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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常用于星载ＳＡＲ影像正射纠正的ＲＤ模型与共线模型的原理及各解算步骤中存在的共性与异性

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实地布设的角反射实验数据对两种模型的解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表明，两种模型建

立在不同的原理、假设基础之上，其内部相同物理参数的解算结果也有差异，但两个模型的精度输出基本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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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正射纠正是通过利用正射纠正模型、数字高程

模型（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及控制点，将

ＳＡＲ影像的初级产品按照指定采样间隔重投影到

指定坐标系的一种应用技术。ＳＡＲ影像正射纠正

技术的核心是正射模型的建立与解算。现在常用

的正射纠正模型按其原理可分为两大类［１５］：① 基

于距离多普勒模型（ｒａｎｇ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ｍｏｄｅｌ，ＲＤ）的正

射纠正；② 基于共线方程的正射纠正。

已发表的关于ＳＡＲ影像正射纠正的文献，多

集中于自身模型原理与应用方法的阐述［１８］。对

于两种不同模型的建立原理、核心解算过程及结

果精度的比较分析，鲜有文献进行论述。因此，本

文将利用同一地区获取的高精度控制点和数字高

程模型对两种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比较。

１　模型原理分析

１．１　犚犇模型

ＲＤ模型的数学表达形式为：

犚狊狆 ＝犚狊－犚狆 （１）

犳犱犮 ＝－
２

λ狘犚狊狆狘
（犞狊－犞狆）·（犚狊－犚狆）（２）

式中，犚狊狆是星地距离矢量；犚狆＝［狓犻　狔犻　狕犻］是地

面点的位置矢量；犚狊＝［狓狊　狔狊　狕狊］是卫星的位置

矢量。在某一成像时刻狋，若卫星位置矢量已知，

ＳＡＲ接收到延时τ的脉冲，表示此时ＳＡＲ卫星

距离地面点的距离为一定值 犚狊狆 ＝
犮τ
２
，犮为ＳＡＲ

波束的传播速度。因此，式（１）的几何意义为地面

点犚狆的坐标位置必定分布在距离卫星 犚狊狆 ＝
犮τ
２

的圆上。

式（２）为多普勒频移表达式。其中，犳犱犮为多

普勒频移；犚狊狆 ＝ 犚狊－犚狆 为卫星到地面的距

离；犞狊为卫星的速度矢量；犞狆是地面目标的速度矢

量；λ是雷达波束的波长。如果犳犱犮已知，则式（２）

的几何意义表示为一簇双曲线（等多普勒线）。由

于地球自转的原因，这些曲线相对星下点呈不对

称分布［７］。

由模型成像几何原理分析可知：

１）ＲＤ模型描述了某一时刻卫星位置与地

面点位置之间的几何关系。若卫星位置已知、Ｒ

Ｄ模型参数已知，则犹如常规地面测量的后方交

会原理一样，可较为容易地获知地面点坐标。

２）同理，若有若干地面点坐标已知，则可以

通过ＳＡＲ卫星左右侧视方向的判断和ＲＤ模型

的解算，获知ＳＡＲ卫星在整个成像时间段上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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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轨迹。

１．２　共线模型

传感器的构像也可采用３点共线的方式进行

描述。Ｇ．Ｋｏｎｅｎｃｙ在几何意义上利用类似的共

线方程式构造ＳＡＲ图像点与地面点之间的关系。

将ＳＡＲ影像覆盖区域内的地物点投影到一个具

有固定高程的数据归化面犖０犡０犢０犣０上，假设

当ＳＡＲ传感器外方位角元素不为零时，地物点

狆犻（犡犻，犢犻，犣犻）处于侧视成像扫描面犛犖′犖″中，扫

描面将与数据规划面相交于犖′犖″。由于地势的

起伏，狆犻到数据规划面的理论投影点狆犻０与实际的

成像点狆犻狉存在着偏移（Δ犡，Δ犢），其中，Δ犡＝

狆′犻０狆犻狉，Δ犢＝狆犻０狆犻０。则Ｇ．Ｋｏｎｅｃｎｙ公式展开成方

程式可表示为［８］：

狓＝－犳狓
犪１犼 犡犻－Δ犡－犡狊（ ）犼 ＋犫１犼 犢犻－Δ犢－犢狊（ ）犼 ＋犮１犼 犣０－犣狊（ ）犼
犪３犼 犡犻－Δ犡－犡狊（ ）犼 ＋犫３犼 犢犻－Δ犢－犢狊（ ）犼 ＋犮３犼 犣０－犣狊（ ）犼

狔＝０＝－犳狔
犪２犼 犡犻－Δ犡－犡狊（ ）犼 ＋犫２犼 犢犻－Δ犢－犢狊（ ）犼 ＋犮２犼 犣０－犣狊（ ）犼
犪３犼 犡犻－Δ犡－犡狊（ ）犼 ＋犫３犼 犢犻－Δ犢－犢狊（ ）犼 ＋犮３犼 犣０－犣狊（ ）

烅

烄

烆 犼

（３）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７］。

由共线模型成像的几何原理分析可知：① 共

线方程建立在数据规划面（椭球割平面）坐标系

上，且设定成像时间段内其外方位角元素不为零，

从而导出影像纠正改正值（Δ犡，Δ犢）。这与ＲＤ

方程的构建基础有着根本的不同。② 共线方程

中，ＳＡＲ卫星状态表现为位置与姿态在时间上的

函数。ＲＤ方程中仅考虑ＳＡＲ卫星的位置、速度

参数，而其姿态参数由于利用多普勒参数而不用

考虑。③ＳＡＲ共线方程是借鉴光学共线方程的

建立过程而来，犳狓、犳狔参数在模型的建立中是出

于整个模型理论完备的需要，而真实的ＳＡＲ成像

中并没有此物理参数。

２　模型解算过程的对比分析

２．１　卫星轨道拟合

在两种模型中，地面点位置的解算都依赖于

卫星状态的确立。对于现在已发射运行的ＳＡＲ

遥感卫星，其轨道高度大都分布在５００～１０００

ｋｍ范围内，且为近圆轨道。卫星运行一周的时

间为１００ｍｉｎ，而一景影像的成像时间约１０ｓ。因

此，对于短弧段的卫星轨道拟合常采用的方式为：

① 建立在随地球同步旋转的地心固定坐标系下，

基于多项式方法的卫星轨道拟合［２，５］；② 建立在

指向春分点的惯性坐标系下，基于简化轨道模型

的卫星轨道拟合［１］；③ 建立在椭球割平面坐标系

下，基于多项式方法的卫星轨道拟合［８］。

多项式拟合方法的关键是多项式次数的选

择。由于ＳＡＲ卫星以近圆轨道运行，在３维直角

坐标系下的椭圆标准形式方程中，各参数的最高

阶次为２次，所以对于在１０ｓ成像时间内的局部

卫星轨道多项式表示为２次即可。对于第３种情

况，即建立在椭球割平面坐标系下的卫星轨道，卫

星的姿态被分解成位置与姿态的组合，空间直角

坐标系也被转换为两维割平面（犡，犢）与卫星轨道

高度犎 的组合形式，因此，在椭球割平面坐标系

下卫星的状态各用１阶多项式表示即可（其姿态

角余弦与位置的乘积结果最高阶次也为２次）。

由以上分析可知，建立基于ＲＤ模型的卫星

轨道多项式函数，其形式可表示为式（４），其中，狏、

犪分别表示速度和加速度（下标为其坐标方向）。

对于共线模型的卫星状态，可采用式（５）的形式表

示卫星位置（狏为速度，下标为其坐标方向），采用

式（６）的形式表示卫星姿态（狏为角速度，下标为

其坐标方向）。

犡狊狋（狋）＝犡０＋狏狓狋＋犪狓狋
２／２

犢狊犼（狋）＝犢０＋狏狔狋＋犪狔狋
２／２

犣狊犼（狋）＝犣０＋狏狕狋＋犪狕狋
２／

烅

烄

烆 ２

（４）

犡狊狋（狋）＝犡０＋狏狓狋

犢狊犼（狋）＝犢０＋狏狔狋

犎狊犼（狋）＝犎０＋狏犎

烅

烄

烆 狋

（５）

ω狊狋（狋）＝ω０＋狏ω狋

φ狊狋（狋）＝φ０＋狏φ狋

κ狊狋（狋）＝κ０＋狏κ

烅

烄

烆 狋

（６）

２．２　待定参数选取

代入ＲＤ模型进行计算的参数初值来自其

产品附属的元文件。除包括卫星位置、成像时间、

波长等参数外，针对不同级别的图像产品，还需包

括的主要参数为：① 地距图像到斜距图像的转换

系数狉犻；地距图像可利用公式 犚狊狆 ＝∑
５

犻＝０

狉犻（狉犵）
犻

求得各地面点的斜距 犚狊狆 。式中，狉犵为地距图像

中各像素点至本行第一像素点的地距。若待纠正

影像为原始斜距图像，则 犚狊狆 可直接采用第一斜

距加上像素列号乘以像素分辨率获得。② 多普

勒频移系数犳犻。犳犻用于计算各像素点位置处的多

普勒频移。多普勒频移可表示为犳犱犮＝∑
３

犻＝０

犳犻·

（狋ｆａｓｔ－狋０）
犻。式中，狋０为多普勒频率中心参考时

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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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狋犳犪狊狋称为快时间，即狋ｆａｓｔ＝２犚狊狆 ／犮，犮为光速。

在ＲＤ模型中，这两组参数均来自ＳＡＲ成

像处理参数，因此，可将其作为式（１）等号左边的

计算真值，而将式（４）中的各卫星状态参数（犡０，

犢０，犣０，狏狓，狏狔，狏狕，犪狓，犪狔，犪狕）作为待定参数，利用

地面控制点坐标作为观测值，即可使用最小二乘

方法进行ＲＤ模型的求解。

对于共线模型，在式（３）中，待定参数为初始

时刻卫星位置犡０、犢０、犎０和角元素ω０、φ０、κ０及它

们的一阶变率狏狓、狏狔、狏犎、狏ω、狏φ、狏κ，此１２个元素

为ＳＡＲ传感器的外方位元素，犳狓、犳狔、狉０、犎 分别

为ＳＡＲ传感器在狓、狔方向的等效焦距、第一地

距、卫星航高，此１６个参数统称为Ｇ．Ｋｏｎｅｃｎｙ公

式的定向参数，即为待定参数。若有地面控制点

坐标作为观测值，即可使用最小二乘方法进行共

线模型的求解。

通过两个模型待定参数的分析可知：① 两个

模型在待定参数的选取数量上虽然不同，但其本

质都是为精确确定卫星在成像时间段内的运行状

态，只是两个模型刻画卫星运行状态的描述方式

不同。② 对于共线模型，由于同时引入线、角两

类待定参数，使其参数间的相关性增大，这为后续

法方程求解带来一定的不便。

２．３　模型线性化

在选定待定参数后，将模型中两个等式右边

的表达式设为（犉１，犉２）。以待定参数为变元使用

泰勒级数对犉犻（犻＝１，２）展开至一阶项，即完成模

型的线性化表示。得到的线性化模型用矩阵的形

式表示为：

狏＝犅狓－犾 （７）

式中，矩阵犅中的每一个元素犫犻犼＝犉犻／狓犼；矩阵

犾中的犾犻１＝犔
０
犻１－犔犻１，犔

０
犻１为模型中等式左边的真

值，犔犻１为与其相对应的计算值。若用于解算模型

的控制点个数为狀，则法方程的系数矩阵犅的维

数为（狉，犮），其中，狉＝２狀，犮为待定参数的个数。

对于ＲＤ模型，常将模型放于地心固定坐标

系下进行级数展开，这时，式（２）中的地面点速度

犞狆＝０，可以大大简化其线性化表达形式。

对于共线方程，模型的线性化是在椭球割平

面坐标系中进行。从理论上讲，利用１６个定向参

数可以精确地描述模型在整个成像时间段内的表

述。由于１６个参数的自身相关性，导致过多的参

数化，使得模型在解算过程中不容易收敛。因此，

出于ＳＡＲ成像的实际过程和计算的方便，常将第

一斜距和航高作为微小变量，当作定值不代入模

型进行求解，可以简化后续的模型解算过程。

２．４　法方程解算

在求解法方程式（６）时，常用的经典方法为最

小二乘估计。法方程的解狓为对待定参数初始

值狓０的改正值，其形式为狓＝ 犅
Ｔ（ ）犘犅 －１犅Ｔ犘犔，权

矩阵犘常取为单位权阵犐。由于代入法方程的初

始值一般并不精确，所以常使用迭代的方法使得

前后两次解算结果的差小于一个设定的阈值ε狓

后，方终止法方程的迭代计算。得到的最终结果

表示为狓′＝狓０＋∑
犿

犻＝１

狓犻，犿 为迭代次数，狓犻为各

迭代过程中法方程的解。

３　实验比较

为比较两种模型的实际解算精度，订购了一

景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１Ｆｉｎｅ模式、像素采样间隔为６．２５ｍ

×６．２５ｍ的地距ＳＡＲ影像。通过同步布设角反

射器和ＧＰＳ测量的方法，在ＳＡＲ影像上获取了

１７个均匀分布的高精度地面控制点，控制范围约

４６０ｋｍ２，控制区域内最大高差为４２０ｍ。ＤＥＭ

数据由航拍立体像对获得。各点位在ＳＡＲ影像

上的分布如图１所示，角反射器与实验场地概貌

如图２所示。将测量的角反射器点分为两组：一

组作为控制点（８个）参与模型的解算，得到各模

型中的待定参数，并评价模型的内部符合精度；另

一组（９个）作为检查点，评价模型的外部符合精

度。

图１　１７个角反射器在（犡，犢，犎）方向的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７Ｃｏｒｎ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ｉｎ

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犡，犢，犎）

３．１　卫星轨道拟合结果比较

利用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１影像元数据提供的离成像

初始时刻最近的３个时刻的卫星状态作为已知

值，进行最小二乘拟合，求得成像初始时刻的卫星

状态作为初值。其他各待定参数的初值均采用

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１影像中提供的元数据。

由于两种模型的解算在不同的坐标系中进

行，为方便比较，特利用坐标系旋转和高斯投影方

法将其分别转换到高斯平面坐标系和三维直角坐

１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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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角反射器与实验场地概貌

Ｆｉｇ．２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Ｃｏｒｎ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ｔｅ

标系中，并使成像起始时刻重合。在高斯平面坐

标系中卫星轨道的拟合结果见图３，由于共线模

型的卫星轨道采用式（５）所示的直线方程，因此，

在图３中其采样点的连线也呈直线分布。ＲＤ模

型采用曲线方程式（４）进行卫星轨道模型的表

示，因此，其采样点的连线较共线模型在距离向上

有一定弯曲。从图３中可以看出，两种模型拟合

得到的卫星轨道在椭球体上的投影坐标差异不

大，成像结束时刻的最大距离为２０３．７２ｍ。在三

维坐标系中查看轨道在成像时间段内高程的变化

（见图４），可见两者差异较大。采样点的具体数

值见表１，卫星间的最大高程差为７．０８５ｋｍ。就

模型 内 部 卫 星 高 度 的 变 化 而 言，ＲＤ 模 型

（－２．６２２ｋｍ）较共线模型（４．４６３ｋｍ）在高程方向

的变化较为平缓。由此可以看出：① 共线模型由

于有卫星姿态参数的参与，在卫星高度上的变化要

相对ＲＤ模型大些。② 两种模型所得的卫星轨道

在平面上的投影坐标差异相对较小，表现出在平面

位置上有较好的控制精度。这和控制点在平面上

的均匀分布、高程方面上的稀疏分布有关。

表１　两种模型轨道拟合后９个采样点卫星高度的比较／ｍ

Ｔａｂ．１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９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ｗｏＭｏｄｅｌｓ／ｍ

共线模型 ７９２１１７．３４ ７９１５５９．３８ ７９１００１．４２ ７９０４４３．４７ ７８９８８５．５２ ７８９３２７．５６ ７８８７６９．６０ ７８８２１１．６５ ７８７６５３．６９

ＲＤ模型 ７９２１１７．３４ ７９２４２０．３０ ７９２７３０．３４ ７９３０４７．４６ ７９３３７１．６７ ７９３７０２．９７ ７９４０４１．３７ ７９４３８６．８９ ７９４７３９．５２

３．２　正射结果精度比较

在求出卫星运行的状态参数后，可用后向微

分方式将ＤＥＭ中的各地面坐标值代入线性化的

成像模型，利用迭代的方式求出相应的影像坐

标［４，５，８］。两种模型中控制点和检查点的精度结

果如图５、６所示。

图３　高斯平面坐标系

中两种模型的多项式

卫星轨道拟合结果

Ｆ ｉｇ．３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 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ｂｉｔ

ｆ ｏｒＴｗｏ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Ｇａｕｓｓ

Ｐｌａｎ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图４　三维直角坐标系中

两种模型的多项式卫

星轨道拟合结果

Ｆｉｇ．４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ｒｂｉｔ

ｆｏｒＴｗｏＭｏｄｅｌｓｉｎ

３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图５　共线模型解算

结果精度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ＧＣＰｓａｎｄ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图６　ＲＤ模型解算

结果精度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ＧＣＰｓａｎｄＣｈ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ＲＤＭｏｄｅｌ

　　对比图５、６可以看出，基于共线模型的正射

纠正解算精度整体要较好于基于ＲＤ模型的解

算精度。其中，共线模型检查点的中误差为０．６５

像素，方差为０．４３像素。ＲＤ模型检查点的中误

差为０．９１像素，方差为０．６３像素。从图５、６得

出：① 两种模型均可满足常规ＳＡＲ影像正射纠

正的需求。正射精度对于丘陵区域（高差在４００

ｍ内）可保持１～２个像素的绝对定位精度
［９］。②

在实验中，虽然共线模型取得比ＲＤ模型较优的

结果，但两者精度相差不大。③ 共线模型相对

ＲＤ模型的解算要求更多的控制点。控制点数量

不少于选取待定参数量的一半。

４　结　语

１）两种模型建立在不同的物理几何基础上，

ＲＤ模型相对于共线模型有更直观的解释，方便

理解；共线模型为简化描述，将卫星状态的描述建

立在局部坐标中，这样可以与ＤＥＭ 数据有更好

的吻合，而其引入的卫星姿态变化是建立整个模

２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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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核心。

２）当模型建立后，两者在模型求解过程中的

解算步骤基本相同。在解算中，共线模型所需的

控制点数要大于ＲＤ模型所需的控制点数，这是

因为共线模型引入的待定参数较多。

３）为提高模型的解算精度，控制点的质量

（分布与精度）至关重要。高质量的控制点有利于

提高模型求解的稳定性，降低待定参数之间的相

关性［９］。

４）通过使用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１影像同步实验数据

和高精度的角反射器控制点，对两种模型解算精

度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两种模型在部

分参数（如轨道高度）上可能并不一致，但就模型

整体考虑，其模型内部符合和外部符合精度相当。

若控制点分布均匀，且精度较高，则均可在丘陵区

取得１个像素以内的相对纠正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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