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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ＳＡＲ数字立体测图，提出了一种ＳＡＲ理想立体模型的构建方法。利用西部横断山脉地区的机

载ＳＡＲ影像制作立体模型，进行数字测图试验。试验证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立体视觉效果，同时能够用于高精

度三维坐标的实时量测和地形图要素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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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孔径雷达（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

ＳＡＲ）作为一种主动式的微波传感器，具有全天

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ＳＡＲ测图技术已经成

为解决多云雾地区的地形图测绘的重要技术手段

之一［１］。构建ＳＡＲ数字立体观测环境进行地形、

地物要素采集制作地形图，是ＳＡＲ测图的关键技

术之一［２］。数字立体测图的基础是理想立体模

型，理想立体模型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 理

想立体像对，即消除上下视差，重建左右视差，能

够获得良好的立体视觉［３］；② 三维信息量测模

型，即能够从模型中量测获取精确的地物三维地

理信息。光学影像可以通过核线重采样消除立体

像对上下视差，制作理想立体模型。ＳＡＲ由于其

斜距投影成像方式，不存在核线而不易消除上下

视差，同时其形成的立体视觉和人眼的观测习惯

不一致，因此，利用ＳＡＲ影像构建用于数字立体

测图的理想立体模型相对比较困难。

针对ＳＡＲ数字立体测图，国内外学者提出了

多种ＳＡＲ立体模型的构建方法，但普遍存在立体

视觉效果不佳或量测模型不够严密等问题［２，４］。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影像模拟的ＳＡＲ影

像立体模型制作方法，既能够获得较好的立体视

觉效果，同时又能通过构建严密的量测模型获取

高精度三维地理信息。使用高分辨率机载ＳＡＲ

数据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

１　犛犃犚立体模型制作方法

立体模型制作首先依粗略的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进行影像模拟，

制作理想立体像对用于立体观测，其关键技术主

要是模拟影像定位和重采样；然后通过建立影像

坐标映射构建立体量测模型，影像坐标映射的建

立主要是基于模拟重采样保存的高程映射表和通

过构建影像坐标三角网生产的影像坐标查找表实

现的，最终获得能用于三维地理信息提取的理想

立体模型。

１．１　理想立体像对制作

构建立体模型，首先利用ＳＡＲ立体像对制作

用于立体观察的理想立体像对。理想立体像对的

制作采用了基于ＤＥＭ 的影像模拟方法，本文的

影像模拟是根据ＤＥＭ的地形信息将斜距的ＳＡＲ

影像模拟成中心投影的影像，是一个对像点进行

重投影的过程。理想立体像对由左右模拟影像组

成，经过模拟重采样，消除了上下视差，仅包含左

右视差，能形成自然立体视觉。本文使用基于粗

略的ＤＥＭ（可使用ＳＲＴＭ ＤＥＭ）的影像模拟方

法［５］，采用中心投影作为模拟成像模型，将ＤＥＭ

格网坐标（犡，犢，犺）用共线方程变换到模拟中心投

影影像平面上，并对斜距投影的ＳＡＲ影像重采

样，得到模拟影像的灰度，从而构建适于人眼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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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的理想立体像对，基本原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模拟成像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

影像模拟根据模拟成像轨道和参数，基于

ＤＥＭ的高程信息建立原始影像和模拟影像间的

坐标映射关系，然后进行灰度重采样，得到模拟立

体图像。模拟影像重采样沿相同方向进行，从而

影像间的上下视差将被消除，左右视差得到重建。

重采样过程需要建立由模拟影像坐标到地理

坐标的映射关系以及由地理坐标到原始影像坐标

的映射关系［６］。由地理坐标到原始影像坐标的映

射关系可以根据距离多普勒 （ＲＤ）模型实

现［７，８］。由模拟影像坐标到地理坐标的映射关系

需要根据模拟投影成像模型，本文选择中心投影

方式以适于人眼观察，故根据共线方程进行定位。

由模拟影像坐标附加ＤＥＭ解算地理坐标的原理

如图２所示。已知投影中心犛和像点犘′，由投影

中心犛发射投影光线经过犘′，与高程为犺０ 的高

程基准面相交，可以求得交点的地理坐标，根据地

理坐标从ＤＥＭ内插该点的高程，得到犺１，再由犺１

代替犺０ 重复上述过程。这样反复迭代，当两次高

程值的差值小于设置的阈值ε（１０
－３）时，迭代结

束，从而得到相应的地面点犘及其地理坐标。迭

代解算的目的是找到投影光线和地面的交点。试

验表明，在模拟航迹偏离成像区域不远的情况下，

迭代解算的收敛状况比较稳定。

图２　中心投影确定地面坐标

Ｆｉｇ．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ｂ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影像模拟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模拟平

台轨道位置、模拟航高、成像分辨率，以获取较好

的立体视觉效果，同时满足测图分辨率的要求。

另外，重采样过程中，将迭代得到的高程值保存在

与模拟影像相对应的高程查找表中，用于立体量

测模型的构建。

１．２　影像坐标映射

通过影像模拟，获得理想立体像对，能够用于

实现立体观测。对立体模型进行量测，获得地理

坐标，是数字立体测图的实现方法。如果以中心

投影模型作为理想立体像对的量测模型，则量测

的三维坐标依赖于ＤＥＭ，而ＤＥＭ 在这里的作用

只是为了实现立体观测，其包含的地形信息并不

一定准确，提取地面三维地理信息应依据原始的

ＳＡＲ立体模型
［９］。要从理想立体像对量测获取

高精度的三维信息，需要将理想立体像对的观测

视差换算为原始立体像对的视差。本文通过建立

模拟影像的图像坐标和原始影像的图像坐标之间

的映射关系，将模拟立体像对视差换算为原始影

像视差，用于构建立体量测模型。

由模拟影像坐标到原始ＳＡＲ影像坐标的映

射主要根据模拟成像模型和模拟重采样获得的高

程查找表实现。首先由模拟影像点（犻狊，犼狊）从高程

查找表中读取相应高程犺犘，根据中心投影几何模

型计算中间地理坐标（犡犘，犢犘，犺犘）；然后根据ＲＤ

模型，由（犡犘，犢犘，犺犘）计算原始ＳＡＲ影像点坐标

（犻犗，犼犗）。而由原始ＳＡＲ影像坐标到模拟影像坐

标的映射则主要通过建立影像坐标映射表实现。

生成原理如下：对应任意一个模拟影像点（犻狊，犼狊），

根据高程查找表获得高程犺狊，计算出相应的原始

影像点坐标（犻犗，犼犗），将（犻狊，犼狊）分别作为原始影像

点的两种数值属性，由模拟影像进行网格采样得

到的原始影像像点构建不规则三角网（ＴＩＮ）（如

图３所示），然后根据规则格网间隔进行插值，得

到原始影像到模拟影像在影像坐标的映射表。基

于映射表，可以由任意一个原始影像点找到对应

的模拟影像点。

对于辅助文件高程查找表和坐标映射表，可

以根据需要以一定的影像坐标网格密度进行存

储，对于地形相对平缓的区域，可以减小网格密

度，而对于地形起伏较大的区域，应选择较大的网

格密度。

１．３　立体模型量测

经过影像坐标映射的建立，理想立体模型制

作完成，在获得立体视觉的同时，能实现由模型影

像坐标到地理坐标和由地理坐标到模型影像坐标

的转换［２］。

数字立体测图的实现是在立体观测环境下，

依据量测模型采集地形、地物信息。数字立体测

６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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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影像坐标三角网内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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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物方驱动和像方驱动两种模式。像方驱动

时，是由观测的影像坐标（模拟影像坐标）计算地

理坐标，其过程是根据模拟成像模型和高程查找

表由模拟影像坐标计算原始影像坐标，再根据

ＳＡＲ立体几何模型由原始影像坐标计算地理坐

标。物方驱动时，由地理坐标根据ＳＡＲ几何构像

模型计算原始影像点的影像坐标，再根据影像坐

标映射表得到模拟影像点的影像坐标。

根据模型的制作原理不难发现，立体模型的

量测精度取决于原始ＳＡＲ立体几何模型的精度，

随着ＳＡＲ影像处理技术和惯性导航技术的发展，

目前高分辨率ＳＡＲ数据形成的立体观测数据可

以达到ｍ级的立体定位精度。模型的量测精度

对ＤＥＭ高程精度没有要求，只需要ＤＥＭ能够表

现测图区域大体的地貌状况即可，一般可使用

ＳＲＴＭＤＥＭ。

２　测图试验

本文试验选取中国西部横断山脉地区的２．５

ｍ分辨率机载ＳＡＲ立体像对数据，像对立体观

测方式为同侧立体，左右片重叠度为７０％，试验

区地形类别属于山地，高差超过４００ｍ。影像极

化方式为ＨＨ，影像大小方位向为５４６０像素，距

离向为１４３３６像素，覆盖面积大约为８０ｋｍ２。原

始影像如图４所示。

利用上述方法构建立体模型，进行影像模拟，

制作理想立体像对，如图５所示。图６为用于建

立的影像坐标映射的中间数据文件。将模型导入

ＳＡＲ测图软件中，在立体环境下进行观测，立体

效果良好，像对上下视差基本消除。

利用５个地面控制点对模型精度进行检测，

在立体模型上采集相同目标点的地理坐标，并和

外业测量坐标进行对比，精度结果如表１所示，统

计得到平面中误差为５．５ｍ，高程中误差为４．５

ｍ，满足１∶５万比例尺的测图精度要求。

图４　原始ＳＡＲ立体像对

Ｆｉｇ．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ＡＲ

ＳｔｅｒｅｏＩｍａｇｅ

　
图５　模拟的理想立体像对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ｄｅａｌ

ＳｔｅｒｅｏＩｍａｇｅＰａｉｒ

图６　影像坐标映射信息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Ｍａｐｓ

表１　立体模型精度报告／ｍ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ＳｔｅｒｅｏＭｏｄｅｌ

点号 ｄ犡 ｄ犢 ｄ犎 点号 ｄ犡 ｄ犢 ｄ犎

０１ ０．８ －８．４ ５．３ ０４ １．１ ２．７ －２．８

０２ ５．８ ４．４ －６．１ ０５ －１．６ ０．６ －２．０

０３ －３．７ －０．２ ４．８

　　在ＳＡＲ测图软件中，利用理想立体模型采集

该区域的地形要素，得到等高线（等高距２０ｍ）如

图７所示。

图７　等高线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ｓ

７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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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针对ＳＡＲ数字立体测图的实现问题，本文提

出了基于影像模拟的ＳＡＲ理想立体模型的构建

方法。该模型既能用于立体观测，同时也能用于

高精度地面三维信息的量测。模型同时适用于机

载和星载ＳＡＲ数据测图，对于不同区域、不同地

形的立体ＳＡＲ数据，可以通过调整理想立体像对

制作参数，获得较好的立体视觉效果。在地形图

测绘中，模型能够用于立体解译、地形要素采集以

及地面目标量测。利用横断山脉地区的机载

ＳＡＲ数据进行试验，制作了立体模型，获得了良

好的立体视觉效果，利用控制点对模型精度进行

检查，结果满足１∶５万测图的精度要求，同时进

行地形要素采集，证明了方法的可行性。

本文提出的模型构建方法已成功用于西部测

图工程横断山脉地区地形图的生产，在多云雾、多

冰雪覆盖区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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