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０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１２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１０１４１０）；民用航天“十二五”预先研究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６６９７）。

第一作者：巫兆聪，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信息提取，定量遥感，以及对地观测系统工程与传感器仿真。

Ｅｍａｉｌ：ｚｃｗｏｏ＠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犇犗犐：１０．１３２０３／ｊ．ｗｈｕｇｉｓ２０１３０６６７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５）１２１５７００５

高程对犜犇犐犆犆犇相机像移补偿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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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分辨率遥感卫星中常使用ＴＤＩＣＣＤ（时间延迟积分ＣＣＤ）相机，为获取高质量遥感影像，在相机成

像过程中须采用像移补偿技术，而目前大部分像移补偿忽略了高程的影响。基于参考椭球面下成像矢量模

型，建立考虑高程的成像矢量模型及解算方法流程，精确地计算相机成像时像点对应地面成像点的坐标及像

移补偿参数。根据计算结果，分析高程对像移补偿参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像移补偿参数精度对高

程误差的要求、星上存储空间及高程查询速度，讨论星载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的生成，为星载ＤＥＭ的使用及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高精度像移补偿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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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各行业应用对遥

感卫星光学成像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ＣＣＤ

相机由于焦距长、像元尺寸小易造成积分时间短

等问题；并且，采用相对小孔径容易带来光谱能量

不足和信噪比低等问题。为此，高分辨率遥感卫

星多采用ＴＤＩＣＣＤ（时间延迟积分ＣＣＤ）相机，并

已展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与普通ＣＣＤ线阵不同，在高速动态成像时，

ＴＤＩＣＣＤ线阵的移动方向必须与目标像移方向一

致，且移动速度大小也应匹配，任何误匹配都将导

致图像模糊，影响图像质量。然而，地球自转运

动、地面高程变化、轨道高度变化、卫星指向精度、

姿态稳定度以及相机安装精度等因素，都将导致

卫星对地成像时产生像移，影响光生电荷与像点

的匹配，使图像质量下降甚至恶化［１３］。

在空间分辨率和图像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情

况下，高精度像移补偿技术已成为ＴＤＩＣＣＤ相机

获取高质量遥感影像的一个关键技术。国内外研

究中关于像移补偿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１）坐标

转换方法，主要通过坐标系之间的过渡矩阵建立

物像之间的几何模型；（２）光线追迹法，采用数学

方法描述像移过程中光线的传播过程［４］；（３）基于

联合变换相关器的测量方法，由Ｊａｎｓｃｈｅｋ等人提

出，通过实时记录焦平面上的像移信息对图像进

行相关运算得到像移［５］。我国研究人员计算像移

补偿参数主要采用空间坐标转换方法，并做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王家骐等通过坐标变化的方法，

建立从地面景物到像面的７个坐标系的线性变

换，推导出一种高精度像移速度计算方法［６，７］；袁

孝康基于地球圆球模型的假设推导了星下点、方

位偏移和俯仰偏移成像下偏流角和像移速度的计

算模型［８］；王志刚等根据轨道方程推导了卫星偏

流角的计算模型，研究了偏流角随纬度变化的规

律及补偿方法［９］；龙夫年、仲惟超等提出了结合飞

行器姿态的高精度像移补偿参数计算模型［１０１２］。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像移补偿的关键在于

实时对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在轨成像时像移速度、偏流

角和积分时间等参数的计算，其计算精度决定像

移补偿的精度，影响遥感影像的质量。而目前大

多数像移补偿计算模型是在将地球理想化为参考

椭球模型，将卫星星下点作为像点对应的地面成

像点的情况下，采用球面几何的方式进行推导计

算。事实上，由于地面高程的影响，像点对应的地

面成像点会与卫星星下点发生偏移，成像时刻的

像移补偿参数会产生误差，影响相机的像移补偿

和光学成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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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参考椭球面下的成像矢

量模型基础上，建立考虑地面高程影响下的成像矢

量模型，计算像点对应地面成像点的坐标及像移补

偿参数，分析高程对偏流角、积分时间和像移速度

等像移补偿参数的影响。在上述计算分析流程和

全球高程模型数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像移补偿

参数精度对高程误差的要求，星上存储空间及高

程查询速度等因素，讨论星载ＤＥＭ的生成。

１　顾及高程的像移补偿模型建立

在考虑地面高程的情况下，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像

点对应地面成像点的位置会发生偏移，如图１所

示。在将地球理想化为参考椭球模型的情况下，

像点犘对应的地面成像点为犜＇，而考虑地面高程

时地面成像点为犜，两种情况下像点犘对应的地

面成像点经纬度坐标和高程值存在差异，且不同

于卫星星下点。

本文利用ＴＤＩＣＣＤ相机成像矢量关系，首先

建立参考椭球下的成像矢量模型，其次计算在考

虑地面高程情况下像点对应地面成像点的经纬度

和高程值，在此基础上，计算此像点的像移速度、

偏流角、积分时间等像移补偿参数。

１．１　参考椭球面下成像矢量模型

在地球参考椭球面模型下，本文建立像点犻、

相机犗犮、卫星犗狊和地面点犜 的矢量模型。图１为

相机成像时的矢量示意图。图１中，犚狆犻为像面中

心犗狆指向像点犻的矢量，犚犮犻为相机中心犗犮指向像

点犻的矢量，犚犮狆为相机中心犗犮指向像面中心犗狆的

矢量，犚犮狋为相机中心犗犮指向目标犜 的矢量，犚狊狋为

卫星质心犗狊指向目标犜 的矢量，犚狊犮为卫星质心犗狊

指向相机中心犗犮的矢量，犚犲狋为地球质心犗犲指向目

标犜 的矢量，犚犲狊为地球质心犗犲指向卫星质心犗狊的

矢量。建立它们之间的矢量关系式：

犚狆犻 ＝犚犮犻－犚犮狆

犚犮犻 ＝－
犳
犎
犚犮狋

犚犮狋 ＝犚狊狋－犚狊犮

犚狊狋 ＝犚犲狋－犚

烅

烄

烆 犲狊

（１）

式中，犳为ＴＤＩＣＣＤ相机焦距；犎 为相机中心到

地面成像点的距离。

将矢量犚狊狋在轨道坐标系下表示为：

犚犗狊狋 ＝犃犗犐犚
犐
犲狋－犚

犗
犲狊 （２）

式中，犚犐犲狋为矢量犚犲狋在地心赤道坐标系下的表示；

犃犗犐为地心赤道坐标系到卫星轨道坐标系的变换

矩阵，犃犗犐＝犆狔 －狌狅－π／（ ）２犆狓 犻狅－π／（ ）２犆狕 Ω（ ）狅 。

图１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成像矢量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ＤＩＣＣＤＣａｍｅｒａ’ｓ

Ｉｍａｇ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ｓ

其中，犻狅为卫星轨道倾角，Ω狅为升交点赤经，狌狅为

纬度幅角，即近地点幅角ω狅与真近点角犳狅的和；

犆狓、犆狔、犆狕分别表示绕狓、狔、狕轴进行旋转变换的

矩阵形式；犚犗犲狊＝ ０，０，－［ ］狉 Ｔ，为犚犲狊在卫星轨道坐

标系中的表示；狉＝犃狅 １－犲
２（ ）狅 ／１＋犲狅ｃｏｓ犳（ ）狅 ，为

卫星质心到地心的距离；犃狅为轨道长半轴，犲狅为轨

道偏心率。

将矢量犚狊狋在卫星本体坐标系下表示为：

犚犫狊狋 ＝犃犫犗犚
犗
狊狋 （３）

式中，犃犫犗为卫星轨道坐标系到卫星本体坐标系的

转换矩阵，犃犫犗＝犆狕（）ψ犆狔（）θ犆狓（）φ ；ψ、θ和φ 分

别为卫星成像时的航偏、俯仰和翻滚三个姿态角。

在计算得到犚犫狊狋后，根据式（１）计算犚犮狋，并将

矢量犚犮狋在相机坐标系下表示为：

犚犮犮狋 ＝犕犮犫（犚
犫
狊狋－犚

犫
狊犮） （４）

式中，犚犫狊犮为矢量犚狊犮在卫星本体坐标系下的表示；

犕犮犫为相机安装矩阵。

根据式（１）可推导出犚犮犻在相机坐标系下的表

示为：

犚犮犮犻 ＝－
犳
犎
犚犮犮狋 （５）

　　根据式（１）和式（５），有：

犚犮犮狋 ＝－
犎

犳
（犚狆狆犻＋犚

犮
犮狆） （６）

式中，犚犮犮狆 为矢量犚犮狆 在相机坐标系下的表示，

犚犮狆＝ ０，０，－（ ）犳 ；犚狆狆犻为矢量犚狆犻在像平面坐标系

下的表示。

将式（３）～（６）代入式（２）中，有：

犚犐犲狋 ＝犃
－１
犗犐（犃

－１
犫犗（－

犎

犳
犕－１
犮犫 （犚狆狆犻＋犚

犮
犮狆）＋犚

犫
狊犮）＋犚

犗
犲狊）

（７）

式中，犃－１
犗犐 为犃犗犐的逆矩阵，犃

－１
犫犗 为犃犫犗的逆矩阵，

犕－１
犮犫 为犕犮犫的逆矩阵。

式（７）即为像点与对应地面成像点的矢量关

系模型，卫星在确定时刻的轨道参数、在轨位置、

１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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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角、相机安装矩阵等参数已知，犚犐犲狋由犚狆狆犻和犎

决定，即像点对应地面成像点坐标由像点坐标和

轨道高度确定。

１．２　考虑高程的成像矢量模型及解算

在参考椭球面成像矢量模型的基础上，本文

建立考虑地面高程的成像矢量模型及解算流程，

计算考虑高程时像点对应地面成像点的经纬度坐

标和高程值。

通过犚犐犲狋可获得像点对应地面成像点在地心

赤道坐标系下的位置［犡，犢，犣］Ｔ。将其转换为地

心固连坐标系下的坐标值，表示为［狓，狔，狕］
Ｔ＝

犃－１
犐犲犚

犐
犲狋，其中犃

－１
犐犲 为犃犐犲的逆矩阵，犃犐犲＝犆狕 θ（ ）狋 ，θ狋

为对应时刻点的格林尼治恒星时。地心固连坐标

系与大地坐标系的变换关系为：

狓＝ （犖＋犺）ｃｏｓ犅ｃｏｓ犔

狔＝ （犖＋犺）ｃｏｓ犅ｓｉｎ犔

狕＝ ［犖（１－犲
２）＋犺］ｓｉｎ

烅

烄

烆 犅

（８）

式中，犖＝犪狅／ １－犲２狅ｓｉｎ
２

槡 犅。将地面成像点的纬

度犅、经度犔和高程犺用像平面坐标 狓狆犻，狔狆（ ）犻 表

示，并根据全球ＤＥＭ数据，建立地面成像点经纬

度坐标计算模型方程组：

犅＝犉１（狓狆犻，狔狆犻，犎）

犔＝犉２（狓狆犻，狔狆犻，犎）

犺＝犉３（狓狆犻，狔狆犻，犎）

犺＝ＤＥＭ（犅，犔

烅

烄

烆 ）

（９）

　　由于地面高程为离散模型，方程组须进行迭

代运算，具体过程如下。

１）令地面高程犺＝０，代入方程组计算初始

经纬度值 犅０，犔（ ）０ ；

２）根据 犅０，犔（ ）０ 查询ＤＥＭ中对应经纬度的

高程犺１；

３）将犺１代入方程组计算出另外一组经纬度

值 犅１，犔（ ）１ ；

４）比较步骤２）、３）中计算的两组经纬度值，

若其经度差值或纬度差值小于限值，则计算结束；

若大于限值，则将 犅１，犔（ ）１ 作为初始经纬度值，重

复进行２）、３）步骤，直至相邻两组犅和犔 的差值

小于限值。经过循环计算，得到像点对应地面成

像点的经纬度值和高程值。

１．３　像移补偿参数计算

基于像点坐标对应地面成像点的坐标计算

后，建立像点在像平面坐标系中的矢量方程，计算

像移速度矢量、偏流角、积分时间等像移补偿参

数。

在相机对地成像过程中，地球自转运动使得

像点在像面上的移动方向与卫星运动方向之间存

在一定的夹角，即偏流角β，通常利用像移速度值

犞狆和偏流角β来描述像移速度矢量。

根据式（６）可推导犚狆犻在像平面坐标系下的表

示为：

犚狆狆犻 ＝－
犳
犎
犚犮犮狋－犚

犮
犮狆 （１０）

　　像移速度矢量通过矢量犚狆狆犻对时间求导，由于

相机安装位置固定，相机安装矩阵的导数犕犮犫＝

０，犚犫狊犮＝０，相机中心到地面成像点距离的导数犎

对像移速度产生的影响沿像平面法线方向，对像

移速度计算没有影响，因此令犎＝０。像移速度矢

量表示为：

犚狆狆犻 ＝－
犳
犎
犕犮犫（犃犫狅（犃狅犐犚

犐
犲狋－犚

犗
犲狊）＋犃犫狅（犃狅犐犚

犐
犲狋＋

　犃狅犐犚
犐
犲狋－犚

犗
犲狊）） （１１）

式中，犃犫犗、犚
犗
狊狋、犚

犐
犲狋、犚

犗
犲狊分别表示犃犫犗、犚

犗
狊狋、犚

犐
犲狋、犚

犗
犲狊对

时间的导数。

式（１１）中，犚狆狆犻包含３个方向的分量，可写作

犚狆狆犻＝ 犞狆１，犞狆２，犞狆［ ］３
Ｔ。由于像点在像平面上，像

移速度矢量可表示为犚狆＝ 犞狆１，犞狆［ ］２
Ｔ。像移速

度为：

犞狆 ＝ 犞２狆１＋犞
２
狆槡 ２ （１２）

偏流角为：

β＝ａｒｃｔａｎ（犞狆２／犞狆１） （１３）

积分时间为：

犜ＩＮＴ ＝犱／犞狆 （１４）

式中，犱为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像元尺寸。

通过上述成像模型的建立及像点对应地面成

像点坐标的计算，提供在考虑高程情况下卫星在

轨成像时实时计算像移补偿参数的方法与流程，

为ＴＤＩＣＣＤ相机高精度像移补偿提供基础。

２　高程对像移补偿参数影响分析

在卫星轨道参数犪狅＝６８７９．１０６ｋｍ，Ω狅＝

１８９．２２７°，犻狅＝９７．３９５°，犲狅＝０，ω狅＝０°以及卫星姿

态角与姿态角变化率都为０的情况下，分别计算

星载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在是否考虑高程情况下在重

点地区的像移补偿参数，如北京石景山、河南嵩

山、四川雅安和黄土高原等重点成像试验区域，计

算结果见表１。表１说明了高程对成像积分时间

会有一定的影响，而对偏流角影响很小。

２７５１



　第４０卷第１２期 巫兆聪等：高程对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像移补偿影响分析

表１　是否考虑地面高程的情况下成像区域的像移补偿参数计算结果及比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ｒｎｏｔ

成像区域
平均高

程值／ｍ

不考虑地面高程 考虑地面高程 差值

偏流角 积分时间／ｍｓ 偏流角 积分时间／ｍｓ 偏流角 积分时间／ｍｓ

北京石景山 ７３ ２．８２８７２８° １．０１４１８７ ２．８２８７２８° １．０１４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０１５５

河南嵩山 １１２５ ３．０４５８５８° １．０１０１４８ ３．０４５８５８° １．００７７５８ ０° ０．００２３９０

四川雅安 ６０５ ３．２０４２７３° １．００７０１０ ３．２０４２７３° １．００５７２５ ０° ０．００１２８５

黄土高原 １２９８ ２．９８１４０７° １．０１１３７８ ２．９８１４０７° １．００８６２１ ０° ０．００２７５７

　　从像移补偿模型分析可知，像移补偿参数随着

卫星的纬度幅角从０°～３６０°变化而周期性变化，分

别计算相机的地面成像点在０°、３０°和６０°纬度圈上

时不同高程值对应的像移速度、偏流角和积分时

间，分析高程差值对像移补偿参数的影响规律。

图２和图３分别表示地面成像点在０°、３０°和

６０°纬度圈上不同高程值对应的像移速度和积分

时间与高程为０情况下的差值，由于偏流角的差

值约为０，在此不做具体分析。

像移速度和积分时间的差值变化趋势一致，随

着高程差值增大而增加。针对不同成像情况下像

移补偿参数的精度要求，从图２、图３中可分析得到

地面高程值误差范围，以此作为依据判定像移补偿

参数在不同精度要求下对地面高程精度的约束，在

实际应用中可以在合理的误差范围内适当降低地

面高程模型的精度，减小数字高程模型的数据量。

图２　不同高程值对应的像移速度差值

Ｆｉｇ．２　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ｍａｇｅＭｏ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

３　星载数字高程模型生成

通过上述考虑高程的像移补偿计算模型及高

程对像移补偿的影响分析，为使高程信息和高精

度像移补偿计算模型应用于 ＴＤＩＣＣＤ相机在轨

实时成像的像移补偿参数计算中，本文简单介绍

星载ＤＥＭ的生成。

由于全球数字高程模型数据量巨大，而航天器

图３　不同高程值对应的积分时间差值

Ｆｉｇ．３　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

的存储空间有限，ＤＥＭ内插查询须具有较高的时

间效率，因此需在综合分析像移补偿参数对ＤＥＭ

的精度要求、航天器存储空间以及ＤＥＭ查询速度

的情况下，建立满足星载要求的数字高程模型。

本文 使 用 的 星 载 ＤＥＭ 数 据 源 主 要 为

ＳＲＴＭ３Ｖ４．１，并配合使用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和

ＧＴＯＰＯ３０数据。为降低 ＤＥＭ 的数据量，在数

据源的基础上，增大高程采样间隔，建立较大格网

间距的数字高程信息。本文分别建立了格网间距

为１′、１０′、１５′、３０′、１°、２°等多种星载ＤＥＭ，以满

足不同精度和不同存储空间要求的航天器。在实

际应用中，可以将不同采样间隔的ＤＥＭ 配合使

用，例如，根据成像任务将对地成像区域分为重点

区域和普通区域，重点区域可采用小格网间隔的

ＤＥＭ，如１′、６′格网间隔的ＤＥＭ，普通区域可采

用相对较大格网间隔的ＤＥＭ，如３０′、１°格网间隔

的ＤＥＭ，这样既可以节约存储空间，又可以很好

地满足像移补偿参数计算精度要求［１３］。

４　结　语

通过上述模型计算与分析地面高程影响像移

速度和积分时间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如果不考

虑地面高程信息将引起像移补偿参数失配，影响

图像质量。因此，获取高质量和高分辨率的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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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必须考虑高程对ＴＤＩＣＣＤ相机成像质量的

影响。本文建立的星载ＤＥＭ可用于星载ＴＤＩＣ

ＣＤ相机精确在轨实时计算像移补偿参数，对高

精度像移补偿和高质量遥感影像获取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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