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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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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2005年                               参考图（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变化类别）

图2   实验区及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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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值结果                             RoF_Gabor_SCVs                           RoF_Gabor_PC1-25_SCVs

图3   基于旋转森林的不同特征组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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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象的多源数据变化检测方法研究

许淑淑
（上海市测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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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影像多尺度分割结果2016（左）、2019（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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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局部放大图2016（左）、2019（右）

（a）2016年影像分类结果                                                                          （b）2019年影像分类结果

图4   影像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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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变化检测结果图

图6   在2016年分类结果图上叠加变化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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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控制点图元库的北京二号影像几何校正

赵丽敏
（上海市测绘院） 

图1   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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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京二号256像素*256像素控制点影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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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控制点影像数据库结构

𝐻𝐻(𝑥𝑥, 𝜎𝜎) = [
𝐿𝐿𝑥𝑥𝑥𝑥(𝑥𝑥, 𝜎𝜎) 𝐿𝐿𝑥𝑥𝑥𝑥(𝑥𝑥, 𝜎𝜎)
𝐿𝐿𝑥𝑥𝑥𝑥(𝑥𝑥, 𝜎𝜎) 𝐿𝐿𝑥𝑥𝑥𝑥(𝑥𝑥, 𝜎𝜎)

]  

𝐺𝐺(𝑡𝑡) = 𝜕𝜕2𝑔𝑔(𝑡𝑡)
𝜕𝜕𝜕𝜕2    



－15－2020年 第4期

det(𝐻𝐻) = 𝐿𝐿𝑥𝑥𝑥𝑥𝐿𝐿𝑦𝑦𝑦𝑦 − (0.9𝐿𝐿𝑦𝑦𝑦𝑦)
2
  

基于控制点图元库                                                                            参考影像直接匹配

图3   控制点分布图

𝑠𝑠 = √(𝑥𝑥 − 𝑥𝑥′)2 + (𝑦𝑦 − 𝑦𝑦′)2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 (𝑥𝑥 − 𝑥𝑥′)2 + (𝑦𝑦 − 𝑦𝑦′)2𝑛𝑛
𝑖𝑖=1

𝑛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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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控制点误差数据

编号
控制点图元几何校正 参考影像几何校正

X 残差（m） Y 残差（m） 中误差（m） X 残差（m） Y 残差（m） 中误差（m）
1 0.473 0.536 0.715 1.805 -0.451 1.861 

2 0.058 1.013 1.015 0.457 0.340 0.570 

3 -0.320 -0.508 0.601 0.934 -1.214 1.532

4 0.273 1.359 1.386 2.186 0.629 2.275

5 0.526 0.387 0.654 1.058 0.218 1.080 

6 -0.497 0.015 0.497 0.800 -0.451 0.918 

7 0.454 0.134 0.474 0.191 -1.015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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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效率评价

对几何校正时影像控制点匹配的效率进行评 

价。通过运算耗时对比，对控制点库进行自动匹

配的运算时间少于直接对参考影像自动匹配的时

间。由此可见，对于海量卫星影像数据处理能够

缩短纠正处理周期，提高生产效率。

表3   控制点匹配耗时对比

影像类型
控制点匹配耗时

控制点图元几何校正 参考影像几何校正
北京二号 1 min 3 min

4.2 实验结论与展望

为了提高卫星遥感数据几何校正的生产效率

与校正精度，本文进行了基于控制点图元库的卫

星影像自动几何校正的研究。对北京二号进行几

何校正实验的结果表明，利用控制点图元库进行

几何校正比采用参考影像进行几何校正具有较高

（续表）

编号
控制点图元几何校正 参考影像几何校正

X 残差（m） Y 残差（m） 中误差（m） X 残差（m） Y 残差（m） 中误差（m）
8 0.085 0.439 0.447 1.179 0.116 1.185 

9 -0.560 0.596 0.818 -1.062  0.560 1.200

10 0.340 0.141  0.368 1.056 -0.053 1.057

11 0.259 0.345 0.431 0.639 0.148 0.656 

12 0.017 0.527 0.527 -0.083 0.592 0.598 

13 -0.039 0.945 0.945 -0.467 1.531 1.600 

14 -0.794 0.356 0.870 -0.558 0.378 0.674 

15 -0.606 -0.185 0.634 0.365 0.674 0.767

16 -0.516 1.136 1.248 1.047 0.704 1.261 

RMSE 0.623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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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测合一竣工数

据

倾斜摄影外业数

据采集

提取建筑特征框

架和高度属性

白模成果 内业处理成果

纹理自动映射及

后期修改

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

精度超限
精度超限、

原始照片分辨率超限

模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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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精地图要素质量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点云精度
平面中误差 约 7cm

高程中误差 约 5cm

经过超分辨率算法处理后的worldview高分

卫星数据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30cm，这使得可

以在卫星影像中识别出交通标线的信息，可以利

用卫星影像进行交通标线等地物的判断更新。而

卫星影像的时间分辨率通常可以达到同一地区数

天就更新一次，甚至特别地区每天可以更新多次

卫星影像，可以实现近实时变化信息的提取与分

析，这不仅减少了实际交通要素的外业实地调查

成本，并且在处理效率上大大提升。在未来，随

着影像时间、空间分辨率的进一步提升，卫星影

像变化检测算法准确性、鲁棒性的不断增强，利

用高分卫星影像进行导航地图的更新绘制将越来

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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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等级 相对精度（cm） 绝对精度（cm） 实体类别
一级 ≤ 5 ≤ 10 建（构）筑物“坚强点”以及上部主体结构

二级 ≤ 10 ≤ 10 建 ( 构 ) 筑物下部结构及附属设施、交通及附属设施、地上管线设施

三级 ≤ 20 ≤ 25 水系及附属设施、地下管线设施、地下空间设施、植被、地貌等其它实体

表1    示范区平面精度要求

    注：坚强点是建、构筑物上部主体结构的墙角特征点，具有很强的建筑物空间位置信息的表征作用。

精度等级 绝对精度（cm） 实体类别
一级 ≤ 5 城市道路和堤坝等坚实地面

二级 ≤ 10 市道路两侧区域，街坊内部坚实地面，建（构）筑物女儿墙、城市部件等

三级 ≤ 20 除道路外的部件及其它

表2    示范区高程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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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模型+无畸变
影像

激光点云扫描数
据

数字化实测

数据检查 补测

数据融合与分块

内业采编（矢量提取与内业
编辑）

综合调绘

内业编辑
（编图/属性/注记/整饰）

质量检查

全要素地形数据

管线普查数据

缺、漏

数据质量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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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GPS控制网的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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