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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简单高效的ＦＹ２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的几何纠正方法。该方法以ＦＹ２标称投影图像

（ＮＯＭ）经纬度对照表作为参考图像，ＦＹ２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作为输入图像，首先利用ＳＶＩＳＳＲ数据提供的

简化格网数据在两幅图像间获取同名点，然后根据同名点寻找两幅图像间的几何变换模型，最后对ＳＶＩＳＳＲ

数据进行几何纠正。实验表明，利用该方法能够快速地完成对ＦＹ２Ｅ和ＦＹ２Ｄ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的几何纠

正，其精度达到了１个像素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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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Ｙ２卫星是我国第一代地球静止轨道气象

卫星，可连续对我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天气变化进

行实时监测，对准确进行中长期天气预报及灾害

预报具有重要作用［１］。２００４１０和２００６１２我国

分别成功地发射了“风云二号”Ｃ（ＦＹ２Ｃ）和“风云

二号”Ｄ（ＦＹ２Ｄ）两颗静止气象卫星，它们都定位

于地球赤道上空约３５８００ｋｍ的地球同步轨道

上［２］。ＦＹ２Ｃ星下点中心位置为０°Ｎ，１０４．５°Ｅ，

ＦＹ２Ｄ星下点中心位置为０°Ｎ，８６．５°Ｅ，ＦＹ２Ｃ

于２００９１２被ＦＹ２Ｅ替代。ＦＹ２卫星上载有可

见光红外自旋扫描辐射仪（ＳＶＩＳＳＲ），包括４个

通道的数据：可见光通道、热红外通道、中红外通

道和水汽通道［３］。为了对ＦＹ２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

据进行时序分析和处理，需要对其数据进行几何

纠正。ＦＹ２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的系统几何纠正

使用卫星的轨道和姿态信息，以及根据严密的成

像模型实现图像坐标和地理坐标的转换，其过程

比较复杂和耗时［４］，本文提出了一种ＦＹ２卫星

ＳＶＩＳＳＲ数据的纠正方法。

１　数据介绍

１．１　犛犞犐犛犛犚数据变形特点

在理想情况下，ＦＹ２卫星的轨道应当正好位

于地球赤道平面内，地球自转轴和卫星的自转轴

应完全平行。但在实际情况中，卫星的轨道并不

正好位于地球赤道平面内，卫星轨道倾角也不可

能正好是０°，常有大约１°的倾角，使得卫星星下

点轨迹在赤道两侧呈“８”字形摆动
［５６］。还由于卫

星姿态（偏航、俯仰和滚动）的变化，导致接收的卫

星数据存在着几何畸变［７］。图１显示了ＳＶＩＳＳＲ

图像变形的特点，这些变形表现在图像垂直方向

的压缩，以及南北两极在垂直方向上没有对齐。

当把图１投影到地球平面上时，这些变形更

能清晰地表现出来。如图２所示，同样的扫描线

投影到地球平面上时并不平行。

图１　ＳＶＩＳＳＲ获

取的地球影像

Ｆｉｇ．１　ＳＶＩＳＳＲ

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ａｒｔｈ

　　　

图２　投影到地球平

面上的ＳＶＩＳＳＲ图像

Ｆｉｇ．２　ＳＶＩＳＳ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ａｒｔｈ

１．２　标称投影图像

若ＦＹ２Ｃ卫星在理想的地球同步轨道上，星

下点位置为０°Ｎ，１０４．５°Ｅ，卫星自旋轴与地球南

北极之间的连线平行，扫描辐射仪无失配，对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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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正常扫描，所得到的影像称为标称投影图像

（ＮＯＭ），在标称投影下，图像坐标与地理经纬度

是一一对应的［８］。在实际应用中，标称投影能非

常方便地转换到其他坐标系下，所以纠正后的

ＦＹ２卫星数据通常以标称投影作为参考坐标系。

在本文所提及的方法中，ＮＯＭ 经纬度对照表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数据，它的像素与 ＮＯＭ 一一对

应，并且像素值分别代表 ＮＯＭ 上每个对应像素

的经度和纬度。ＮＯＭ 经纬度对照表可从风云卫

星遥感数据服务网站下载，也可以根据文献［９］中

的方法计算得到。

１．３　简化定位格网数据

ＳＶＩＳＳＲ数据提供了简化格网块，这里面包

含的简化定位网格数据是地理坐标和图像像元坐

标之间对应关系的查找表。它提供了观测图像上

的２５×２５个经纬度格网点所对应的图像坐标行

号和列号，格网点经纬度范围为６０°Ｎ到６０°Ｓ，４５°

Ｅ到１６５°Ｗ，网格间距为５°
［１０］，简化定位格网的

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简化定位格网数据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ＧｒｉｄＤａｔａ

１．４　纠正模型

由于ＦＹ２卫星的空间分辨率比较低（５ｋｍ／

像素），本文没有考虑由地形起伏引起的投影偏

差，所以只采用了２维的纠正模型：多项式模型、

投影变换模型。

１）多项式模型。多项式纠正回避成像的空

间几何过程，直接对图像变形的本身进行数学模

拟。遥感图像的几何变形由多种因素引起，其变

化规律十分复杂。为此，把遥感图像的总体变形

看作是平移、缩放、旋转、仿射、偏扭、弯曲以及更

高次的基本变形的综合作用结果，难以用一个严

格的数学表达式来描述，而是用一个适当的多项

式来描述纠正前后图像相应点之间的坐标关

系［１０］。多项式的模型如下［１１］：

狓＝∑
狋

犻＝０
∑
犻

犼＝０

犪犽犡
犻－犼犢犼

狔＝∑
狋

犻＝０
∑
犻

犼＝０

犫犽犡
犻－犼犢犼

（１）

　　２）投影变换模型。投影变换模型表达了两

个空间之间基于透视投影概念的关系。投影变换

的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１０个参数的投影变换：

狓＝
犪０＋犪１犡＋犪２犢

１＋犪３犡＋犪４犢

狔＝
犫０＋犫１犡＋犫２犢

１＋犫３犡＋犫４犢

（２）

　　②２２个参数的投影变换：

狓＝
犪０＋犪１犡＋犪２犢＋犪３犡犢＋犪４犡

２
＋犪５犢

２

１＋犪６犡＋犪７犢＋犪８犡犢＋犪９犡
２
＋犪１０犢

２

狔＝
犫０＋犫１犡＋犫２犢＋犫３犡犢＋犫４犡

２
＋犫５犢

２

１＋犫６犡＋犫７犢＋犫８犡犢＋犫９犡
２
＋犫１０犢

２

（３）

　　③３８个参数的投影变换：

狓＝
犪０＋犪１犡＋犪２犢＋…＋犪８犡

３
＋犪９犢

３

１＋犪１０犡＋犪１１犢＋…＋犪１７犡
３
＋犪１８犢

３

狔＝
犫０＋犫１犡＋犫２犢＋…＋犫８犡

３
＋犫９犢

３

１＋犫１０犡＋犫１１犢＋…＋犫１７犡
３
＋犫１８犢

３

（４）

式中，狓、狔代表输入图像坐标；犡、犢、犣代表参考

图像坐标。

２　技术路线与方法

利用轨道姿态数据能对ＦＹ２卫星ＳＶＩＳＳＲ

数据进行系统的几何纠正，但是至今为止，其详细

的技术细节和过程从来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过，而且纠正的过程非常复杂和耗时［４］。

本文提出的ＦＹ２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的纠正

方法以ＮＯＭ经纬度对照表作为参考图像如图４

所示。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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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ＦＹ２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纠正

Ｆｉｇ．４　ＦＹ２ＳＶＩＳＳＲＤａｔａ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该方法不需知道卫星的严密成像模型和轨道

姿态数据，而是首先从ＳＶＩＳＳＲ简化定位格网数

据中读取２５×２５个格网点所对应行列号作为特

征点的坐标，再以这些点所对应的经纬度在

ＮＯＭ经纬度对照表上内插出其对应同名点的坐

标，这样就在 ＮＯＭ 经纬度对照表和ＦＹ２卫星

ＳＶＩＳＳＲ数据中找到了６２５对同名点；再根据同

名点对建立ＮＯＭ经纬度对照表和ＦＹ２卫星Ｓ

ＶＩＳＳＲ数据之间的几何变换模型；最后对ＦＹ２

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进行重采样，如图５所示。

图５　ＳＶＩＳＳＲ数据几何纠正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ＡＦｌｏｗ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ＶＩＳＳＲ

２．１　同名点获取

同名点获取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ＦＹ２卫星的ＳＶＩＳＳＲ数据里的简化定位格网数

据提供了观测图像上的２５×２５个经纬度格网点

所对应的图像坐标（行列号），以及这些格网点所

对应的经纬度。在 ＮＯＭ 经纬度对照表上，根据

其格网点的经纬度利用双线性内插得出对应的同

名点图像坐标，其过程如图６所示（图中的数据为

模拟数据，只是为了说明同名点的获取过程）。点

狆是ＳＶＩＳＳＲ数据中简化定位格网数据中的一

个格网点，其图像坐标为（５０，５０），经纬度为

（８２．５°Ｅ，４２．５°Ｎ）。ＮＯＭ 经纬度对照表提供了

ＮＯＭ每个像素的经纬度，相邻像素的经纬度是

依次渐进变化的。在图６中，点犃 为（８２°Ｅ，４３°

Ｎ），点犅为（８３°Ｅ，４３°Ｎ），点犆为（８３°Ｅ，４２°Ｎ），

点犇为（８２°Ｅ，４２°Ｎ），因为同名点的经纬度相同，

故点狆的同名点狆′落在四边形犃犅犆犇 内，再利用

双线性内插得出其图像坐标为（４５．５，４６．５）。按

照上述方法依次计算每个格网点在ＮＯＭ 经纬度

对照表上的图像坐标，就能在两幅图像间获取

６２５对同名点。

图６　同名点获取过程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ｓｓｐｏ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２．２　纠正模型解算和精度分析

分别采用多项式模型、投影变换模型对ＦＹ２

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进行几何纠正，利用最小二乘

方法求解其模型参数，再根据均方根误差（ＲＭＳ）

进行几何纠正精度的评定：

ＲＭＳ＝
∑
犖

狀＝１

（（狓狉，狀－狓犻，狀）
２
＋（狔狉，狀－狔犻，狀）

２）

槡 犖

（５）

式中，狓狉，狀、狔狉，狀为参考图像的坐标；狓犻，狀、狔犻，狀为纠正

后图像的坐标；犖 为控制点个数。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１：犉犢２犈几何纠正

为了评价其纠正精度，本文利用 ＮＯＭ 经纬

度对照表在全球１ｋｍ的ＤＥＭ 数据上采样生成

标称投影下的ＤＥＭ圆盘图（图７）。因为ＳＶＩＳ

ＳＲ数据是以ＮＯＭ 经纬度对照表作为参考图像

进行纠正的，纠正后的ＳＶＩＳＳＲ数据的海岸线与

标称投影下的ＤＥＭ 圆盘图的海岸线完全重叠，

所以本文在标称投影下的ＤＥＭ 圆盘图的海岸线

上选取检查点，如图７所示。

图７　ＦＹ２Ｅ星的检查点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ＦＹ２Ｅ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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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选择２０１０１００９Ｔ０６的ＦＹ２Ｅ卫星

ＳＶＩＳＳＲ数据进行几何纠正并分析了每一种模

型的纠正精度，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模型下犉犢２犈卫星犛犞犐犛犛犚

数据的纠正精度

Ｔａｂ．１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ＦＹ２ＥＳＶＩＳＳＲ

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纠正模型

控制点（６２５个） 检查点（２０个）

最大残差

／像素

ＲＭＳ

／像素

最大残差

／像素

ＲＭＳ

／像素

１阶多项式 １３．３８ ６．０５ １１．６８ ７．４２

２阶多项式 ４．２４ １．２４ ２．２５ １．６０

３阶多项式 ３．９３ １．１５ ２．０２ １．４０

４阶多项式 ２．１４ ０．６７ １．３１ １．０４

５阶多项式 ２．２１ ０．５９ １．２９ ０．９９

６阶多项式 １．４６ ０．５０ １．３２ ０．９６

７阶多项式 １．４８ ０．４８ １．２５ ０．９５

１０个参数投影变换 ９．１４ ４．１９ ７．３０ ４．８３

２２个参数投影变换 ９．９６ ４．１９ ６．７７ ３．４３

３８个参数投影变换 ２１．９７ ８．７６ １１．５４ ６．６８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多项式模型的纠正精度

明显高于投影变换；随着多项式阶数的增加纠正

精度有所提高，不过当多项式阶数高于４阶时，纠

正精度提高并不显著；考虑到图像的纠正速度和

纠正精度，本文推荐５阶多项式作为纠正模型。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本文从２０１０１０

０９～２０１０１０２３期间的ＦＹ２Ｅ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

据中随机选择了１３幅图像进行几何纠正实验，利

用５阶多项式作为纠正模型，检查点的数量为２０

个，精度如图８所示。

图８　ＦＹ２Ｅ序列图像的纠正精度

Ｆｉｇ．８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ＦＹ２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从图８可以看出，利用本文方法对不同时间

的ＦＹ２Ｅ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进行几何纠正，检

查点的ＲＭＳ都在１个像素左右。

在纠正效率方面，由于不同的ＳＶＩＲＲＳ数据

的简化定位格网的经纬度是不变的，那么根据其

经纬度在ＮＯＭ经纬度对照表上获取的同名点的

图像坐标也是固定的，所以只需要在 ＮＯＭ 经纬

度对照表上计算一次同名点，把这些同名点作为

其控制点库保存到文件中。在实际的纠正过程

中，直接读取简化定位格网的图像坐标和控制点

库文件就能获取到两幅影像之间的同名点对，整

个过程只在求解纠正模型参数和重采样时耗费时

间。对一景ＦＹ２Ｅ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５个波

段）进行纠正所耗费的时间为２０ｓ（电脑为 Ｄｅｌｌ

ＯＰＹＩＰＬＥＸ７５５），所以该方法能有效地对ＦＹ２Ｅ

卫星ＳＶＩＳＳＲ进行几何纠正。

３．２　实验２：犉犢２犇几何纠正

由于ＦＹ２Ｄ卫星与ＦＹ２Ｅ卫星的成像原理

和数据格式完全相同，所以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对

ＦＹ２Ｄ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进行几何纠正，在ＦＹ

２Ｄ卫星标称投影下的ＤＥＭ 圆盘图上选择２０个

检查点（图９）。为了验证其纠正精度，本实验从

２０１０１０１９～２０１０１１１３期间的 ＦＹ２Ｄ卫星Ｓ

ＶＩＳＳＲ数据中随机选了１３幅图像进行了几何纠

正，利用５次多项式作为纠正模型，其精度如

图１０所示。

图９　ＦＹ２Ｄ卫星的检查点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ＦＹ２Ｄ

图１０　ＦＹ２Ｄ序列图像的纠正精度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ＦＹ２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从图１０中可以看出，利用本文方法对不同时

间的ＦＹ２Ｄ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进行几何纠正实

验，检查点的ＲＭＳ都在１个像素左右。一景ＦＹ

２Ｄ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纠正所耗费的时间只需要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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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ｓ，所以该方法同样能有效地对ＦＹ２Ｄ卫星Ｓ

ＶＩＳＳＲ进行几何纠正。

由上述两组实验可知，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能

有效地对ＦＹ２Ｅ和ＦＹ２Ｄ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进

行几何纠正，而且纠正精度达到了１个像素左右。

１）无需知道ＦＹ２卫星的严密成像模型和轨

道姿态参数，并且不需要地面控制点（ＧＣＰｓ）就可

以对ＦＹ２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进行几何纠正。

２）在所使用的纠正模型中，考虑到纠正速度

和精度，５次多项式可作为比较理想的纠正模型。

３）利用多项式模型代替ＦＹ２卫星的严密成

像模型，类似于高分辨率卫星（如ＩＫＯＮＯＳ、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利用ＲＰＣ模型代替卫星的成像模

型。

由于该方法只使用了２维平面内的几何纠正

模型，所以下一步的研究将把高程因素加入到纠

正模型中，消除地形起伏所引起的变形。

参　考　文　献

［１］　钱云．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双星观测策略［Ｊ］．

系统工程，２００７，２５（５）：９５９９

［２］　林锦祥，邓玉娇．ＦＹ２Ｃ静止气象卫星资料处理方

法［Ｊ］．新疆气象，２００６，２９（５）：４２４３

［３］　周毓荃，陈英英，李娟，等．用ＦＹ２Ｃ／Ｄ卫星等综合

观测资料反演云物理特性产品及检验［Ｊ］．气象，

２００８，３４（１２）：２９３５

［４］　许健民．ＦＹ２气象卫星的数据处理［Ｊ］．上海航天，

２００５（增刊）：８２８６

［５］　ＸｕＪｉａｎｍｉｎ，Ｌｕ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Ｑｉｓｈｏ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Ｙ２Ｇｅｏ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ｓ［Ｃ］．Ｔｈｅ２２ｎｄ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Ｘ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１

［６］　陈渭民．卫星气象学［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　盛夏．静止气象卫星图像精确定位技术研究［Ｊ］．

遥感信息，２００３（３）：２６２７

［８］　许健民，张文建，杨军，等．风云二号卫星业务产品

与卫星数据格式实用手册［Ｍ］．北京：气象出版社

会，２００８

［９］　钱辉，师春香，施进明．静止卫星标称投影解析方法

及其在 ＦＹ２Ｃ中的应用［Ｊ］．遥感学报，２００９，１３

（２）：３００３０６

［１０］孙家!．遥感原理与应用［Ｍ］．武汉：武汉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

［１１］ＳｈａｋｅｒＡ，Ｓｈｉ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ＢａｒａｋａｔＨ．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ｒｙ ｏｆＩＫＯＮＯＳＩｍａｇｅｒｙ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６（４）：７１９７３１

第一作者简介：刘良明，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遥感数据

应用、图像处理和分析等。

Ｅｍａｉｌ：ｌｍ＿ｌｉｕ６９＠ｓｏｈｕ．ｃｏｍ

犛狋狌犱狔狅狀犌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犚犲犮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犉犢２犛犞犐犛犛犚犇犪狋犪

犔犐犝犔犻犪狀犵犿犻狀犵
１
　犢犈犢狌犪狀狓犻狀

１
　犉犃犖犇犲狀犵犽犲

１
　犡犝犙犻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ＦＹ

２ＳＶＩＳＳＲ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Ｙ２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Ｔａｂｌｅｉ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ｗｈｉｌｅＦＹ２ＳＶＩＳＳＲｄａｔａｉ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ｉｍ

ａｇｅ．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ｔｉｅｐｏｉ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ｉｍａｇｅｓａｒｅｆｏｕｎｄｂｙ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ｇｒｉｄ

ｄａｔａｏｆＳＶＩＳＳＲｄａ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ｉｍａ

ｇｅｓｉ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ｉｅｐｏｉｎｔ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ｉｍａｇｅｉｓ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ｇｅｏ

ｍｅｔｒ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ＦＹ２ＳＶＩＳＳＲｄａｔａｃ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ｃ

ｔｉｆｉ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ｏｎｅｐｉｘｅｌｏｒｓｏ．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Ｙ２；ＳＶＩＳＳＲ；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Ｕ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ｄａｔａｔｏ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ｍａｉｌ：ｌｍ＿ｌｉｕ６９＠ｓｏｈｕ．ｃｏｍ

８８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