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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火星快车高分辨率立体相机（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ｅｒｅｏｃａｍｅｒａ，ＨＲＳＣ）线阵推扫式影像具有分辨率高、全

球覆盖性好等特点，对火星快车 ＨＲＳＣ影像进行摄影测量处理可获取火星全球高分辨率地形数据，而影像匹

配是自动获取地形数据的关键。利用核线几何约束可以将影像匹配搜索范围由二维降至一维。本文在构建

火星快车 ＨＲＳＣ线阵影像严格几何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近似核线重采样方法。首先，利用投影轨迹法

分析 ＨＲＳＣ线阵影像核线的直线性与平行性；然后，将原始 ＨＲＳＣ影像进行微分纠正生成水平影像，分析投

影轨迹法得出的核线在水平影像上的几何关系并确定近似核线方向，再沿核线方向进行核线重排生成近似

核线影像。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生成的近似核线影像同名点上下视差优于１个像素，且在水平影像上进

行近似核线重采样减少了由外方位元素变化引起的几何畸变，更有利于影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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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是太阳系内最有可能发现生命痕迹的行

星，科学家甚至梦想人类有一天能够移居火星。

通过火星全球勘测者（ＭＧＳ）、火星快车（ＭＥＸ）、

火星侦察轨道器（ＭＲＯ）等轨道探测器以及勇气

号、机遇号、凤凰号、好奇号等火星着陆探测器任

务的成功执行，人类对火星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

火星地形测绘是开展火星研究的基础，获取高分

辨率火星地形数据也是着陆器安全着陆的前提。

利用摄影测量方法对火星表面立体影像数据进行

处理仍然是当前获取火星地形数据的主要方

法［１３］。欧洲空间局２００３年发射的火星快车探测

器搭载了专门用于火星地形测绘的高分辨率立体

相机（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ｅｒｅｏｃａｍｅｒａ，ＨＲＳＣ）线阵

相机，通过对ＨＲＳＣ影像进行摄影测量处理可以

获取火星全球高分辨率地形数据［４６］。ＨＲＳＣ影

像摄影测量数据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线阵影像

的高精度、快速、密集匹配，利用核线几何约束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

由于线阵相机行中心投影的特殊性，线阵影

像的核线几何关系比框幅式影像复杂。文献［７］

基于共线方程严密几何模型推导了线阵影像核线

方程，但是该公式形式复杂，且为非线性形式，难

以实际应用。文献［８］研究了速度与姿态为常量

时的卫星线阵影像核线几何关系。文献［９］利用

平行投影模型对卫星影像核线重采样方法进行了

研究。文献［１０］利用拟合法研究了ＳＰＯＴ系列

影像的近似核线排。文献［１１］研究了基于有理函

数模型的线阵 ＣＣＤ 影像水平纠正方法。文献

［１２１３］采用线性模型简化了同名核曲线，提出了

一种实用的卫星影像近似核线重采样快速算法，

并提出了基于物方投影基准面生成近似核线影像

的方法。文献［１４］提出了一种基于有理多项式系

数与物方经纬度的线阵卫星影像近似核线重采样

方法。在分析线阵影像核线几何关系时，通常对

传感器模型进行简化或进行某种近似处理，如文

献［７］将位置与姿态表示为二阶多项式形式，文献

［８］的核线几何分析建立在速度与姿态保持基本

不变的前提下，显然，这些核线几何模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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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可见，线阵推扫式影像的核线理论并未成

熟，也未形成统一、通用的核线几何公式或者核线

理论模型，因此，高精度、高效率的线阵核线影像

生成方法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可以公开获取的火星全球地形数据是

由 ＭＧＳ任务数据处理而成的，分辨率为１／１２８°

×１／１２８°，约为４００～５００ｍ，分辨率仍然比较低，

而ＨＲＳＣ影像是获取火星全球高分辨率地形数

据的理想数据源。本文首先利用投影轨迹法分析

火星快车 ＨＲＳＣ线阵影像的核线几何关系，然后

基于严密几何模型将 ＨＲＳＣ线阵影像纠正至水

平影像，并分析核线在水平影像上的几何关系，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火星快车 ＨＲＳＣ线

阵影像的近似核线重采样方法。

１　投影轨迹法核线基本原理

由于线阵推扫式影像行中心投影的特殊性，

它不能像框幅式影像那样建立严格的核线几何关

系，通常使用投影轨迹法分析线阵影像的核线几

何特性。投影轨迹法基于共线条件方程，理论最

为严密，其基本原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投影轨迹法线阵影像核线基本原理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Ｌｉｎ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ＰｕｓｈｂｒｏｏｍＩｍａｇｅｒｙ

地面点犘（犡，犢，犣）在左右影像上分别成像

于狆、狇，像点狆与地面点犘 以及该扫描行的投影

中心犛（犡狊犻，犢狊犻，犣狊犻）可构成一条投影光线，该投影

光线与物方空间水平面犺犻相交得到一系列交点

犘犻，将犘犻反投影至右影像上可得到一系列的点

狇犻，这一系列的点狇犻构成像点狆 的核曲线犾狇。显

然，狆点的同名像点狇一定位于核曲线犾狇 上。同

理，将右影像上的像点狇、投影中心犛′以及地面点

犘 构成的投影光线与物方水平面进行相交，将交

点反投影至左影像上也可得到一系列的点，构成

狇的核曲线犾狆，狇的同名像点狆也必然位于犾狆 上。

由于线阵推扫式影像的行中心投影特性，外

方位元素随扫描行变化，基于投影轨迹法得出的

线阵影像核线方程形式复杂，且为非线性形式，不

能直接用于核线重采样。根据研究人员对线阵影

像核线几何的研究以及投影轨迹法的核线几何关

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１５］。

１）线阵影像不存在类似框幅式影像严格定

义的核线，线阵影像的核线也不是直线，而是类似

双曲线。

２）局部范围内线阵影像核线接近于直线。

３）线阵影像不存在严格定义的同名核线对，

但是局部范围内存在一一对应的核线，以此为依

据，可以将线阵影像的匹配由二维搜索转换为一

维搜索。

２　犎犚犛犆影像近似核线重采样

２．１　火星快车犎犚犛犆严格几何模型

火星快车是欧洲空间局的首个火星探测任

务，于２００３年６月发射，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飞抵火星，

目前仍在轨飞行并不断发回火星高分辨影像数

据。火星快车上搭载的 ＨＲＳＣ相机专用于火星

地形测绘，获取的高分辨率影像已基本覆盖火星

全球，轨道高度为２５０ｋｍ时，其全色波段影像分

辨率可达１０ｍ。ＨＲＳＣ相机可同时获取９个波

段线阵影像，即５个全色波段和４个多光谱波段

（红、绿、蓝与近红外），９条线阵ＣＣＤ平行安置在

焦平面上，每条线阵ＣＣＤ有５１８４个像素，坐标

系犢 轴与探测器飞行方向相同，犡轴沿线阵ＣＣＤ

排列方向并垂直于犢 轴，犣轴垂直于焦平面且指

向摄影方向，犡犢犣三轴构成右手系。

获取ＨＲＳＣ的初始外方位元素涉及时间及

坐标系转换，即先确定火星的时空基准。本文将

时间转换为Ｊ２０００历书时，摄影测量物方坐标系

统一转换至火星地固坐标系。火星参考椭球为正

球体，半径为３３９６．０ｋｍ，本初子午线定义在

Ａｉｒｙ０陨石坑中心区域
［１６］，经纬度定义方式与地

球相同。时间、坐标系转换以及传感器几何参数

利用ＮＡＩＦ提供的ＳＰＩＣＥ库进行
［１７］。

根据ＨＲＳＣ相机几何参数以及由ＳＰＩＣＥ库

转换得到的影像外方位元素等信息可构建火星快

车 ＨＲＳＣ影像严格几何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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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其中，（狓，狔）为ＨＲＳＣ影像上的像点坐标；（犡，犢，

犣）为火星地面点坐标；（犡犛，犢犛，犣犛）为精密定轨

后的火星探测器位置；犚ＭａｒｓＪ２０００为Ｊ２０００坐标系到火

星地固坐标系旋转矩阵；犚Ｊ２０００ｓｔａｒ 为星敏感器测定的

探测器姿态；犚ｓｔａｒｂｏｄｙ为卫星本体至星敏感器的旋转

矩阵；犚ｂｏｄｙｃａｍｅｒａ为相机与卫星本体间的安装矩阵。

２．２　线阵影像微分纠正生成相对水平影像

框幅式影像的核线重采样可通过将原始倾斜

影像纠正至水平影像的方法实现［１８］。对于线阵

影像核线重采样问题，可以借鉴框幅式影像微分

纠正生成水平影像的方法，在水平影像上进行核

线重采样。因此，本文基于投影轨迹法先分析同

名像点在原始影像上的核线几何关系；然后，给定

平均高程面作为投影面，对线阵影像进行微分纠

正获取水平影像；由于水平影像与原始影像可以

建立严格的转换关系，因此可以将原始线阵影像

上的核线转换至水平影像，分析核线在水平影像

上的几何关系并确定核线方向，再在水平影像上

进行核线重采样。

如图２所示，原始影像上的同名像点狆、狇对

应于水平影像上的同名像点狆′、狇′，基于投影轨迹

法获取的核线犾狆 与犾狇 在水平影像上形成犔′狆与

犔′狇，核线方向接近于探测器飞行方向，而探测器飞

行方向与投影面犡轴方向有一定夹角，计算出该

夹角后即可将水平影像沿核线方向进行重采样。

图２　线阵ＣＣＤ影像重投影生成相对水平影像

Ｆｉｇ．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ａｇｅ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２．３　水平影像上核线几何关系分析

基于严密几何模型可以建立水平影像与原始

影像之间的坐标转换关系，即已知原始影像上的

像点坐标（狓，狔）与投影面基准高程犣０，利用共线

条件方程可以计算出地面点坐标（犡，犢，犣），再结

合水平影像上的起始点坐标（犡０，犢０）与像素采样

间隔犱可以得出该点在水平影像上的像点坐标

（狓狀，狔狀）；反之，若已知水平影像上的像点坐标

（狓狀，狔狀），则可计算出该点的地面点坐标（犡，犢，

犣），然后利用地面点反投影算法计算出原始影像

像点坐标（狓，狔）。因此，水平影像上的像点坐标

可与原始影像上的像点坐标建立起严格的对应关

系。为便于描述，本文不再列出具体计算公式，而

采用函数映射方式表示转换过程：

（狓犾，狔犾）)（狓犾狀，狔犾狀） （２）

（狓狉，狔狉）)（狓狉狀，狔狉狀） （３）

（狓犾，狔犾）)
犳犾狀（狓犾狀，狔犾狀）)

犳狉狀（狓狉，狔狉） （４）

（狓狉，狔狉）)
犳狉狀（狓狉狀，狔狉狀）)

犳犾狀（狓犾，狔犾） （５）

其中，式（２）表示左影像像点与水平影像上像点的

相互转换，正转换表示由原始影像像点坐标（狓犾，

狔犾）计算水平影像上的像点坐标（狓犾狀，狔犾狀），反变换

表示由水平影像上的像点坐标（狓犾狀，狔犾狀）计算原始

影像像点坐标（狓犾，狔犾）。式（３）表示右影像像点与

其水平影像上像点的相互转换。式（４）、（５）表示

利用地面点反投影（投影轨迹法）建立左右影像像

点坐标与水平影像像点坐标的转换关系。以左影

像为例，可由左影像上的像点坐标（狓犾，狔犾）计算出

水平影像上的像点坐标（狓犾狀，狔犾狀），进而得出地面

点坐标（犡，犢，犣），进行地面点反投影获取右影像

上的像点坐标（狓狉，狔狉）。上述公式是在水平影像

上进行同名点量测以及立体定位的基础，即在左、

右水平影像上量测出同名像点（狓犾狀，狔犾狀）与（狓狉狀，

狔狉狀），则可将其转换为原始图像上的像点坐标，进

而利用共线条件方程进行前方交会计算。

利用式（２）～（５）可以将投影轨迹法得到的核

曲线上的点转换至水平影像上，由于经过微分纠

正改正了影像倾斜带来的投影误差，水平影像上

的核曲线犔′狆与犔′狇近似为一条直线，通过计算犔′狆

与犔′狇的斜率，可以得出近似核线方向（见图３），沿

着核线方向进行重采样，即可获取近似核线影像。

核线方向可通过计算核线相对于物方犡 轴的夹

角或者核线的斜率求出。

图３　水平影像上核线方向与物方坐标系Ｘ轴夹角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Ｌｉｎｅ

ａｎｄＡｘｉｓＸｉｎ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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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犎犚犛犆影像核线重采样流程

基于上述投影轨迹法在原始图像以及水平影

像上的核线几何关系分析，本文针对火星快车

ＨＲＳＣ线阵影像提出了一种基于投影轨迹法的核

线重采样方法，算法具体流程如图４所示，核线重

采样步骤如下。

１）构建火星快车 ＨＲＳＣ立体影像严格几何

模型；

２）利用投影轨迹法计算像点坐标在原始图

像上的核曲线；

３）利用严格几何模型将 ＨＲＳＣ立体影像纠

正至水平影像；

４）将原始影像上的核曲线转换至水平影像

上，并计算水平影像上的核线方向；

５）在水平影像上沿核线方向进行核线重采

样。

图４　基于投影轨迹法的线阵影像核线重采样流程

Ｆｉｇ．４　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ｏｆＨＲＳＣＬｉｎｅａｒ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数据为好奇号火星探测器着陆区盖尔陨

石坑附近 ＨＲＳＣ影像，影像获取时间为２００８０２

０９，影像分辨率约１５ｍ，选取 ＨＲＳＣ９个通道中

基高比最大的犛１ 与犛２ 两个通道影像进行实验。

选取犛１、犛２ 影像上同名像点狆（１８３６．２５，

５１２４．２５）与狇（１９５１．５０，５４３０．５０），利用投影轨

迹法获取狆、狇在对应影像上的核曲线，利用投影

轨迹法分析核线时高程变化步长取为影像分辨率

的三分之一，即５ｍ。将计算得出的核线叠加在

原始 ＨＲＳＣ图像上，核曲线显示结果如图５所

示，图中红色实线即为核曲线。由图５中核线的

形状可以看出，利用投影轨迹法获取的 ＨＲＳＣ影

像核线基本接近于直线，这主要是由于火星快车

探测器运行比较平稳，在较短的飞行时间内其投

影轨迹计算出的核线可近似看作直线。

虽然ＨＲＳＣ核线整体具有直线性，但是使用

一条直线代替由投影轨迹法获取的核曲线仍然会

有误差，下文用实验来分析由直线代替核线产生

的误差。选取犛１ 影像上、下两端两个像点狆１

（１０９０．５７，１５９１０．４３）、狆２（１０３５．８８，２１７４．８０）

以及中部距离较近的两个像点狆３（１０５７．６５、

７８８８．５１）、狆４（１０５７．６４，７８８５．２２），分析核线的

斜率犓 与截距犅 以及直线拟合后的最大误差

ｅｒｒ，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４条核曲线使

用直线代替的最大误差在１个像素左右，中误差

小于１个像素，且４条核线斜率相差很小，因此，

在影像范围内 ＨＲＳＣ线阵影像的核线具有较好

的平行性。

表１　犎犚犛犆影像核线直线性分析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ＬｉｎｅｏｆＨＲＳＣＬｉｎｅａｒ

ＰｕｓｈｂｒｏｏｍＩｍａｇｅｒｙ

编号 狓 狔 犓 犅 ｅｒｒ

１ １０９０．５７ １５９１０．４３ ０．００１０８ ７４６．３９ ０．８９

２ １０３５．８８ ２１７４．８０ ０．００１０５ ７４６．４１ ０．５０

３ １０５７．６５ ７８８８．５１ ０．００１１１ ７４６．３９ １．１５

４ １０５７．６４ ７８８５．２２ ０．００１１１ ７４６．５０ １．１５

　　采用文献［１９］中的线阵影像微分纠正快速算

法将原始影像纠正成相对水平影像，计算 ＨＲＳＣ

影像核线方向，沿核线方向进行重采样，将犛１ 与

犛２ 构成红绿立体图像，结果如图６所示。在红绿

立体图像上均匀量测２０对同名像点，上下视差最

大值为１．２个像素，中误差为０．６个像素。另外，

在水平影像上进行核线重采样相当于将原始影像

由倾斜摄影转换为正直摄影，可以消除由外方位

元素变化引起的几何畸变，更有利于后序影像

匹配。

４　结　语

当前火星探测是深空探测活动的重点，获取

高精度、高分辨率的火星地形数据有助于火星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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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以及探测器的精确着陆［２０］。本文在利用

投影轨迹法分析 ＨＲＳＣ线阵影像核线几何关系

的基础上，基于严密几何模型提出了一种实用的

ＨＲＳＣ线阵影像近似核线重采样方法，并通过试

验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下一步将在本文研究工

作的基础上，研究 ＨＲＳＣ 影像的密集匹配与

ＤＳＭ自动生成技术。

图５　影像范围内投影轨迹法核线结果

Ｆｉｇ．５　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ＬｉｎｅｉｎＩｍａｇｅＡｒｅａ

图６　ＨＲＳＣ核线影像构成的红绿立体图像（好奇号着陆区—盖尔陨石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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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ｌａｎｅ［Ｊ］．犃犮狋犪犌犲狅犱犪犲狋犻犮犪犲狋犆犪狉犵狅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３８（５）：４２８４３６（胡芬，王密，

李德仁，等．基于投影基准面的线阵推扫式卫星立

体像对近似核线影像生成方法［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９，

３８（５）：４２８４３６）

［１４］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ｊｕｎ，ＤｉｎｇＹａｚｈｏｕ．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Ｅｐｉｐｏ

ｌａｒＩｍａ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Ａｒｒａｙ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ｔｅｒｅ

ｏｓｗｉｔ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Ｊ］．犌犲狅

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

狊犻狋狔，２００９，３４（９）：１０６８１０７１（张永军，丁亚洲．

基于有理多项式系数的线阵卫星近似核线影像的

生成［Ｊ］．武汉大学学报 "

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４（９）：

１０６８１０７１）

［１５］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ＧｏｎｇＤ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ｕＪｕｎ，ｅｔａｌ．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张永生，巩丹超，刘军，等．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应

用—成像模型、处理算法及应用技术［Ｍ］．北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６］ＤｕｘｂｕｒｙＴＣ，ＫｉｒｋＲＬ，ＡｒｃｈｉｎａｌＢＡ，ｅｔａｌ．Ｍａｒｓ

Ｇｅｏｄｅｓ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ｏｍｍｅｎ

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ａｒｓ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ｔｔａｗａ，

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２

［１７］ＡｃｔｏｎＣ．Ａｎｃｉｌｌａｒｙ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ＮＡＳＡ’ｓＮａｖｉ

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ｃｉｌｌ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Ｊ］．犘犾犪狀犲

狋犪狉狔犪狀犱犛狆犪犮犲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９９６，４４（１）：６５７０

［１８］ＷａｎｇＺｈｉｚｈｕ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Ｍ］．

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王之卓．摄

影测量原理续编［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ＧｅｎｇＸｕｎ，ＸｕＱｉｎｇ，ＸｉｎｇＳｈｕａｉ，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ＰｕｓｈｂｒｏｏｍＩｍａｇｅ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Ｆａ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ＢｅｓｔＳｃａｎＬｉｎ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Ｊ］．犃犮狋犪犌犲狅犱犪犲狋犻犮犪犲狋犆犪狉犵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１３，４２（６）：８６１８６８（耿迅，徐青，邢帅，等．基于最

佳扫描行快速搜索策略的线阵推扫式影像微分纠

正算法［Ｊ］．测绘学报，２０１３，４２（６）：８６１８６８）

［２０］ＸｕＱ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ｐａｃｅ＆ Ｓｐａ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Ｉｔ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犣犺犲狀犵狕犺狅狌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犛狌狉狏犲狔犻狀犵犪狀犱 犕犪狆狆犻狀犵，２００６，２３

（２）：９７１００（徐青．数字空间与深空测绘及其支撑技

术［Ｊ］．测绘科学技术学报，２００６，２３（２）：９７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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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犈犖犌犡狌狀１
，２，３
　犡犝犙犻狀犵

１
　犡犐犖犌犛犺狌犪犻

１
　犎犗犝犢犻犳犪狀

１
　犔犃犖犆犺犪狅狕犺犲狀

１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ｔ６１３６３，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ｅｒｅｏＣａｍｅｒａ（ＨＲＳＣ）ｏ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Ｍａｒ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ｈａｓ

ｈｉｇｈ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ｕｓ，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

Ｍａｒｔｉ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ａｎｂ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ＨＲＳＣｄａｔａ．，ｂｕｔ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ｍ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ｌｉｎｅ．Ａ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ｉｔｆｏｒＨＲＳＣｌｉｎｅａｒｐｕｓｈｂｒｏｏｍｉｍａｇｅｒｙ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ｅｐｉｐｏｌａｒ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ＨＲＳＣｉｍａｇｅ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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犣犎犗犝犠犲犻狓狌狀１　犛犎犃犗犣犺犲狀犳犲狀犵
１
　犎犗犝犑犻犺狌

１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ＳＩＦ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ｉｓ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

ａｓ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ｗｈｅｎｕｓｉｎｇＳＩＦＴ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ｌｏ

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ｒｙ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ｕｓｅａｖｉｓｕ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ｆｒｏｍ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

ａｇｅｓ．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ｌｉ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ｒ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ｆｒｏｍ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ｎｗｅｕｓｅａ犓ｍｅａｎ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ｌｏ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

ｔｈｅｎｕｓｅｄａ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ｏｍ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

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ａｌｓｏａｃｃｏｒ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ｖｉｓｕ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Ｉ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ｌｉｅｎｃｙ；ｌｏ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犓ｍｅａｎｓ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ＯＵ Ｗｅｉｘｕｎ，ｍａｓ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ｗｅｉｘｕｎｚｈｏｕ１９９０＠

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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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ＮＣＥＴ１２０４２６；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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