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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偏流角改正和偏流角余差对卫星三线阵ＣＣＤ影像摄影和控制定位的影响，提出了在卫星三线

阵影像控制定位计算中消除偏流角余差影响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偏流角余差对卫星三线阵ＣＣＤ影像控

制定位的影响很大，在实际应用中必须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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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三线阵ＣＣＤ影像由星载三线阵ＣＣＤ相

机作前视、正视和后视推扫摄影获得，是实施无地

面控制或稀少控制条件地区精确定位和立体测绘

的最佳影像数据［１３］。当卫星绕地球运转时，由于

地球自转角速度的影响，会使得相机相对被摄景

物的移动方向与相机星下点线速度方向不一致，

从而产生偏流角［４］。对于星载三线阵ＣＣＤ相机

而言，偏流角的存在会使同一区域摄影影像的立

体重叠范围减少。为解决这一问题，卫星摄影需

实时进行偏流角改正，但是，在偏流角改正的同

时，又会产生前视和后视相机的改正偏差，直接影

响卫星三线阵影像的控制定位与立体建模精度。

因此，分析偏流角对卫星三线阵ＣＣＤ影像控制定

位的影响规律，有助于卫星三线阵ＣＣＤ影像控制

定位方法的改进和精度的提高。

１　偏流角余差对影像定位的影响

１．１　偏流角改正的余差

三线阵ＣＣＤ相机的正视与前视（或正视与后

视）相机主光轴之间存在一定角度，在同一摄影时

刻，两线阵ＣＣＤ的地面成像位置相差较大，之间

的地面距离称之为摄影基线。由于偏流角的变化

是随纬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以正视线阵ＣＣＤ为

基准计算改正偏流角时，在一条摄影基线上，前视

或后视线阵的偏流角修正无法完全消除，会产生

偏流角余差，如图１所示。

图１　偏流角改正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ｒｉｆｔＡｎｇｌ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摄影基线所对应的纬度差值的计算公式为：

Δφ＝ａｒｃｓｉｎｓｉｎ犻ｓｉｎ（ω·Δτ（ ）） （１）

　　偏流角余差的计算公式为：

对于前视线阵：

δ犃＝ａｒｃｔａｎ
犚ω犲ｃｏｓφｃｏｓ犃狏
犚狏狉－（ ）１ －

ａｒｃｔａｎ
犚ω犲ｃｏｓ（φ＋Δφ）ｃｏｓ犃狏

犚狏狉－（ ）１
（２）

　　对于后视线阵：

δ犃＝ａｒｃｔａｎ
犚ω犲ｃｏｓφｃｏｓ犃狏
犚狏狉－（ ）１ －

ａｒｃｔａｎ
犚ω犲ｃｏｓ（φ－Δφ）ｃｏｓ犃狏

犚狏狉－（ ）１
（３）

式（１）～式（３）中，Δφ为一条摄影基线对应的纬度

差值；δ犃为偏流角余差；犻为轨道倾角；ω为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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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平均角速度；Δτ为卫星飞行一条摄影基线

的时间。

１．２　影像定位误差分析

三线阵ＣＣＤ影像定位的基本原理如下：在三

线阵摄影测量过程中（如图２所示），如果知道每

一个扫描时刻犐时三线阵ＣＣＤ所摄影像的６个

外方位元素（犡，犢，犣，φ，ω，κ），即摄影中心在地面

或地心坐标系中的位置和姿态角，同时知道三线

阵ＣＣＤ的内方位元素，即主距犳、主点位置（狓０，

狔０）和交会角α，当确定了地面任一物点犘犻（犡犻，

犢犻，犣犻）在三线阵影像上对应的像点坐标（狓犃，

狔犃）、（狓犅，狔犅）和（狓犆，狔犆）时，就可以计算出犘犻点的

地面坐标。

图２　三线阵ＣＣＤ影像控制定位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ｅ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

Ｔｈｒｅ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ａｙＣＣＤＩｍａｇｅ

在没有偏流角余差时，狋时刻犘犻在影像的像

点应在狆′犃，由于偏流角余差的存在，使得地面物

点犘犻处于影像狆犃，如图３所示。则像点在像平面

坐标系中的误差大小为：

Δ狓＝狓′－狓＝狓′（１－ｃｏｓδ犃）＝

犳·ｔａｎθ·（１－ｃｏｓδ犃） （４）

Δ狔＝狓′·ｓｉｎδ犃＝犳·ｔａｎθ·ｓｉｎδ犃 （５）

其中，Δ狓、Δ狔为像点在像平面坐标系中的误差；

（狓，狓′）为像平面坐标（沿卫星的轨道方向）；犳为

线阵ＣＣＤ主距；θ为前视或后视与正视线阵ＣＣＤ

的交会角。

图３　像点误差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ｍａｇｅＰｏｉｎｔＥｒｒｏｒ

假如犳＝６４０ｍｍ，θ＝２５０°，像素大小为６．５

μｍ，按照式（４）、式（５）计算像点误差，狓坐标误差

很小，可忽略不计，结果如图４所示。从图４可以

看出，由于偏流角余差的存在，在像平面坐标系中

会使像点的狔坐标产生较大位移，且随纬度发生

变化，前视和后视影像的像点误差在０～１４５像素

之间变化。当利用地面物点犘犻在三线阵影像上

的同名像点坐标狆犃、狆犅 和狆犆 进行空间前方交会

时，会产生交会误差，并随纬度的增高而逐渐增

大。

图４　前视影像像点狔坐标误差曲线

Ｆｉｇ．４　狔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Ｉｍａｇｅ

２　偏流角余差消除方法

偏流角余差属系统性误差，会引起像点在像

平面坐标系发生位移。利用星载ＧＰＳ测量数据

和星敏感器测量数据计算获得的摄影时刻的外方

位元素，以及匹配获得的分布均匀的大量三线阵

影像同名像点坐标，进行空间前方交会，平差解算

地面点坐标［５６］，利用平差解算的地面点反求同名

像点坐标，通过仿射变换方法，建立像点计算值与

像点观测值之间的数学关系［７８］，实现像、地坐标

关系重建，从而消除偏流角余差造成的像点误差。

２．１　三线阵影像同名点直接前方交会

误差方程矩阵为：

犞＝犆犡－犔 （６）

其中，犞为像点残差；犆为改正数系数矩阵；犡 为

地面 坐 标 改 正 数 矩 阵；犔 ＝ 犾狓 犾［ ］狔
Ｔ
＝

狓′－（狓） 狔′－（狔［ ］）Ｔ，其中，犾狓、犾狔 为常数项；狓′、

狔′为经过系统误差改正后的像点坐标；（狓）、（狔）

为将地面坐标近似值带入共线方程的像点坐标计

算值。

经最小二乘平差计算，得：

犆Ｔ犘犆犡 ＝犆
Ｔ犘犔 （７）

犡＝ （犆
Ｔ犘犆）－１犆Ｔ犔 （８）

其中，犘为观测值权矩阵。求解地面坐标近似值

改正数Δ犡、Δ犢、Δ犣，计算地面坐标犡、犢、犣。

２．２　反求三线阵影像同名点像点坐标

（狓）－狓０ ＝－犳·

犪１（犡－犡犛（狋））＋犫１（犢－犢犛（狋））＋犮１（犣－犣犛（狋））

犪３（犡－犡犛（狋））＋犫３（犢－犢犛（狋））＋犮３（犣－犣犛（狋））

４８２



　第３８卷第３期 王新义等：偏流角对卫星三线阵ＣＣＤ影像定位的影响分析

（狔）－狔０ ＝－犳·

犪２（犡－犡犛（狋））＋犫２（犢－犢犛（狋））＋犮２（犣－犣犛（狋））

犪３（犡－犡犛（狋））＋犫３（犢－犢犛（狋））＋犮３（犣－犣犛（狋））

（９）

其中，狓０、狔０、犳为影像的内方位元素；（犡犛，犢犛，

犣犛）为摄站坐标；犪犻、犫犻、犮犻（犻＝１，２，３）为影像的外

方位角元素组成的方向余弦。

利用式（９）分别计算出地面点在前视、正视、

后视影像上的同名像点坐标。

２．３　仿射变换改正像点系统误差

误差方程矩阵为：

犞′＝犃犈－犔′ （１０）

其中，犞′为三线阵前视、正视、后视像点残差；犃为

三线阵前视、正视、后视像点观测值构成的系数矩

阵；犈为三线阵前视、正视、后视影像仿射变换参

数；犔′为三线阵前视、正视、后视像点按式（９）的计

算值。

经最小二乘平差计算，得：

犃Ｔ犘犃犈 ＝犃
Ｔ犘犔′ （１１）

犈＝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犔′ （１２）

求解三线阵前视、正视、后视影像各自的仿射变换

参数。

像点仿射变换关系式如下：

前视影像像点改正为：

狓′犾＝犲１１＋犲１２狓犾＋犲１３狔犾

狔′犾＝犲１４＋犲１５狓犾＋犲１６狔
｛

犾

（１３）

　　正视影像像点改正为：

狓′狏＝犲２１＋犲２２狓狏＋犲２３狔狏

狔′狏＝犲２４＋犲２５狓狏＋犲２６狔
｛

狏

（１４）

　　后视影像像点改正为：

狓′狉＝犲３１＋犲３２狓狉＋犲３３狔狉

狔′狉＝犲３４＋犲３５狓狉＋犲３６狔
｛

狉

（１５）

其中，狓犾、狔犾、狓狏、狔狏、狓狉、狔狉 为前视、正视、后视影像

的同名像点观测值。

按照式（１３）、式（１４）、式（１５）分别计算经过

仿射变换后的像点坐标。

重复步骤§２．１至§２．３，反复趋近，直至各

地面点坐标改正数小于规定限差，计算结束。

３　实验结果

选取不同纬度范围的４个测区天绘一号卫星

影像数据进行实验。测区卫星影像为分辨率为５

ｍ的三线阵立体影像，卫星轨道精度为５ｍ，姿态

精度为２″～５″。采用前方交会计算地面坐标，直

接反算像坐标和偏流角余差改正后计算像点坐

标，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偏流角余差改正前后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ＤｒｉｆｔＡｎｇｌｅ

测区

名称

纬度范

围／（°）

同名观

测点／个

直接计算像方

残差／像素

偏流角余差改正

像方残差／像素

１ －６～－１２ ４６３９

犉 ５．２０５／８．４６５ ０．４３１／０．９９３

犖 １０．００７／５．５３７ ０．８２５／０．８７５

犅 ５．２１０／８．７４４ ０．４２７／０．９５０

２ ３５～３９ １３８７９

犉 １２．７５１／９２．１０６ ０．４４７／０．９２２

犖 ２４．４７２／２．７０３ ０．８７０／０．８６１

犅 １３．１３３／９４．５０３ ０．４５０／０．８８０

３ ４２～４５ ２６２１

犉 １２．９２０／９３．１８５ ０．７６９／０．９２８

犖 ２４．８１６／２．８８１ １．４９１／１．０８０

犅 １３．３４１／９４．６６３ ０．７７５／０．９５８

４ ５０～５２ ５３６５

犉 １．８６９／１１５．７１４ ０．４７６／１．０９０

犖 ３．７４６／１．４２６ ０．９０７／０．８９８

犅 １．３５９／１１６．４０１ ０．４６８／０．９８１

　　表１中，测区１为南半球数据，其余为北半球

数据；犉、犖、犅分别代表三线阵影像的前视、正视

和后视；像方残差分别为沿轨道方向和垂直轨道

方向。从表１可以看到，由于偏流角余差的影响，

随着纬度的增大，反映到像平面中，使得前视和后

视影像的同名像点在垂直轨道方向上的误差逐渐

变大，并且两者大小近似相等，符号相反，与前文

分析一致。当进行偏流角余差改正之后，４个测

区的内符合精度大幅度提高，并趋于平稳，最大的

像方残差不超过２像素，内符合精度趋于稳定。

４　结　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为了确保三线阵影像

立体重叠范围满足使用要求，当星载三线阵相机

进行偏流角改正时，偏流角改正后的余差对卫星

三线阵ＣＣＤ影像控制定位会产生很大影响，主要

反映在垂直轨道方向上。在实际应用中，必须加

以修正，利用仿射变换改正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解

决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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