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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区域多航带ＩｎＳＡＲ（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影像定位及拼接时缺少ＧＣＰ（地面控制点）的问题，提

出了一种多航带ＩｎＳＡＲ影像联合定位的方法。该方法借鉴摄影测量中的光束法平差思想，并利用ＩｎＳＡＲ干

涉定标后得到影像上各点高程值。通过对四川绵阳地区的多航带ＩｎＳＡＲ实际数据的实验，验证了本方法的

可行性，且精度达到了各景影像独立校正的水平。分析了控制点数量、位置、重叠区域范围、地形起伏对平差

精度的影响，并给出了控制点布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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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机载ＳＡＲ影像几何校正方法，都是

针对每一景影像独立校正的，因此，对大区域多航

带ＳＡＲ影像校正及拼接时，需要在每一景影像上

布设控制点，这对于困难测区是难以实现的。因

此，亟待解决大面积、稀少控制点条件下机载

ＳＡＲ影像高精度定位方法，以减少野外控制点测

量的工作量。

区域网平差技术可以建立影像之间的约束关

系，通过调整和精化外方位元素，实现稀少控制点

条件下的多航带ＳＡＲ影像拼接。ＳＡＲ影像应用

于摄影测量领域尚处于起步状态，Ｔｏｕｔｉｎ利用

ＥＲＳ、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Ｉｋｏｎｏｓ、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等影像进行

降低控制点需求的实验［１２］。黄国满、庞蕾等人对

机载ＳＡＲ影像区域网平差也有所研究
［３４］，但对

于机载ＩｎＳＡＲ影像区域网平差的研究目前尚处

于空白。我国ＩｎＳＡＲ起步较晚，中国科学院电子

研究所、合肥电子３８所等单位都已成功研制了机

载双天线ＩｎＳＡＲ系统。目前，ＩｎＳＡＲ影像的三

维平差是研究的热点，也是国家８６３计划“航空遥

感系统”中的重点研究内容。

本文借鉴了摄影测量中区域网联合平差的方

法，充分利用机载ＩｎＳＡＲ可以得到像点高度信息

的特点，简化了平差模型，实现了稀少控制点条件

下多航带ＩｎＳＡＲ影像联合定位。这对于实现西

部困难测区大面积ＩｎＳＡＲ影像拼接以及制作测

区内ＤＥＭ（数字高程模型）、ＤＯＭ（数字正射影像

图）数据等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平差模型及平差方法

１．１　数学模型

“距离多普勒”方程组是严密的构像模型，它

符合ＩｎＳＡＲ成像机理。因此，本文研究内容都是

基于该模型而展开的。

“距离多普勒”方程组为：

（犡犛－犡犌）
２
＋（犢犛－犢犌）

２
＋（犣犛－犣犌）

２
＝

（犇犛０＋狓犿狓）
２ （１）

犞犡（犡犛－犡犌）＋犞犢（犢犛－犢犌）＋犞犣（犣犛－犣犌）＝

－犳犱λ犚／２ （２）

式中，（犡犌，犢犌，犣犌）为像素坐标（狓，狔）所对应的地

面坐标；（犡犛，犢犛，犣犛）为飞机的位置，是时间狋的

函数，可表示为：

犡犛 ＝犡犛０＋犞犡狋＋α犡狋
２

犢犛 ＝犢犛０＋犞犢狋＋α犢狋
２

犣犛 ＝犣犛０＋犞犣狋＋α犣狋
２

狋＝狔／ｐｒ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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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犡犛０，犢犛０，犣犛０）是飞机的起始位置；（犞犡，

犞犢，犞犣）是飞机的速度；（α犡，α犢，α犣）是飞机的加速

度；犇犛０为近距点斜距；犿狓 为距离向分辨率；犳犱 为

多普勒中心频率；ｐｒｆ是脉冲重复频率。犇犛０、犿狓、

犳犱、ｐｒｆ为已知参数。经运动补偿后，飞机的航迹

是作匀速直线运动的，因此，式（３）中可以省略二

次项，则待求定位参数为犡犛０、犢犛０、犣犛０、犞犡、犞犢、

犞犣。

１．２　平差方法

光束法是精度最高的区域网平差方法。本文

借鉴光束法的思想，利用距离多普勒方程建立飞

机位置、像点坐标、地面点坐标之间的关系。使用

泰勒公式对式（１）、式（２）线性化得到误差方程：

狏１ ＝犪１１Δ犡犛０＋犪１２Δ犢犛０＋犪１３Δ犣犛０＋犪１４Δ犞犡 ＋

　犪１５Δ犞犢 ＋犪１６Δ犞犣＋犫１１Δ犡犌＋犫１２Δ犢犌＋

　犫１３Δ犣犌－犾１

（４）

狏２ ＝犪２１Δ犡犛０＋犪２２Δ犢犛０＋犪２３Δ犣犛０＋犪２４Δ犞犡 ＋

　犪２５Δ犞犢 ＋犪２６Δ犞犣＋犫２１Δ犡犌＋犫２２Δ犢犌＋

　犫２３Δ犣犌－犾２

（５）

式中，犪１犻和犪２犻分别是式（１）和式（２）对６个定位参

数求偏导；犫１犻和犫２犻分别是式（１）和式（２）对连接点

地面三维坐标求偏导；犾１ 和犾２ 是常数项。对每个

控制点和连接点列出误差方程，由此，建立了总误

差方程：

犞＝ （ ）犃 犅 （ ）犡犜 －犔＝
犃犌 ０

犃犜 犅

烄

烆

烌

烎犜
（ ）犡犜 －

犔犌

犔

烄

烆

烌

烎犜
（６）

式中，犡＝（Δ犡犛０，Δ犢犛０，Δ犣犛０，Δ犞犡，Δ犞犢，Δ犞犣）
Ｔ

是各景影像定位参数修正值；犜＝（Δ犡犌，Δ犢犌，

Δ犣犌）
Ｔ 是各连接点地面坐标修正值；犃犌 是与控制

点有关的系数矩阵；犃犜、犅犜 是与连接点有关的系

数矩阵；犔犌 是与控制点有关的常数项；犔犜 是与连

接点有关的常数项。

ＩｎＳＡＲ数据联合定标
［５］后能够得到斜距坐

标系下的ＤＥＭ 数据（未经地理编码），即每一像

素点对应的高程是已知值，因此，可令Δ犣犌＝０，则

犜简化为犜＝（Δ犡犌，Δ犢犌）
Ｔ。可以用消去一类未

知数的等效误差方程求解未知数［６］。将平差后修

正的定位参数代入式（１）及式（２），即可将斜距坐

标系下的各航带ＤＥＭ和灰度图像转换到地理坐

标系下，得到正射校正的 ＤＥＭ 拼接图及 ＤＯＭ

拼接图。

２　实验数据及结果

如图１（ａ）所示，实验采用２０１１０７四川绵阳

地区的实际飞行ＩｎＳＡＲ数据，共５条航带，斜侧

视成像，影像分辨率为０．５ｍ，区域覆盖面积５５９

ｋｍ２（１３ｋｍ×４３ｋｍ），海拔４５０～１２００ｍ。

表１比较了平差前使用ＧＰＳ直接定位
［７］、光

束法平差、各景影像独立校正的结果。直接定位

时不需要控制点，平差时各航带控制点的个数分

别为３、０、０、０、３个，独立校正时各航带控制点的

个数分别为３、３、３、３、３个。共有２１个检查点。

平差后的ＤＥＭ拼接图及ＤＯＭ拼接图如图１（ｂ）

和图１（ｃ）所示。

表１　检查点误差／ｍ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平差前直接定位 光束法平差 独立校正

航带１ ８．５５４ ０．７９５ ０．７７６

航带２ １２．２１４ １．８８３ １．４２８

航带３ １１．０４８ １．７２７ １．００８

航带４ １６．７７８ ２．４３３ ２．０６７

航带５ １０．０６１ ０．７１３ ０．７６１

控制点个数 ／ ６ １５

连接点个数 ／ ２２１ ／

图１　平差前后效果对比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Ｂｌｏｃ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从表１分析可知，光束法平差后，各航带检查

点精度明显提高，且精度接近各航带独立校正的

精度。这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是可行的。

对各航带独立校正时，每条航带需要至少３

个ＧＣＰ来求解６个定位参数，则５条航带共需要

１５个ＧＣＰ。这要求野外布设控制点的人员深入

测区内部，在测区中均匀布点，这会消耗大量人

力、物力。

使用区域网平差的方法进行联合定位时，只

需要在航带１和航带５上布设控制点，各航带间

用连接点联系。连接点不需要野外测量，使用

ＳＩＦＴ特征检测法就可以在幅度图像上匹配出大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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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名点，即连接点。因此，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

实现稀疏控制点条件下多航带ＩｎＳＡＲ影像联合

定位。从图１可以看出，联合定位后，各航带衔接

处的连续性较好，没有出现错位甚至拼接不上的

问题。

３　平差精度影响因素分析

ＧＣＰ数量、ＧＣＰ位置、航带间重叠区域范围、

地形等因素都会对平差精度有一定的影响，因此，

分析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飞机飞行轨迹设计、野

外控制点测量具有指导意义。

采用仿真数据对多种因素进行分析。实验使

用３条航带，每条航带２景影像（图２），影像分辨

率为０．２７ｍ，区域覆盖为５ｋｍ×５ｋｍ。模拟平

缓地区，高程值为１０～５０ｍ。

目前，角反射器的精度能保证在０．０５ｍ内，

连接点的精度与匹配算法及地貌有关，目前也能

够达到１个像素内，ＤＥＭ的精度能够保证１ｍ以

内。因此，仿真实验中对控制点加入均值为０、方

差为０．０５ｍ的高斯白噪声，对连接点加入均值

为０、方差为０．５像素的高斯白噪声，对高程加入

均值为０、方差为１ｍ的高斯白噪声。

３．１　犌犆犘数量的影响

在航带１和航带３上布设ＧＣＰ，ＧＣＰ总数从

６个增加到３６个，检查点２８２个。经过多次实验

统计，检查点平均误差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ＧＣＰ个数对平差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ｖ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ＧＣＰｓ

从图２分析可知，航带２的误差略大于航带

１与航带３的误差，这主要是因为航带２上没有

ＧＣＰ，因此，精度低于其他两条航带。

３条航带的误差随着ＧＣＰ的数目的增加而

减小，且ＧＣＰ增加到一定数量以后精度变化就趋

于平缓。在本实验中，当ＧＣＰ增加到１２个时，精

度基本不再变化。因此，多航带平差时，在外侧影

像上放置少量ＧＣＰ，就能达到较好的精度。但是

放置ＧＣＰ的具体数量与ＧＣＰ自身的精度、航带

数量、地形等多种因素有关。一般情况下ＧＣＰ精

度越低，航带数量越多，地形越复杂，所需布放的

ＧＣＰ越多。

３．２　犌犆犘位置的影响

采取单边、中间、两边、两边加中间布点４种

布点方式。布点方案如图３所示，统计检查点中

误差如表２所示。

图３　布点方案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ｏｆＧＣＰｓ

表２　布点方案对平差精度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ｏｆＧＣＰｓ

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布点方式
ＧＣＰ

个数

航带１

误差／ｍ

航带２

误差／ｍ

航带３

误差／ｍ

单边 １０ ０．３０４７ １．８３７１ ３．６３４３

中间 １０ ２．３５６０ １．３２２２ ０．３７８８

两边 １０ ０．８４４９ １．０９３０ １．０２０３

两边加中间 １０ ０．５９６４ ０．９０１４ １．００４２

　　单边布点和中间布点时，误差传递现象严重。

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布点方案中，ＧＣＰ只分布在

某一条航带内，在距离向上过于集中，而其他各航

带完全靠重叠区域上的连接点控制，因此，误差较

容易沿距离向传递出去；两边布点时，ＧＣＰ跨越

了整个测区的距离向和方位向，因此能较好地抑

制误差传递；两边加中间布点方案效果最好，因为

此时ＧＣＰ在整个测区内分布较为均匀，控制力最

强。尤其是多条航带时（航带数＞３），在中间航带

只需布设１～２个ＧＣＰ就能有效地控制误差。

３．３　重叠区域范围的影响

分析影像重叠度对精度的影响，对飞机飞行

轨迹设计具有指导意义。本实验采用两边布点方

案，对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实验：① 控制点、连接

点、高程无误差；② 对控制点加入方差为０．０５ｍ

的高斯白噪声；对连接点加入方差为０．５像素的

高斯白噪声；对高程加入方差为１ｍ的高斯白噪

声。统计检查点的平均中误差，如图４所示。

从图４可以看出，控制点、连接点无误差时，

增加重叠区域范围，平差精度变化平缓，都保持在

０．１ｍ左右；控制点，连接点有误差时，随着重叠

区域范围的增加，精度也逐渐提高。因此，进行飞

行航线设计时，当控制点、连接点精度较高时，不

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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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重叠度对平差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ｖｓ．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

需要设置较大的重叠度，这样可以减少飞行次数。

但是当控制点、连接点有误差时，可以通过增加重

叠区域的范围来改善精度，但这也意味着要增加

飞行次数。目前，在实际飞行时，从平差精度和人

力、物力的角度出发，重叠度设置在４０～６０％较

为理想。

３．４　地形起伏的影响

本实验数据仍然是３条航带，每条航带２景

影像。模拟起伏地区，仿真数据高程值２００～４００

ｍ，其他参数不变。如图５所示，在整个区域内设

置了４个坡度分别为３°、４°、５°、６°的“山坡”。

图５　起伏地区仿真图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

高程起伏会造成影像产生内部畸变，可以采

用高程迭代和方位空变补偿来消除大部分的内部

畸变，再进行平差。去除内部畸变前后的平差结

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起伏地区平差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ｌｏｃ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航带１ 航带２ 航带３

高程最大值／ｍ ３９８．７２ ３４９．５ ２６９．２８

高程最小值／ｍ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未去除内部畸变的

平差精度／ｍ
３．１７３８８５ ２．５４４５５６ １．２７６２１

去除内部畸变后

的平差精度／ｍ
０．３１６８２ ０．６４１２６２ ０．６７２７２６

　　从表３可知，未去除内部畸变时，平差精度较

低，位于起伏较大地区的航带１的误差最大，位于

较平缓地区的航带３的误差较小。在起伏地区有

较大误差的主要原因是：当地面高程未知时，运动

补偿是以参考平面高度进行的，在起伏较大的区域

会引起运动补偿残差Δ狔，且Δ狔＝犳（犺，Δ狓（狋）），它

与地面目标点高度犺及实际运动轨迹与补偿轨迹

之间的残差Δ狓（狋）有关，Δ狓（狋）是随机误差。该点

的高度越高，则这种随机误差就被放大得越大，最

终导致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平差精度较低。

因此，在平差前，应先采用高程迭代和方位空

变补偿来消除大部分的内部畸变，再由光束法平差

消除系统误差。从表３最后一行可以看出，去除内

部畸变后再平差的精度和平缓地区平差精度相当。

４　结　语

１）ＧＣＰ数目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平差精度

改善趋于平缓。

２）对数目较少的航带进行区域网平差，采用

两边布点方式能达到较好效果。对于多条航带，

两边加中间的布点方式为最优。

３）ＧＣＰ精度不高时，增加重叠区域范围，能

够改善平差精度。

４）区域网平差不能直接去除地形起伏造成

的内部畸变。用高程迭代和方位空变补偿法去除

内部畸变后，再进行区域网平差的精度与平缓地

区的平差精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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