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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斜距多普勒定位模型和高精度ＧＰＳ轨道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稀疏控制点（只需要３个控制

点）的修轨算法，从而实现高精度星载ＳＡＲ图像几何校正。该方法通过简化轨道参数模型，减少控制点数量，

在保证校正精度的基础上，提高了算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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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孔径雷达（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

ＳＡＲ）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的成像特点，在制图、

灾害监测、地质、农业、水文等众多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而ＳＡＲ图像的几何校正问题正是ＳＡＲ

图像得以广泛应用的基础。利用控制点进行

ＳＡＲ 图像几何校正的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

① 由光学影像数字摄影测量的共线方程转化而

来；② 根据ＳＡＲ本身的成像几何特点推演而来。

第一类采用Ｋｏｎｅｃｎｙ
［１］提出的共线方程模型校正

方法，共线方程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２５］。另

一类由Ｌｅｂｅｒａｌ
［６］最早针对机载ＳＡＲ提出了距离

方程和零多普勒方程，并建立了ＳＡＲ图像和地面

之间的成像模型。Ｔａｎｎｏｕｓ＆Ｐｉｋｅｒｏｅｎ
［７］提出了

包括轨道参数、传感器参数及成像处理参数的构

像参数模型，用以描述像点和物点之间的对应关

系，但对轨道参数的处理过于复杂，引入了不必要

的变量。国内的张永红［８］简化了 Ｔａｎｎｏｕｓ的轨

道参数处理过程，推导了只含９个变量的成像几

何参数模型。Ｓｍｉｔｈ
［９］通过去除轨道误差的方法

对星载ＳＡＲ图像实现近实时的几何校正。李立

钢［１０］利用相邻景信息预测轨道参数，从而实现星

载ＳＡＲ图像的几何校正。文献［７１０］中的方法

都是从重新确定轨道出发，通过一定数量的控制

点来获取高精度轨道数据，一般都需要５～６个以

上的控制点才能实现星载ＳＡＲ图像几何校正。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ＳＡＲ图像距离投影的特点，

造成控制点选取困难，因此，控制点选取成为制约

ＳＡＲ几何校正效率的重要原因。本文在严格成

像几何方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通过对轨道参

数进行修正的思路来实现星载ＳＡＲ几何校正的

方法。

１　严格成像几何方程方法

１．１　距离多普勒方程

根据ＳＡＲ精确测距的特点，建立ＳＡＲ斜距

图像的距离方程为：

犚＝ 犚
→
狊－犚
→
狋 （１）

　　根据ＳＡＲ 多普勒频移成像的原理，建立

ＳＡＲ斜距图像的多普勒方程为：

犳犱 ＝
－２

λ犚
（犚→ 狊－犚

→
狋）（犞

→
狊－犞
→
狋） （２）

　　像点对应的物点位于地球表面，满足如下椭

球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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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２狋 ＋狔
２
狋

（犚犲＋犺）
２＋

狕２狋
（犚狆＋犺）

２ ＝１ （３）

式（１）～式（３）中，犚表示卫星平台和物点之间的

斜距，可以根据回波数据得到；犳犱 表示多普勒中

心频率；犚→ 狊＝（狓狊，狔狊，狕狊）
Ｔ 表示卫星平台位置矢

量；犚→ 狋＝（狓狋，狔狋，狕狋）
Ｔ 表示物点位置矢量；犞→ 狊＝

（狏狓狊，狏狔狊，狏狕狊）
Ｔ 表示卫星平台速度矢量；犞→ 狋表示物

点速度矢量，在地固坐标系统下，物点速度为零；

犚犲、犚狆 表示理想地球椭球模型的长半轴和短半

轴。

方程（１）～方程（３）组成了一个完备系统，在

已知斜距图像（犻，犼）和高程犺的情况下，可以解算

像点对应的物点坐标犚狋（狓狋，狔狋，狕狋）。

１．２　卫星轨道描述

根据距离多普勒方程可以看出，ＳＡＲ的定位

精度主要取决于斜距测量精度、平台星历误差以

及地形起伏的影响［１１］。其中，平台星历误差（即

卫星轨道误差）是ＳＡＲ图像几何校正的重要误差

源。通常用开普勒轨道根数描述卫星运动的基本

规律，这里用４个参数（ρ、Ω、犐、犠）来准确描述轨

道的状态向量［８］：

狓狊 ＝ρ·（ｃｏｓ犠ｃｏｓΩ－ｓｉｎ犠ｓｉｎΩｃｏｓ犐）

狔狊 ＝ρ·（ｃｏｓ犠ｓｉｎΩ＋ｓｉｎ犠ｃｏｓΩｃｏｓ犐）

犞狊狓 ＝ｄ狓狊／ｄ狋，犞狊狔 ＝ｄ狔狊／ｄ狋

狕狊 ＝ρ·ｓｉｎ犠ｓｉｎ犐，犞狊狕 ＝ｄ狕狊／ｄ狋

其中，ρ为卫星到地心之间的距离；Ω为升交点赤

经；犐为轨道倾角；犠 为卫星纬度角，为近地点幅

角和真近心角之和。

１．３　成像几何方程

在二体问题中，卫星轨道是固定的椭圆。实

际上，除质心引力外，卫星还受摄动力（主要包

括地球非质点引力、大气阻力、月亮与太阳的引力

等）的作用，其轨道不是一个固定的椭圆，而是

时间的函数。Ｔａｎｎｏｕｓ
［７］将轨道参数展开为：

ρ（狋）＝ρ０＋ρ１·狋＋ρ２·狋
２
＋ρ３·狋

３

犠（狋）＝犠０＋犠１·狋＋犠２·狋
２
＋犠３·狋

３

Ω（狋）＝Ω０＋Ω１·狋，犐（狋）＝犐０＋犐１·

烅

烄

烆 狋

（４）

同时，像点的多普勒频率可以表示为：

犳犱＝犳犱０＋犳犱１·狋＋犳犱２·狋
２ （５）

像点的斜距犚表示为：

犚犼 ＝犚０＋
犮
２·犳狊

·犼 （６）

其中，犼代表斜距图像的距离像素；犚０ 是斜距图像

的近距；犮表示光速；犳狊表示采样频率。

这样，轨道模型参数、多普勒参数和斜距参数

就组成了一个１６维的参数向量：

Σ＝ （犚０，犳犱０，犳犱１，犳犱２，ρ０，ρ１，ρ２，ρ３，犐０，犐１，犠０，

犠１，犠２，犠３，Ω０，Ω１）

　　方程（３）的地球模型方程可以通过物点经纬

度和物点状态向量的转换关系进行描述，即

犚狋＝

狓狋

狔狋

狕

熿

燀

燄

燅狋

＝

（犖＋犺）ｃｏｓφｃｏｓλ

（犖＋犺）ｃｏｓφｓｉｎλ

犖（１－犲
２）ｓｉｎ

熿

燀

燄

燅φ

（７）

式中，φ为地理纬度；λ为地理经度；犲为地球偏心

率；犖＝犚犲／ １－（犲ｓｉｎφ）槡
２；犺为物点高程。

将式（４）～式（７）代入方程（１）和方程（２），组

成ＳＡＲ成像几何方程，并写成隐函数形式为：

犉１（犻，犼，φ，λ，犺，Σ）＝０，犉２（犻，犼，φ，λ，犺，Σ）＝０

（８）

　　根据隐函数定理，上式能唯一确定如下解：

犻＝犌１（φ，λ，犺，Σ），犼＝犌２（φ，λ，犺，Σ） （９）

　　对于已经准确聚焦的ＳＡＲ斜距图像而言，斜

距、多普勒参数都是已知的，因此，只需要求解１２

维轨道模型参数，即可对ＳＡＲ斜距图像进行几何

校正，即至少需要６个控制点来求解ＳＡＲ成像几

何方程。

２　稀疏控制点修轨方法

从成像几何方程可以看出，参数向量主要由

轨道模型参数组成。ＳＡＲ几何校正的关键在于

利用地面控制点获取高精度的轨道位置。但是，

上述成像几何方程存在两个问题：① 轨道根数是

建立在地球惯性坐标系统下的，与物点的大地坐

标系不同，不能简单在同一方程中使用，而地球惯

性坐标系和大地坐标系存在复杂的转换关系，需

要考虑章动、岁差以及极移等的影响，否则会带来

ｋｍ级的误差；② 只运用成像结果参数（斜距和多

普勒），忽略了已知的卫星轨道参数。而随着

ＧＰＳ等高精度定轨技术的应用，测量的轨道参数

精度一般可以达到十几米。基于上述情况，本文

对成像几何方程中的轨道模型参数进行了简化，

从对已知轨道参数进行修正的思路出发，建立了

用于几何校正的卫星轨道修正模型，从而在稀疏

控制点情况下实现ＳＡＲ星载图像几何精校正。

２．１　卫星轨道模型

严格成像几何方程中采用的卫星轨道利用开

普勒根数来描述卫星轨道状态，但开普勒根数是

在惯性坐标系下，还需要根据格林威治时角进行

转换后，才能与斜距多普勒模型中的卫星轨道状

态矢量相符。因此，稀疏控制点修轨方法直接利

用地固坐标系下的状态向量犚狊＝［狓狊，狔狓，狕狊］
Ｔ 来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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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卫星轨道。该格式与ＧＰＳ数据格式相符，可

以直接从卫星辅助数据中提取出对应时刻的

ＧＰＳ数据。并且地固坐标系下的卫星状态矢量

与大地坐标系符合式（７）的转换关系，不需要地球

惯性坐标系和大地坐标系之间复杂的转换。

２．２　修轨模型

严格成像几何方程需要对卫星轨道模型参数

进行全部求解，鉴于参数的复杂性，无法减少控制

点数量。稀疏控制点修轨方法在已有的ＧＰＳ卫

星轨道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对轨道修正的概念，从

而实现减少卫星轨道模型的参数数量。

在地固坐标系下，轨道状态向量表示为：

犚狊 ＝ 狓′狊＋Δ狓 狔′狊＋Δ狔 狕′狊＋Δ［ ］狕
Ｔ （１０）

其中，狓′狊、狔′狊、狕′狊表示已知轨道状态向量（由ＧＰＳ等

数据构成）；Δ狓、Δ狔、Δ狕 表示对轨道的修正量。

２．３　稀疏控制点的成像几何方程

由于一景影像只关系到轨道上的一小弧段，

可以将轨道修正量表示为时间的一阶函数：

Δ＝ Δ狓 Δ狔 Δ［ ］狕
Ｔ
＝

犪０＋犪１狋 犫０＋犫１狋 犮０＋犮１［ ］狋 Ｔ （１１）

　　根据式（１０）和式（１１），ＳＡＲ成像几何方程应

为：

犉１（犻，犼，φ，λ，犺，Σ′）＝０，犉２（犻，犼，φ，λ，犺，Σ′）＝０

（１２）

其中，Σ′＝（犚０，犳犱０，犳犱１，犳犱２，犪０，犪１，犫０，犫１，犮０，

犮１），即将１６维参数向量Σ简化为１０维参数向量

Σ′。因此，通过求解ＳＡＲ成像几何方程（１２）对

ＳＡＲ斜距图像进行几何校正时，只需要３个控制

点来求解６个轨道修正量（犪０，犪１，犫０，犫１，犮０，犮１）。

但为了避免偶然误差，实际应用中应该多于３个。

利用本文提出的稀疏控制点修轨法实现星载

ＳＡＲ图像几何处理的流程如图１所示。

３　实　验

３．１　犚犪犱犪狉犛犪狋星载犛犃犚图像几何校正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稀疏控制点修轨方法的

可行性，对一景北京地区的 ＲａｄａｒＳａｔ星载ＳＡＲ

图像采用前面描述的方法进行几何校正。该图像

为精模式获取的斜距图像，图像的斜距分辨率为

４．６４ｍ，所对应的地距分辨率大约为９ｍ，图像大

小为７５５６×１１３７８。图像的中心区域为北京城

区，但在左上和右下方有部分山区，有一定的起

伏，通过查看地形图可知，最高处为７９７ｍ，城区

大部分的高程在４０～５０ｍ。图２（ａ）表示Ｒａｄａｒ

Ｓａｔ星载ＳＡＲ斜距图像，图２（ｂ）表示通过本文方

图１　稀疏控制点修轨法用于星载ＳＡＲ几何校正

的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ｐａｒｓｅ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

Ｇｅｏ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ＳＡＲＩｍａｇｅ

法（选取３个控制点）进行几何校正后的地理编码

图像。表１给出了几何校正后的地理编码图像与

参考数字地图的定位精度。

图２　斜距图像和地理编码图像

Ｆｉｇ．２　Ｓｌａｎｔ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ＧｅｏｃｏｄｅｄＩｍａｇｅ

表１　稀疏控制点修轨法几何校正后的定位精度

Ｔａｂ．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Ｓｐａｒｓｅ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Ｇｅｏ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ＳＡＲＩｍａｇｅ

参考数字地图
几何校正后的地

理编码图像

纬度／（°） 经度／（°） 纬度／（°） 经度／（°）

误差

／ｍ

点① ４０．０７２８ １１６．２８７７ ４０．０７３２ １１６．２８８６ ９２．８９

点② ４０．１４１９ １１６．６３１０ ４０．１４２０ １１６．６３３０ １７６．１０

点③ ３９．６６５３ １１６．３１７７ ３９．６６５５ １１６．３１７６ ２４．２２

点④ ３９．７２８１ １１６．６６４４ ３９．７２８０ １１６．６６４９ ４４．９６

点⑤ ３９．８７０７ １１６．４３２８ ３９．８７０６ １１６．４３３３ ４７．７４

平均值 ７７．１８

　　从表１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稀疏控制点修

轨模型可行性好，并保证了相应的定位精度。

３．２　犚犪犱犪狉犛犪狋星载犛犃犚图像定位精度及执行时

间实验

利用§３．１中的 ＲａｄａｒＳａｔ数据进行严格成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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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几何方程模型和本文修轨模型的定位精度比

较。首先在１∶５万地形图上采集３５个同名控制

点，分别用５～２５个控制点通过严格成像几何方

程模型和本文修轨模型进行求解，最后对图像进

行定位，并通过其余的１０～３０个检查点进行精度

计算比较。表２给出了不同定位模型的定位精度

和执行时间对比。

表２　不同定位模型的定位精度和执行时间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ｉｍｅ

控制点

数目／个

检测点

数目／个

　　定位精度（ＲＭＳ）／ｍ

严格成像几何方程模型 本文修轨模型

３ ３２ ／ ９０．２８

５ ３０ ８０．６９ ４５．０６

１０ ２５ ５７．９０ ４３．１９

１５ ２０ ４９．８９ ４０．０６

２０ １５ ４１．５４ ４０．２３

２５ １０ ４１．９３ ３７．７０

执行时间／ｓ ４．５２ ０．６０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控制点较少的情况下，本

文修轨模型比严格成像几何方程模型的定位精度

更高，执行时间更短。

４　结　语

理论推导和实验分析证明，本文提出的稀疏

控制点修轨模型相比严格成像几何方程模型，具

有以下优点：① 充分利用了已知的轨道数据，减

少了轨道模型参数，从而减少了控制点个数；

② 本文的修轨模型比严格成像几何方程模型简

单，在稀疏控制点情况下，可以快速迭代求解模型

参数，并达到较高的定位精度；③ 在保证ＳＡＲ图

像定位精度的情况下，本文的修轨模型比严格成

像几何方程模型需要更少的控制点，从而提高了

ＳＡＲ图像几何校正的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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