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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复共线性分析的犚犘犆参数优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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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推导了求解有理多项式系数（ＲＰＣ）的严密误差方程，从分析误差方程设计矩阵列向量间的复共线性

着手，提出了一种去相关的ＲＰＣ参数优选方法。对一景ＳＰＯＴ５ＨＲＧ１Ａ级影像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当地

面控制点稀疏时，通过优选２０～３０个ＲＰＣ参数，可以很好地消除参数间的相关性，有效消除有理函数模型

（ＲＦＭ）在地形拟合中出现的振荡现象，可明显提高ＲＰＣ参数求解和ＲＦＭ 的影像几何处理精度。当地面控

制点足够多时，利用此方法优选的ＲＰＣ参数进行地形拟合的结果与用常规最小二乘法求解的７８个ＲＰＣ参

数实施地形拟合的结果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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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ＲＦＭ被广泛应用于高分辨率卫星遥感

影像的几何处理，已成为可以替代严格几何处理

模型的一种独立于传感器的广义几何处理模

型［１］。然而，为了ＲＦＭ 应用上的便利和保证遥

感影像的几何处理精度，在卫星遥感影像定向参

数未知时，常常需要采用地形相关方案求解ＲＰＣ

参数。地面控制点分布不均匀或者ＲＦＭ 过度参

数化，常导致求解ＲＰＣ参数的误差方程设计矩阵

的列向量之间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数学上称之

为复共线性），即ＲＰＣ参数之间存在相关性，导致

按照最小二乘平差原理建立的法方程严重病态，

使得解不稳定或者出现较大的偏差［２，３］。在地形

相关方案下采用的岭估计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法方程的病态，但所能达到的精度依然十分

有限［４］。

本文试图从分析求解ＲＰＣ参数的误差方程

设计矩阵列向量间的复共线性着手，提出了一种

去相关的ＲＰＣ参数优选方法。根据一定准则优

选出适量的显著性 ＲＰＣ参数，剔除部分相关的

ＲＰＣ参数，使ＲＦＭ中的参数保持相对独立，以消

除法方程病态对ＲＰＣ参数求解精度的影响，实现

在缺少地面控制点的情况下，能够采用地形相关

方案来精确求解ＲＰＣ参数，并保证基于ＲＦＭ 的

遥感影像几何处理的精度。

１　犚犘犆参数的选择原则

１．１　犚犘犆参数求解

一般地，ＲＦＭ 将像点坐标（犾，狊）表示为含地

面点坐标（犘，犔，犎）的多项式的比值
［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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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５］。

为了能根据最小二乘平差原理求解ＲＰＣ参

数，可将式（１）按照泰勒级数展开成线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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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犡＝ Δ犪１ … Δ犪２０ Δ犫２ … Δ犫［ ］２０
Ｔ 为

行ＲＰＣ参数的改正数向量；犢＝［Δ犮１　…　Δ犮２０

Δ犱２　…　Δ犱２０］
Ｔ 为列ＲＰＣ参数的改正数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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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２）可知，行、列 ＲＰＣ参数是相互独立

的，可以分开求解。以求解行ＲＰＣ参数为例，式

（２）中第一式可写为：

狏犾 ＝犅犡－犾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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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３）中共包含有３９个ＲＰＣ参数，当一幅影

像覆盖有３９个以上的地面控制点时，可以根据最

小二乘平差原理求解ＲＰＣ参数的估值：

犡
（狊）
＝犡

（狊－１）
＋（（犅

（狊－１））Ｔ犅
（狊－１））－１（犅

（狊－１））Ｔ犔
（狊－１）

（４）

式中，狊为迭代次数。

列方向ＲＰＣ参数的求解过程与此类似。

１．２　复共线性分析

设未知数狓犻和狓犼（犼≠犻）分别为未知数向量犡

中 的 第 犻 个 和 第 犼 个 元 素，向 量 犅犻 ＝

犅犻１，犅犻２，…，犅［ ］犻狀
Ｔ 和犅犼＝ 犅犼１，犅犼２，…，犅犼［ ］狀

Ｔ 分

别为设计矩阵犅中与狓犻和狓犼对应的列向量。当

未知数狓犻和狓犼相关时，犅犻与犅犼成近似线性关

系［６］。由此可以根据设计矩阵犅中列向量间的

复共线性来分析未知参数间的相关性，并剔除强

相关的参数。

列向量犅犻与犅犼间的复共线性可以用这两个

列向量在狀 维欧几里德空间中夹角的余弦来度

量，其值为：

ｃｏｓ（犅犻，犅犼）＝
犅犻·犅犼

狘犅犻狘×狘犅犼狘
（５）

式中，犅犻·犅犼＝∑
狀

犽＝１
犅犻犽犅犼犽；｜犅犻｜＝ ∑

狀

犽＝１
犅２槡 犻犽；｜犅犼｜＝

∑
狀

犽＝１
犅２犼槡 犽。该余弦值的绝对值越接近于１，表明列

向量犅犻和犅犼之间的复共线性越强，即与这两个列

向量相对应的未知数狓犻和狓犼间的相关性就越

强［６］。

１．３　犚犘犆参数选择

依据最小二乘平差原理求解ＲＰＣ参数时，地

面控制点非均匀分布或模型过度参数化会使得式

（３）中设计矩阵犅的列向量之间存在复共线性，

从而导致式（４）中的矩阵犅Ｔ犅奇异，由此求得的

ＲＰＣ参数估值不稳定或者出现较大的偏差。此

时，可根据式（５）计算设计矩阵犅的列向量两两

之间的复共线性。当ｃｏｓ（犅犻，犅犼）大于某一给定的

阈值时，保留设计矩阵犅的第犻列向量及其对应

的ＲＰＣ参数，剔除第犼列向量及其对应的ＲＰＣ

参数，以消除设计矩阵 犅 的列向量间的复共

线性。

一般说来，低次项的 ＲＰＣ参数较高阶项的

ＲＰＣ参数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当设计矩阵犅的

两个列向量出现复共线性时，需要考察两个列向

量的阶次，尽量保留低次项及其对应的 ＲＰＣ参

数，剔除高阶项及其对应的ＲＰＣ参数。

根据以上原则，经过优选ＲＰＣ参数后，由保

留下来的列向量所构成的设计矩阵设为犅′，其列

向量间应不存在复共线性，即优选的ＲＰＣ参数之

间不存在相关性。当有多个地面控制点参与平差

计算时，式（３）的矩阵形式为：

犞＝犅′犡′－犔 （６）

式中，犡′为优选的ＲＰＣ参数增量向量。

根据最小二乘平差原理，对式（６）建立法方程

便可求得优选的ＲＰＣ参数最佳估值：

犡′
（狊）
＝犡′

（狊－１）
＋（（犅′

（狊－１））Ｔ犅′
（狊－１））－１

（犅′
（狊－１））Ｔ犔

（狊－１） （７）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设计

本文选用中国迁西地区一景ＳＰＯＴ５ＨＲＧ

１Ａ级影像进行了实验。该影像获取于２００４１０

２１，侧视角为－２４．０４°，地面空间分辨率为５．５

ｍ，影像大小为１２０００像素×１２０００像素，所覆

盖地面区域为６６ｋｍ×６６ｋｍ，地面最大高差约

２０ｍ，属平坦地区。影像覆盖的地面区域分布有

７５个平高地面控制点（见图１），其三维坐标是利

用该区域的１∶６００００比例尺航空影像由 Ｗｕ

ＣＡＰＳ系统
［７］采用 ＧＰＳ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

方法加密得到的。根据３０个地面检查点评定的

加密点坐标精度：平面为±２．５ｍ，高程为±２．０

ｍ。这一加密精度优于ＳＰＯＴ５影像的０．５像

素，完全可以用作实验影像几何处理的控制点和

检查点。不过，由于控制点选取了ＳＰＯＴ５立体

图１　ＳＰＯＴ５影像中地面控制点的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ＧＣＰｓ）

ｏｎＳＰＯＴ５Ｉｍａｇｅｒｙ

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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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对中的同名像点，分布相对集中于影像内部，

影像边缘的地面控制点比较少。

２．２　地形相关方案下的犚犘犆参数优选和求解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ＲＰＣ参数选择方法的有

效性和实用性，本文进行了对比实验：① 采用普

通的最小二乘平差方法整体求解７８个 ＲＰＣ参

数［３］；② 先按照§１．３中的方法优选ＲＰＣ参数，

再根据式（７）求解保留的ＲＰＣ参数。

由于ＲＦＭ中行ＲＰＣ参数和列ＲＰＣ参数是

相互独立的，本文实验采用分开求解策略。获得

ＲＰＣ参数后，利用式（１）将７５个地面控制点的地

面坐标反投影到影像上，可求得各像点的量测坐

标与其计算值的残差。对影像上７５个像点坐标

残差统计出的中误差列于表１。

表１　犛犘犗犜５影像坐标残差中误差

Ｔａｂ．１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ｏｆＩｍａｇ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７５ＧＣＰｓｏｎＳＰＯＴ５Ｉｍａｇｅｒｙ

控制点数 检查点数 实验
ＲＰＣ

参数

法方程系数的条件数 控制点／像素 检查点／像素

犾 狊 犾 狊 平面 犾 狊 平面

１５ ６０ ② ２０ ５．２５３×１０２ ５．２５３×１０２ ０．３９ ０．４８ ０．６２ １．３８ １．１８ １．８２

２０ ５５ ② ２０ ３．９４０×１０２ ３．９４０×１０２ ０．４６ ０．５６ ０．７３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６４

３０ ４５ ② ２１ ７．２４２×１０２ ２．４６９×１０２ ０．５８ ０．６６ ０．８８ ０．７５ １．２２ １．４３

４０ ３５ ① ７８ １．６３６×１０１２ ２．３１８×１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８．３５ ６．８６ １０．８１

② ２５ ４．７９２×１０２ ３．６１８×１０２ ０．６２ ０．８３ １．０４ ０．６８ １．１０ １．２９

５０ ２５ ① ７８ ３．０７６×１０１１ ９．６０１×１０１０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３２ ４．６６ ５．２４ ７．０１

② ３３ １．９９１×１０３ １．３７９×１０３ ０．５６ ０．６９ ０．８９ ０．７０ １．０４ １．２６

６０ １５ ① ７８ １．３９１×１０１１ ７．７０３×１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３４ ０．４０ ０．９６ ２．９５ ３．１０

② ３３ ３．０６４×１０３ ８．１９５×１０２ ０．５５ ０．７５ ０．９３ ０．７０ ０．９９ １．２１

７０ ５ ① ７８ １．６６２×１０１１ ４．６０３×１０１０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５２ ０．４１ ０．５８ ０．７１

② ３９ ５．５４２×１０３ ２．２１４×１０３ ０．５８ ０．７９ ０．９８ ０．３７ ０．５９ ０．７０

　　注：平面＝ 犾２＋狊槡 ２。

　　分析表１中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１）采用地形相关方案整体求解７８个 ＲＰＣ

参数时，由于式（３）的设计矩阵列向量之间存在复

共线性，导致系数阵犅Ｔ犅的条件数高达１０１１数量

级，法方程出现严重病态，不能获得稳定的解。当

使用极限的４０个地面控制点求解ＲＰＣ参数时，

基于 ＲＦＭ 的影像几何处理的精度仅能达到±

１０．８１像素。随着地面控制点数的增加，ＲＦＭ 拟

合地形的精度有了明显提高。当地面控制点达到

７０个时，地面检查点的像点坐标残差中误差虽能

达到±０．７１像素，但设计矩阵列向量之间的复共

线性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系数矩阵犅Ｔ犅的条件

数仍为１０１１数量级，法方程依然是严重病态的。

２）利用本文方法优选ＲＰＣ参数后，式（６）的

设计矩阵列向量之间的复共线性被明显消除。同

样是在４０个地面控制点的情况下，优选出２５个

ＲＰＣ参数（见表２），参数之间不再存在相关性，系

数阵犅′Ｔ犅′的条件数降到了１０３数量级，法方程状

态明显改善，所求解的ＲＰＣ参数精度有了显著提

高，由ＲＦＭ 拟合的地形精度明显提高。图２示

意了使用４０个地面控制点求解 ＲＰＣ参数时的

７５个像点坐标残差分布图。从图２（ａ）可以看出，

受ＲＰＣ参数相关性的影响，含有７８个参数的

ＲＦＭ虽然对控制点具有很高的拟合精度，但检查

点像点坐标残差明显振荡。观察图２（ｂ）发现，由

２５个独立ＲＰＣ参数构成的ＲＦＭ拟合地形，不但

可以消除设计矩阵列向量之间的复共线性，提高

ＲＰＣ参数的求解精度和影像的几何处理精度，而

且能够保证各检查点的影像坐标残差大小基本一

致。此时，含有７８个参数的ＲＦＭ 对影像行方向

的处理精度仅为±８．３５像素，而利用本文方法优

选的２５个参数的ＲＦＭ 在影像行方向上的处理

精度提高到了±０．６８像素，由３５个检查点的像

点坐标残差统计出的影像几何处理精度提高了

８８．１％＝（１０．８１－１．２９）／１０．８１。

表２　利用本文方法优选出的犚犘犆参数

Ｔａｂ．２　ＲＰＣｓ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控制

点数

ＲＰＣ参

数个数
ＲＰＣ参数

１５ ２０ 犪１～犪８，犪１１，犪１８，犮１～犮８，犮１１，犮１８

２０ ２０ 犪１～犪８，犪１１，犪１８，犮１～犮８，犮１１，犮１８

３０ ２１ 犪１～犪８，犪１１，犪１５，犫１１，犫１５，犮１～犮８，犮１１

４０ ２５ 犪１～犪９，犪１１，犪１３，犪１５，犫１５，犮１～犮９，犮１１，犮１３，

犮１５

５０ ３３ 犪１～犪１１，犪１３～犪１５，犪１７，犫１１，犫１５，犮１～犮１１，犮１３

～犮１５，犮１７，犮１８

６０ ３３ 犪１～犪１１，犪１３～犪１５，犪１８，犫１１，犫１４，犫１５，

犮１～犮１１，犮１３～犮１５，犮１８

７０ ３９ 犪１～犪１１，犪１３～犪１５，犪１７～犪１９，犫１１，犫１４，犫１５，

犫１８，犮１～犮１１，犮１３～犮１５，犮１７～犮１９，犱１３

　　３）采用地形相关方案整体求解７８个 ＲＰＣ

参数，当地面控制点数少于３９个时，用常规最小

二乘平差方法是无法求解的。若按照本文方法，

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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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ＳＰＯＴ５影像中像点坐标残差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ｔｓｏｆ７５

ＧＣＰｓｏｎＳＰＯＴ５Ｉｍａｇｅｒｙ

可依据不同的地面控制点来优选ＲＰＣ参数（见表

２），由此建立的ＲＦＭ 模型依然可以获得较高的

影像几何处理精度。分析表２可以发现，随着控

制点数的增加，ＲＰＣ参数间的相关性逐渐减弱，

可选的ＲＰＣ参数不断增多，但基本参数是在犪１

～犪１９、犫１１～犫１８及犮１～犮１９中选择，并且各种控制点

情况下所选出的 ＲＰＣ参数主要是犪１～犪８、犪１１、

犫１１、犫１５、犮１～犮８及犮１１。图３绘制了ＳＰＯＴ５影像

几何处理精度随地面控制点变化的曲线。从图３

可以清楚地看出，随着控制点的增加，影像几何处

理精度在缓慢提升。当ＲＰＣ参数为２０个时，影

像几何处理精度可达到±１．８２像素；但当 ＲＰＣ

参数由２０个增加到３３个时，影像几何定位精度

仅提高了±０．６１像素。此时，所需的地面控制点

数已由１５个增加到了６０个，相比于增加的４５个

地面控制点而言，影像几何处理精度的提升幅度

是非常有限的。仔细分析表１和图３的实验结果

还发现，根据本文方法优选的ＲＰＣ参数所构建的

ＲＦＭ模型的几何处理精度明显好于利用全部７８

个ＲＰＣ参数形成 ＲＦＭ 的几何处理精度。即使

是利用６０个地面控制点按照最小二乘平差方法

整体解求的７８个ＲＰＣ参数实施影像几何处理的

精度也只能达到±３．１０像素，其精度还不及利用

１５个地面控制点优选出的２０个ＲＰＣ参数所构

建ＲＦＭ 的几何处理精度。这就说明，在 ＲＦＭ

中并非７８个参数都是显著和必要的。因此，采用

图３　ＳＰＯＴ５影像几何处理精度随控制点变化的趋势图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ｗｉｔｈ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ＧＣＰｓ

ＲＦＭ进行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几何处理时，应

根据地面控制点的数量及其分布，合理选择最恰

当的ＲＰＣ参数。

２．３　地形无关方案下的犚犉犕 模型几何处理精

度

为了检验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

ＲＰＣ参数对影像几何处理精度的影响，采用地形

无关方案重新解求表２所优选出的各组ＲＰＣ参

数。此时，共使用了５００（１０×１０×５）个虚拟格网

点作为物方控制点。根据表２所列的ＲＰＣ参数

构建ＲＦＭ模型，利用式（１）将７５个地面检查点

的地面坐标反投影到实验影像上，由其影像坐标

残差统计出的影像几何处理精度一并列于表３。

表３　犛犘犗犜５影像坐标残差中误差

Ｔａｂ．３　ＲＭＳＥｏｆＩｍａｇ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７５

ＧＣＰｓｏｎＳＰＯＴ５Ｉｍａｇｅｒｙ

ＲＰＣ参

数个数

控制点／像素 检查点／像素

犾 狊 平面 犾 狊 平面

２０ ０．３６ １．６７ １．７１ ３．６０ ２．０６ ４．１４

２１ ０．２４ １．６７ １．６９ ３．５４ ２．０６ ４．０９

２５ ０．００ ０．２４ ０．２４ ３．３４ １．０８ ３．５１

３３ ０．００ ０．２４ ０．２４ ３．３４ １．０８ ３．５１

３９ ０．００ ０．２４ ０．２４ ３．３４ １．０８ ３．５１

７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４ １．０７ ３．５１

　　从表３可以看出：

１）采用地形无关方案求解ＲＰＣ参数时，选

择的ＲＰＣ参数越多，ＲＦＭ 越逼近于严格几何模

型，对地形拟合的精度也越高。当ＲＰＣ参数少于

２５个时，在５００个虚拟格网点上显示的ＲＦＭ 模

型拟合严格几何模型的精度约为±１．７像素；但

当ＲＰＣ参数多于２５个时，两种模型的几何处理

精度是恒定的，其差距均小于±０．２５像素。

２）由于卫星轨道参数和影像姿态角存在系

统误差，利用严格几何模型对ＳＰＯＴ５影像进行

处理的精度并不是很高，采用ＲＦＭ 去逼近严格

几何模型时，几何处理精度自然不会很理想。在

本文实验中，当优选的ＲＰＣ参数多于２５个时，影

像几何处理精度仅为±３．５１像素，且与利用常规

ＲＰＣ参数求解方法获得的７８个参数所构建的

ＲＦＭ进行影像几何处理的精度完全一致。这就

进一步证明了本文优选的２５～３９个ＲＰＣ参数是

最显著的，通用的ＲＦＭ模型中不一定要用７８个

ＲＰＣ参数。

３　结　语

本文着眼于ＲＰＣ参数求解过程中误差方程

设计矩阵列向量之间的复共线性，提出了一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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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ＲＰＣ参数优选方法。实验发现，ＲＦＭ 中

的７８个参数并不都是显著和独立的，只有犪１～

犪１９、犫１１～犫１８及犮１～犮１９中的２０～３０个独立ＲＰＣ参

数对影像几何处理起关键作用。因此，当采用

ＲＦＭ进行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几何处理时，应

根据地面控制点的数量及其分布，合理选择最恰

当的ＲＰＣ参数。利用本文方法优选出的约３０个

ＲＰＣ参数建立ＲＦＭ 去拟合地形已足够，用于高

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的几何处理能够达到±１像

素的精度。当然，由于实验数据偏少，本文方法的

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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