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犣犢３卫星在轨几何标定方法

谌一夫１　刘　璐２　张春玲３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武汉市珞珈山，４３００７２）

（３　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郑州市黄河路８号，４５０００３）

摘　要：在分析资源三号卫星成像特性和物理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拼接ＣＣＤ的分段多项式系统误差模

型，同时对资源三号卫星的姿轨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提出逐点带权多项式姿轨模型。采用资源三号卫星的高

精度模拟数据进行在轨几何标定实验，验证了拼接ＣＣＤ的分段多项式和逐点带权多项式更加适合于资源三

号卫星的在轨几何定标。

关键词：三线阵；几何标定；分段多项式；逐点带权；姿态；轨道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Ｐ２３６

　　我国自主研制的资源三号（ＺＹ３）遥感卫星

搭载了３台具有独立光学系统的全色相机。卫星

入轨后，为了保证卫星影像的高精度测图和定位，

必须对这些传感器参数进行在轨标定。目前，卫

星传感器在轨几何标定的内定向模型一般分为物

理参数模型和多项式模型［１２］。如何提高参数解

算的稳定性和精度，有效地减少模型参数间的相

关性，是在轨标定的关键所在。通过权值约束虽

然可以减少参数间的相关性，但是系统误差还是

会或多或少地在参数之间相互传递，导致各类系

统误差不能明确地从随机误差中提取出来［３５］。

本文针对资源三号卫星传感器的结构特点，提出

了拼接ＣＣＤ的分段多项式内定向模型。

１　卫星在轨几何标定模型

１．１　基于拼接犆犆犇的分段多项式内定向模型

拼接ＣＣＤ的分段多项式内定向模型是按照

ＣＣＤ阵列中每个单片ＣＣＤ的物理长度和ＣＣＤ

片间的拼接结构进行分段，每个ＣＣＤ单片采用一

个独立多项式来拟合描述ＣＣＤ阵列在焦平面上

的位置变化、镜头畸变和其他各种因素造成的几

何形变。分段多项式内定向模型中使用二次多项

式，由于正视传感器ＣＣＤ阵列由３个ＣＣＤ单片

拼接而成（图１），因此，总共有１８个内检校参数，

前后视传感器用４个具有独立系数的多项式来描

述，即总共使用２４个内检校参数。模型如下：

Δ狓＝犪０＋犪１·犘ｎｕｍ＋犪２·犘
２
ｎｕｍ

Δ狔＝犫０＋犫１·犘ｎｕｍ＋犫２·犘
２

烅
烄

烆 ｎｕｍ

（１）

式中，（Δ狓，Δ狔）表示各个像元在沿轨和垂轨方向

上的形变大小；（犪０，犪１，犪２）为沿轨方向形变拟合

多项式系数；（犫０，犫１，犫２）为垂轨方向形变拟合多项

式系数；犘ｎｕｍ为各个像元在整个ＣＣＤ线阵上的排

列编号。

以正视为例，犘ｎｕｍ的 ＣＣＤ１，ＣＣＤ２和 ＣＣＤ３

取值范围分别为（１，４０９６），（４０９７，８１９２）和

（８１９３，１２２８８）。当解算出１８个内定向模型系

数后，只需要给定像元编号就可计算出该像元在

焦平面上沿轨和垂轨方向上的几何形变。

图１　正视传感器中ＣＣＤ在焦平面上的形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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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参数模型是对光线入孔后经过的各个环

节进行系统误差建模，然后构建整体综合性误差

模型，通过这些附加模型参数描述传感器内定向

系统误差［６７］。根据资源三号卫星推扫特性，构建

传感器的物理参数系统误差模型：

Δ狓＝狓０＋（犽１狉
２
＋犽２狉

４）珚狓＋狆１（狉
２
＋２珚狓

２）＋

　２狆２珚狓珔狔＋珔狔ｓｉｎθ

Δ狔＝狔０＋（犽１狉
２
＋犽２狉

４）珔狔＋狆２（狉
２
＋２珔狔

２）＋

　２狆１珚狓珔狔＋狊狔珔

烅

烄

烆 狔

（２）

式中，（狓０，狔０）表示传感器的像主点；（犽１，犽２）表示

径向畸变系数；狉表示镜头上某点到镜头中心的

距离；（狆１，狆２）表示偏心畸变系数；θ为ＣＣＤ在焦

平面上的旋转角度；狊狔为ＣＣＤ在垂轨方向上的伸

缩形变。

１．２　逐点带权多项外定向模型

逐点带权多项式（ＰＷＰＭ）对任意时刻的姿

轨进行内插时，利用内插的时刻到设定的已知时

刻的时间差值作为度量确定权重，然后使用已知

时刻的姿态和轨道，根据带权的最小二乘法解算

出待插时刻姿轨的多项式系数，利用这些系数推

算出该时刻的外方位元素。逐点带权多项式数学

模型如下：

犡犛狋 ＝犡
犻
０＋犡

犻
１·狋＋犡

犻
２·狋

２

犢犛狋 ＝犢
犻
０＋犢

犻
１·狋＋犢

犻
２·狋

２

犣犛狋 ＝犣
犻
０＋犣

犻
１·狋＋犣

犻
２·狋

２

φ狋 ＝φ
犻
０＋φ

犻
１·狋＋φ

犻
２·狋

２

ω狋 ＝ω
犻
０＋ω

犻
１·狋＋ω

犻
２·狋

２

κ狋 ＝κ
犻
０＋κ

犻
１·狋＋κ

犻
２·狋

烅

烄

烆
２

（３）

内插的时刻到每个已知时刻的权重可用时间差值

绝对值的倒数或时间差值绝对值平方的倒数来

计算。

当使用轨道上４个已经知时刻的外方位元素

狋１、狋２、狋３和狋４对某一狋时刻的外方位元素进行内插

时，由于对同一时刻的姿态和轨道内插使用的多

项式系数是相同的，因此，仅以Ｋａｐｐａ（犽）角为例

给出计算公式。根据式（３），可得到Ｋａｐｐａ（犽）角

误差方程式：

狏＝κ
犻
０＋κ

犻
１·狋＋κ

犻
２·狋

２
－κ狋 （４）

　　通过４个已知时刻的 Ｋａｐｐａ（犽）角可列出４

个误差方程式。利用式（３）计算得到狋时刻到已

知时刻的权值狆１、狆２、狆３和狆４，并构成权值矩阵

犘。通过最小二乘法，构建法方程系数矩阵犖 和

法方程自由项向量犝。为方便推导，将犖－１和犝

矩阵的内容表示成以下形式：

犖－１ ＝

犮１ 犮２ 犮３

犮４ 犮５ 犮６

犮７ 犮８ 犮

熿

燀

燄

燅９

　犝 ＝

狌１

狌２

狌

熿

燀

燄

燅３

（５）

　　根据最小二乘原理解算出犡，使用解算出来

的系数犽０、犽１和犽２，代入式（３）计算狋时刻的Ｋａｐ

ｐａ（犽）值，其计算式表示为式（６）。

犽（狋）＝ （犮１狌１＋犮２狌２＋犮３狌３）＋（犮４狌１＋犮５狌２＋

犮６狌３）狋＋（犮７狌１＋犮８狌２＋犮９狌３）狋
２ （６）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方法与数据

使用资源三号卫星６０９轨的姿轨数据，在卫

星轨道上分别抽取１０、１５和２０个不同时刻的姿

轨作为已知值，使用一般多项式（ＬＰＭ）、分段多

项式（ＰＰＭ）、拉格朗日三次多项式定向片模型

（ＯＩ４Ｍ）、逐点带权二次多项式四点姿轨模型

（ＰＷＰ４Ｍ）和全部点姿轨模型（ＰＷＰＭ）进行内

插，并分析比较不同姿轨模型在不同数量已知时

刻下的内插精度结果。

使用资源三号卫星的模拟数据进行实验，分

析研究拼接ＣＣＤ分段多项式和物理参数模型在

资源三号卫星的几何在轨标定中对传感器系统误

差提取的好坏，并且检验了逐点带权多项式姿轨

模型更加有利于系统误差的提取。从影像中一共

提取７４个控制点，选取了２５个检查点，其余点作

为控制点参与平差计算。为了分析模型对几何标

定的正确性和稳定性，在影像中加入１～２个像元

的误差，分别使用１６、２６、３６和４６个ＧＣＰ进行平

差解算。

２．２　姿轨模型内插精度分析

表１是几种姿轨模型在一景影像范围内选定

不同数量的已知时刻的拟合精度结果。对于资源

三号的姿轨数据而言，采用一般多项式和分段多

项式姿轨模型的精度低于拉格朗日定向片模型和

逐点带权多项式模型。当抽取１０和１５个已知姿

轨时刻时，使用逐点带权多项式全部点姿轨模型

对３个姿态角Ｒｏｌｌ，Ｐｉｔｃｈ和 Ｙａｗ的内插精度都

最高；在２０个已知时刻的情况中，采用逐点带权

多项式４点姿轨模型对姿态角Ｒｏｌｌ和Ｐｉｔｃｈ的拟

合精度最好，而Ｙａｗ角比使用全部点姿轨模型的

拟合精度要低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可把两种形

式混合使用，从而保证姿轨的内插精度最高。

　　不同于一般多项式和分段多项，逐点带权多

项式模型可以通过权值，针对不同待拟合时刻具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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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姿轨模型的拟合精度对比／（（×１０－７）°）

Ｔａｂ．１　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ＯｒｂｉｔＭｏｄｅｓ

σ
１０ １５ ２０

Ｒｏｌｌ Ｐｉｔｃｈ Ｙａｗ Ｒｏｌｌ Ｐｉｔｃｈ Ｙａｗ Ｒｏｌｌ Ｐｉｔｃｈ Ｙａｗ

ＬＰＭ ５４．７７１２．２１１７．６４５１．５９１０．１０１６．５７５１．９８１０．２７１６．４２

ＰＰＭ ６７．０４１２．４８１７．０６５１．４９１０．０９１５．０７５１．５７１０．２４１５．７３

ＯＩ４Ｍ ６４．３５１３．８０１６．０５２９．２３９．６２ ６．９０ ３３．４６９．３１ ８．４３

ＰＷＰ４Ｍ６４．４２１４．３２１５．９５２３．３２８．８５ ５．６２ １４．９９５．２９ ４．１７

ＰＷＰＭ ６１．４５１３．０３１５．８７２０．９０８．５１ ５．２３ １４．２０５．６２ ４．０５

有不同的解算系数，因此，精度高于以上两种方

式，尤其当姿轨稳定性不好的情况下，效果更好。

与拉格朗日多项式定向片模型相比，逐点带权多

项式模型更加灵活。针对同一姿轨数据，可以同

时使用４点和全部点这两种内插方式，即混合使

用。与此同时，逐点带权多项式模型的微分仅与

权值、选定时刻和待插时刻有关系，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平差解算中姿态角之间的相关性，

提高了区域网平差解算的精度和稳定性。

２．３　两种系统误差模型进行几何标定实验

通过资源三号卫星的高精度模拟影像，使用

分段多项式和物理参数误差模型进行在轨几何标

定平差解算，其解算精度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两种统误差模型在轨标定平差

精度对比／像素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ｒｒｏｒＭｏｄｅｌｓ

Ｎｕｍ

ＧＣＰ

物理参数模型 分段多项式模型

σ狓 σ狔 σｓｕｍ σ狓 σ狔 σｓｕｍ

４６ ０．０７６７０．０２１５０．０７９３０．０３０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３０２

３６ ０．０７０６０．０２１７０．０７３９０．０３９５０．００１２０．０３９５

２６ ０．０５０８０．０１４６０．０５２９０．０３４４０．００１３０．０３４４

１６ ０．０７２５０．０１６１０．０７４３０．０４２６０．００１６０．０４２７

　　表２中展示的两种系统误差模型的平差解算

精度结果，对比发现分段多项式模型的平差解算

精度较高。从１６到４６个ＧＣＰ的几组实验结果

表明，分段多项式模型的标定平差解算精度最高

达到了０．０３０２个像元，而物理参数模型的最好

解算精度为０．０５２９个像元。

２．４　两种数学模型的分析比较

分段多项式模型中，描述各ＣＣＤ单片形变的

多项式系数各不相关。每个单片ＣＣＤ中，描述狓

方向和狔方向的系数之间也不相关，其仅仅是描

述狓方向的３个系数（犪０，犪１，犪２）或狔方向的３个

系数（犫０，犫１，犫２）之间会产生相关性。以正视传感

器ＣＣＤ阵列为例，参数之间的相关结构如图２

（ａ）所示，图中除对角线以外，有颜色的区域为参

数之间的相关性，白色区域表示没有相关性。图

３（ｂ）表示正视传感器中，物理参数模型中各参数

间相关性结构图。图中除对角线以外的灰色区域

表示各个参数间的相关性，分片ＣＣＤ１、ＣＣＤ２和

ＣＣＤ３的参数之间全部具有相关性，因此这种情

况不利于平差解算未知参数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通过权值约束后，系统误差还是会或多或少地在

参数之间相互传递，导致各类系统误差不能明确

地从随机误差中提取出来。

图２　正视传感器中参数相关性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ａｒａｍｔｅｒ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ＮａｄｉｒＳｃａｎｎｅｒ

３　结　语

逐点带权多项式姿轨模型与其他几种姿轨模

型相比，姿态和轨道的拟合精度高，尤其当姿轨不

平稳时拟合精度更高，同时能减少平差时外方位

元素之间的相关性。与物理参数模型相比，拼接

ＣＣＤ的分段二次多项式模型能更好地通过数学

模型自身结构减少各个参数间的相关性，较好地

将各类系统误差稳定和准确地从大量随机误差中

提取出来，保证了资源三号卫星在轨标定结果的

稳定性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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