１０、１０－６级

的特征值各有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谱修正、岭估

计和广义岭估计可以有效改善法方程的病态性，

解决定向参数的相关性。从表１还可以看出，采

用四元数描述卫星的飞行姿态，虽然将求解参数

由原来的１２个定向参数（外方位线元素及其变化

率，角元素及其变化率）变为１３个，但由于四元数

法在实际计算时避免了频繁的三角函数运算，而

且对初始值的依赖性很小，因而具有很快的迭代

收敛速度和稳定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方法的正确性与可靠性，本

文模拟卫星的飞行状态，并按照不同的倾斜角分

别模拟生成了３组影像数据。这３组模拟影像的

外方位元素采用下式生成：

犡狊犻 ＝８１０＋１２．６狋＋Δ犡狊犻

犢狊犻 ＝８０１＋６７９８狋＋Δ犢狊犻

犣狊犻 ＝６８１０００＋１．２狋＋Δ犣狊犻

φ犻 ＝φ０＋０．００００１５狋＋Δφ犻

ω犻 ＝ω０＋０．００００１狋＋Δω犻

犽犻 ＝犽０＋０．０００１狋＋Δ犽犻

其中，Δ犡狊犻、Δ犢狊犻、Δ犣狊犻、Δφ犻、Δω犻、Δ犽犻分别为外方

位线元素和角元素的随机误差。通过设置不同的

φ０、ω０、犽０值，模拟生成不同倾斜角的卫星影像。

其中模拟小倾角影像、大倾角影像、特大倾角影像

采用的（φ０，ω０，犽０）分别为（０．０２９０９，０．０２０３６，

０．００５８２）ｒａｄ、（０．２５０８８，０．２５０３６，０．２１８１５）

ｒａｄ、（０．４０９８８８，０．２１０３６，０．３９８１５）ｒａｄ。

选择２５个控制点和２０个检查点，采用本文

提出的方法对这三组模拟数据进行解算。在平差

解算过程中，认为这三组模拟数据无任何先验的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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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姿态信息，因此解算时所需的姿态初值除

犣狊０＝６８００００ｍ和狇４＝１外，其他未知参数全部

设为０。利用基于四元数的线阵推扫式影像空间

后方交会求出１３个定向参数，然后将四元数表示

的中央扫描行的角元素转换为欧拉角，表３列出

了本文方法对小倾角影像和大倾角影像的定向参

数求解结果，由于篇幅有限，特大倾角的解算结果

未列出，模拟影像的定向精度如表４所示。

表３　小倾角影像和大倾角影像的定向参数解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小倾角影像 大倾角影像

线元素（犡犛０，犢犛０，犣犛０）／ｍ （８１０．０２１６，８０１．００７３，６８０９９９．６４７７） （８１０．１３６９，８００．９５３２，６８１００２．２０１９）

线元素变化率（犡狊，犢狊，犣狊）／ｍ·ｓ－１ （１２．６００４，６７９８，１．１９９９１） （１２．６１３８，６７９８．０４０５，１．２１９６）

角元素（φ０，ω０，κ０）／ｒａｄ （０．０２９０８９９８，０．０２０３６２０５，０．００５８１８５９） （０．２５０８７５６，０．２５０３５７６，０．２１８１５２５）

角元素变化率（φ，
ω，κ）／ｒａｄ·ｓ－１ （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０１４６５，０．００００１０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６６９）

表４　模拟影像的定向精度

Ｔａｂ．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模拟影像 迭代次数
控制点 检查点

犿狓／像素 犿狔／像素 犿狓／像素 犿狔／像素 犿犡／ｍ 犿犢／ｍ

小倾角影像 ４ ０．２３３９ ０．２３４６ ０．２３５４ ０．２４１６ ０．３１２５ ０．３４５６

大倾角影像 ５ ０．２５６７ ０．２４８５ ０．３６１２ ０．３５８８ ０．３７９３ ０．３７３０

特大倾角影像 ９ ０．５２８６ ０．６１４９ ０．６９７１ ０．７５５３ ０．８７５６ ０．９０６４

３　结果分析

分析表中结果可得：

１）在给定改正数收敛限差为０．００００１的情

况下，由于四元数描述卫星飞行姿态的特殊性，在

实际计算时，避免了频繁的三角函数运算，因而在

解算复杂度和计算时间方面要明显优于传统方

法。

２）本文也采用了最小二乘法进行数次迭代

试验，但是精度几乎没有提高。可见最小二乘估

计法对法方程的性质十分依赖，当法方程病态时，

即使增加最小二乘的迭代次数，其估计的均方差

仍然较大，解算精度不高。采用谱修正迭代的正

则化方法能够有效地克服定向参数之间的相关

性，解决法方程的病态问题，同时算法简单，经过

若干次迭代就可以得到精确的无偏估计值。

３）本文算法不仅适用于姿态角较小的影像，

而且对于大倾角的像片，也可以得到理想的计算

结果，具有迭代次数少、收敛速度快、解算精度高

的特点，为线阵推扫式影像的空间后方交会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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