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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三定位网进行光学卫星影像几何定位

闫　利１　马振玲１　王琼洁１　王奕丹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根据卫星重复观测特性提出区域级空三定位网的概念，存储该地区空三成果。新获取影像与空三定

位网进行联合区域网平差，实现无（稀少）控制下影像高精度几何定位。与常规区域网平差方法相比，利用空

三定位网进行无控制点影像定位精度有所提高；若与常规平差方法达到相同精度，利用空三定位网需要较少

控制点。定位网中影像数量、分辨率高于新获取影像，或与新影像有较高重叠度情况下定位结果较高。实际

应用中，将某一区域高分影像空三成果存储构成空三定位网，对新影像进行无控（稀少控制）定位，将会提高影

像实时化几何处理效率与影像利用率，为影像几何定位提供了另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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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区域网空中三角测量以构像模型为基

础，补偿系统误差，对未知数进行最优估计实现高

精度对地定位目的［１４］，然而对地面控制点的依赖

却降低了影像实时化几何处理效率，而且无控制

点测图对全球测图有重要意义［５８］。覆盖全国的

影像控制点数据库的建立可以避免控制点野外实

测工作，但需要建立高分辨率、高精度控制点数据

库才能满足区域大比例尺测图需求［９１０］。

随着高分辨率测绘资源卫星的快速发展，不

同传感器、不同时相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可以实

现对地面区域的多次重复观测。对同一地面目标

的重复观测可以增加不同方向基线，形成多基线

影像序列，能降低偶然误差的影响，再通过补偿系

统误差，可以实现与真值的最大逼近，基于这一思

想，本文充分利用空三成果，提出区域级空三定位

网的概念，存储某一地区遥感影像空三成果及对

应的影像信息，不仅包括地面点三维坐标及协方

差矩阵、影像辅助信息，还包括影像定向参数，该

地区新获取影像（后文称新影像）与空三定位网中

影像自动匹配获取具有不变特性的连接点，然后

通过联合区域网平差，解算新影像定向参数及连

接点地面坐标，实现（稀少）无地面控制点情况下

影像定位，是解决影像几何定位问题的另一途径。

空三定位网研究涉及影像自主定位技术、空

三定位网存储、检索与更新技术及超大规模空三

定位网快速处理技术等。本文针对线阵推扫式光

学卫星影像特点，推导出利用空三定位网进行影

像几何定位的数学模型，并进行实验验证，分析研

究利用空三定位网进行影像定位的精度影响因素

及与常规方法相比的优势所在。

１　空三定位网模型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搭载线阵推扫式传感

器，逐行获取二维图像，影像每一行为中心投影方

式，本文采用严格成像模型（共线方程）描述像点

与地面点对应关系，并将姿轨数据所带系统误差

描述为时间的二次多项式：

犡犛（珋狋）＝犡
ｏｂｓ
犛 （珋狋）＋犮狓，０＋犮狓，１·珋狋＋犮狓，２·珋狋

２

犢犛（珋狋）＝犢
ｏｂｓ
犛 （珋狋）＋犮狔，０＋犮狔，１·珋狋＋犮狔，２·珋狋

２

犣犛（珋狋）＝犣
ｏｂｓ
犛 （珋狋）＋犮狕，０＋犮狕，１·珋狋＋犮狕，２·珋狋

２

ｒｏｌｌ（珋狋）＝ｒｏｌｌ
ｏｂｓ（珋狋）＋犲狉，０＋犲狉，１·珋狋＋犲狉，２·珋狋

２

ｐｉｔｃｈ（珋狋）＝ｐｉｔｃｈ
ｏｂｓ（珋狋）＋犲狆，０＋

　犲狆，１·珋狋＋犲狆，２·珋狋
２

ｙａｗ（珋狋）＝ｙａｗ
ｏｂｓ（珋狋）＋犲狔，０＋犲狔，１·珋狋＋犲狔，２·珋狋

烅

烄

烆 ２

（１）

式中，犡ｏｂｓ犛 、犢
ｏｂｓ
犛 、犣

ｏｂｓ
犛 、ｒｏｌｌ

ｏｂｓ、ｐｉｔｃｈ
ｏｂｓ、ｙａｗ

ｏｂｓ是内插

得到的轨道姿态初始值；犮狓，０、犮狓，１、…、犲狔，１、犲狔，２是

卫星轨道和姿态系统误差的多项式拟合系数，即

定向参数。将式（１）代入共线方程并进行线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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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误差方程：

犞＝犃狋＋犅狓－犾 （２）

其中，犞为像点坐标改正数向量；犃为定向参数改

正数的系数矩阵；狋为定向参数改正数向量；犅为

地面点坐标改正数的系数矩阵；狓＝［ｄ犡　ｄ犢　

ｄ犣］Ｔ 为地面点坐标改正数向量；犾＝［狓犽－（狓）　

狔犽－（狔）］
Ｔ 为常数项矩阵，其中（狓犽，狔犽）为像点坐

标观测值向量，（（狓），（狔））为像点理论坐标。

根据式（２），连接点可列出误差方程：

犞犜 ＝犅犜狓－犾犜犘犜 （３）

犞犖 ＝犃犖狋＋犅犖狓－犾犖犘犖 （４）

式（３）表示连接点在空三定位网影像上，定向参数

精确，因此未知数只有地面点坐标；式（４）表示连

接点在新影像上。

由于高分辨率线阵ＣＣＤ传感器飞行高度高，

摄影视场角小，造成定向参数之间存在很强的相

关性，导致法方程系数阵病态，而且无控制点情况

下属于自由网平差问题，因此为保证解的稳定性

及解决自由网秩亏问题，将定向参数作为虚拟观

测值引入误差方程［１１］：

犞狋 ＝犈狋狋－犾狋犘狋 （５）

　　误差方程总体形式表示为：

犞犜

犞犖

犞

熿

燀

燄

燅狋

＝

０ 犅犜

犃犖 犅犖

犈狋

熿

燀

燄

燅０

狋［］
狓
－

犾犜

犾犖

犾

熿

燀

燄

燅狋

权阵

犘犜

犘犖

犘

熿

燀

燄

燅狋

（６）

　　法方程为：

犖１１ 犖１２

犖２１ 犖
［ ］

２２
［ ］狋
犡
＝

犃Ｔ犖犘犖犾犖 ＋犘狋犾狋

犅Ｔ犜犘犜犾犜 ＋犅
Ｔ
犖犘犖犾

［ ］
犖

（７）

其中

犖１１ ＝犃
Ｔ
犖犘犖犃犖 ＋犘狋犖１２ ＝犃

Ｔ
犖犘犖犅犖犖２１ ＝

犅Ｔ犖犘犖犃犖犖２２ ＝犅
Ｔ
犜犘犜犅犜 ＋犅

Ｔ
犖犘犖犅犖

解算式（７）可得定向参数改正数及加密点坐标改

正数：

［ ］狋
犡
＝
犖１１ 犖１２

犖２１ 犖
［ ］

２２

－１ 犃Ｔ犖犘犖犾犖 ＋犘狋犾狋

犅Ｔ犜犘犜犾犜 ＋犅
Ｔ
犖犘犖犾

［ ］
犖

（８）

式（６）中像点观测值的权根据影像分辨率确定；虚

拟观测值的权采用选权迭代法确定，权初值根

据姿轨测量值的先验精度、像点观测值精度及

其误差预期影响共同确定；空三定位网中影像

像点观测值的权大于新影像上像点观测值

的权。

２　实验及结果分析

采用法国地区４景ＳＰＯＴ５卫星影像作为实

验数据（影像０１～影像０４），并野外实测了２６个

地物点作为控制点与检查点，具体影像参数见

表１，影像区域及野外实测地物点点位分布如图１

所示。

为了进行比较，首先按常规方法采用不同数

量控制点进行区域网平差实验（图２），再根据本

文提出方法，利用空三定位网与新影像联合区域

网平差（表２），根据检查点实际测量坐标与平差

后坐标计算点位中误差进行精度评定，计算结果

如图２、表２所示。

图１　影像区域及野外实测地物点点位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２．１　常规区域网平差

常规区域网平差实验中，首先利用内插的姿

态轨道数据进行无控制点直接定位，由结果

（图２）可知，犡 方向、犢 方向定位精度都在２０ｍ

以上，这是因为姿态轨道测量数据存在系统误差

导致定位精度不高，因此，必须对系统误差进行补

偿。文中将系统误差描述为时间的二次多项式，

采用不同数量控制点进行平差实验，由图２看出

控制点个数增加到５个时，定位精度显著提高，控

制点个数大于６个时，定位精度趋于稳定，说明对

于本实验区域，采用姿轨二次项修正模型，５个控

制点就能消除大部分系统误差。

２．２　 利用空三定位网进行影像定位

本文利用４景影像构成不同方案进行空三定

位网与新影像联合区域网平差实验（表２）。其中

空三定位网由常规区域网平差后精确定向的影像

构建。对比表２与图２，无控制点情况下空三定

位网与新影像联合平差的精度优于常规区域网平

差精度，因为定位网中影像定向参数精确，连接像

点与地面点之间的光线束与光线束理论位置接

近，联合平差解算过程又由于较大权值的设置而

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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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犛犘犗犜５影像的相关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ＰＯＴ５

ＳＰＯＴ５ 影像０１ 影像０２ 影像０３ 影像０４

成像时间 ２００２０８１５ ２００２０８１８ ２００４０８１４ ２００２０７１９

视线角度／（°） ２６．６５ ２６．１３ １．７２ １．８５

分辨率／（ｍ×ｍ） ５×１０ ５×１０ １０ ２．５

图２　常规联合区域网平差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Ｂｕｎｄｌ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发挥主要作用，因此联合区域网平差结果优于常

规无控直接定位的精度。

　　与方案２和方案５相比，方案１和方案４在

无控制点情况下精度可以达到常规区域网平差

（图２）６个控制点时的精度水平，因为这两组实验

中新影像０３分辨率低于定位网中影像分辨率，根

据前述定权策略，对应像点观测值的权重小，空三

定位网中精确定向影像在平差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由两组实验的检查点地面坐标残差（图３）看

出最大残差都出现在点４和点１３，这两点重叠度

低（图１），且在新影像０３上，其余具有多重叠度

的点位残差都在１０ｍ以内，因此当新影像分辨

率低于空三定位网中影像分辨率，而且有较高重

叠度的情况下，无控联合区域网平差可以达到较

高精度。

方案６是将方案１中利用空三定位网定向后

的影像０３纳入影像０１和影像０２构成的定位网

中，再与新影像０４联合区域网平差，由结果看出

定位精度与方案５无控制点自由网平差精度相

当，说明利用空三定位网定向后的影像０３（方案

１）与常规依赖控制点进行区域网平差得到的影像

０３（方案５）定向参数相当，空三定位网方法是影

像定位的另一种途径。

方案７与方案１、方案３相比，新影像数量增至

两景，由结果看出无控制点情况下定位精度下降，

因为新影像中有影像０４，对应像点观测值权大，而

且自由网平差后仍然会有残留系统误差存在于影

像０３和影像０４中，导致定位精度下降。

表２　利用空三定位网与新影像联合定位精度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Ｂｌｏｃ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ＮｅｗＩｍａｇｅｒｙ

实验

方案

参与平差的影像

新影像 空三定位网中影像

控制点

个数

检查点地面坐标中误差／ｍ

犡ＲＭＳ 犢ＲＭＳ 犡犢ＲＭＳ 犣ＲＭＳ

１ 影像０３ 影像０１、影像０２ ０ ６．６０ ６．４３ ９．２１ ６．９２

２ 影像０２ 影像０１、影像０３
０ １１．５０ １０．５６ １５．６１ １１．２１

４ ６．７２ ６．８７ ９．６１ ６．４１

３ 影像０４ 影像０１、影像０２
０ ７．０９ １１．７０ １３．６８ ６．８６

４ ４．２９ ７．０３ ８．２４ ２．９６

４ 影像０３ 影像０１、影像０２影像０４ ０ ５．８７ ６．２６ ８．５８ ６．０４

５ 影像０４ 影像０１、影像０２影像０３
０ ７．６４ １０．２２ １２．７６ ８．７３

３ ６．１３ ６．４０ ８．８６ ６．２６

６ 影像０４
影像０１、影像０２

影像０３（由方案１得到）
０ ８．３９ １０．６５ １３．５６ ９．２０

７ 影像０３影像０４ 影像０１、影像０２
０ ８．０３ ９．８７ １２．７２ １０．７０

３ ５．６０ ７．２１ ９．１３ ４．３４

　　由表２看出，无控制点自由网平差方案２、３、

５、７定位结果虽然优于常规区域网平差，但仍然

残留系统误差，因此选取少量控制点进行系统误

差补偿，结果表明方案２与方案３仅需４个控制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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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方案５与方案７仅需３个控制点就能达到常

规６个控制点时的精度水平，因为空三定位网中

影像定向参数精确，仅作为多余观测参与平差计

算，与常规方法相比，所求定向参数为新影像定向

参数，未知数个数减少，因此，依赖较少控制点就

能实现高精度定位。

图３　方案１与方案５检查点地面坐标残差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Ｆｉｆ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　结　语

本文考虑卫星对地重复观测特性，充分利用

空三成果，提出区域级空三定位网的概念，存储某

一地区遥感影像空三成果及对应的影像信息。推

导出利用空三定位网进行影像几何定位的数学模

型，并给出权值确定方法。实验证明，利用空三定

位网进行无控制或稀少控制下影像定位是可行

的，为影像几何定位提供了另一有效途径。与常

规区域网平差方法相比，利用空三定位网进行无

控制点影像定位精度有所提高；达到相同精度，利

用空三定位网需要较少控制点。如果我国国家尺

度空三定位网建成，新影像可以直接通过空三定

位网联合平差实现高精度无控制点定位，能提高

影像实时化几何处理效率与影像利用率。进一步

将研究利用不同传感器所获取影像构建空三定位

网及几何定位的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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