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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航帶推掃式衛星方位平差及影像正射化 

劉建良 1    陳良健 2 

摘要 

對於大範圍土地利用監測應用，單張衛星影像可能無法涵蓋目標區域。以多軌道正射影像，經鑲嵌

可得到大範圍正射影像。若不同軌道衛星影像單獨進行方位重建，可能造成相同地面點在兩張正射影像

上不重合，使鑲嵌後之正射影像在接縫處有錯開的現象。欲減少此現象，在軌道幾何校正時區域平差為

較佳的方式。本研究將提出一個軌道區域平差模式，其主要工作包括(1)建立載體參數修正模式、(2)計算

航帶連結點修正向量、(3)以最小二乘過濾法進行衛星軌道精密修正及(4)影像正射化，最終進行正射影像

鑲嵌。 

實驗結果顯示，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軌道區域平差後，軌道間相對誤差小於 6 公尺，且減少鑲嵌影

像接縫處錯開現象。 

關鍵詞：區域平差、軌道修正、最小二乘過濾模式、航帶連結點、影像正射化 

1. 前言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因應人類對賴以生存的動態環境瞭解需求日

殷，許多不同功能之資源衛星已發射提供影像作使

用者之用(Nagler & Rott, 1998)。隨著衛星影像解析

力之提升，衛星影像所能提供之資料將更為詳盡，

而地理資訊系統(GIS)之普及使衛星影像之應用更

加廣泛。於地理資訊系統中欲進行衛星影像與其他

相關資料整合時，必須將所有資料建立在相同坐標

系統上，因此衛星影像正射化幾何改正為衛星影像

整合及分析時重要之工作項目。 

對於大範圍土地利用監測之應用，單張衛星

影像可能無法涵蓋目標區域的所有範圍。以多軌道

之衛星影像進行影像正射化，經鑲嵌得到大範圍之

正射化衛星影像，此一正射影像可提供大區域的影

像資料並可與其他相關資料整合。若不同軌道之衛

星影像單獨進行方位重建，每一軌道之衛星影像都

是獨立進行幾何改正。這種方式有可能造成在重疊

區中相同之地面點，在兩張正射影像上不重合，使

得鑲嵌後之正射影像在接縫處有模糊或不連續的

現象。欲提升正射影像間之相對精度，以減少影像

不連續的現象，在軌道幾何校正時使用區域平差是

較佳的方式。 

造成正射影像在重疊區中不重合的原因有很

多，如數值高程模型(DTM)的品質、人工量測控制

點之誤差、地面控制點(GCP)本身的誤差等…。本

研究是針對衛星軌道進行修正。本研究將提出一個

軌道區域平差之模式，同時對多個軌道進行軌道修

正，以提升軌道間之相對精度，並改善正射影像間

銜接之品質。 

1.2. 研究方法及內容 
常用資源衛星方位求解方法有二，一為載體

參數修正模式(Chen & Teo, 2001)配合最小二乘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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濾法，二為光束法平差模式(Westin, 1990)配合最小

二乘過濾法。由於衛星飛行高度較高，外方位參數

中位置與姿態參數的相關性甚高， Chen & Chang 

(1998)針對 SPOT 影像載體參數修正模式，充份利

用載體資料，以載體資料做為衛星外方位參數之起

始值，並以少量控制點進行方位參數之修正。

O＇Neill 及 Dowman (1988)提出使用傳統的航測技

術，以共線式為基礎，使用時間函數描述衛星外方

位參數，經由地面控制點及光束法平差模式進行方

位求解。這兩種方位求解均對只單一軌道進行修

正，並無考慮多軌道間航帶連結點觀測向量交會之

幾何關係。 

Toutin(2003)對資源衛星影像提出光束法區域

平差。以三維參數模型(3D Parametric Model)取代共

線條件式。使用光束法配合具高程之航帶連結點，

同時計算多張影像之三維參數模型。此以方法可減

少地面控制點數量，並提升軌道間之相對精度，也

可得到較佳之鑲嵌影像，但其航帶連結點必須具有

高程困難度較高。而本研究中航帶連結點之高程，

是由數值高程模型配合航帶連結點之像坐標求得。 

資源衛星在規劃拍攝任務時，除非是以產生

數值高程模型(DEM)為目的時，會拍攝重疊範圍大

且觀測向量交會角大之立體對。一般對於國土監測

及土地利用監測等應用任務時為增加取樣範圍，航

帶間重疊百分比通常不會太大(以福衛二號之標準

運作為例，亦約為 10%)，此外，一般而言此種拍

攝任務航帶間觀測向量夾角亦不會太大，因此傳統

光束法平差並不適用。本研究以最小二乘過濾法配

合航帶連結點進行區域平差，並對航帶連結點加入

高程的約制條件，因此本方法不受航帶間重疊百分

比及觀測向量夾角之限制。 

載體參數修正模式修正衛星軌道之全區誤

差，而最小二乘過濾法修正衛星軌道之局部誤差。

本研究擬於航帶重疊區中加入航帶連結點，以數值

高程模型作為高程約制。在最小二乘過濾法中同時

以地面控制點及航帶連結點作為參考點來修正衛

星軌道，藉以提升衛星軌道間相對精度。本研究將

航帶連結點加入最小二乘過濾法進行區域平差，並

對航帶連結點加入高程約制，故並不同於光束法為

三維之區域平差。 

本文將針對 SPOT 5 衛星，使用衛星提供之載

體資料配合地面控制點，進行多軌道之區域平差及

影像正射化。其主要工作可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

段為衛星軌道區域平差，第二階段為衛星影像正射

化及正射影像鑲嵌。在第一階段中將建立載體參數

修正模式(Chen & Teo, 2001)進行初步衛星軌道密

合，計算航帶連結點之修正向量，再以最小二乘過

濾法進行衛星軌道精密修正。第二階段中將使用逆

轉換模式進行衛星影像正射化，並進行正射影像鑲

嵌。 

載體參數修正模式之主要工作是以多項式描

述衛星軌道修正量，並配合少量地面控制點對衛星

軌道進行初步修正。計算航帶連結點之修正向量主

要工作，是以經初步修正後之軌道，配合數值高程

模型計算航帶連結點之殘差，提供給最小二乘過濾

法的步驟中使用。最終以最小二乘過濾法配合控制

點及航帶連結點，進行軌道區域平差。 

逆轉換模式之主要工作為給定三維物空間

之坐標，利用數值方法計算所對應之二維像坐標，

經重新取樣後可得正射影像。由於逐點逆轉換模式

運算效率不佳，為提升逐點逆轉換模式之運算效

率，使用網格化方式將影像分成區塊進行處理。正

射影像鑲嵌包含兩個部份，第ㄧ部份是重疊區影像

灰階值調整，將兩張正射影像重疊區的整體灰階值

調整至相近似。第二部分是進行影像接合，將多張

正射影像接合成大範圍之正射影像。 

2. 影像方位重建 
一般而言衛星之載體資料包括衛星掃描攝影

時之衛星狀況及相關資料，故可利用載體資料計算

衛星成像時的軌道位置及觀測向量。由於直接利用

載體資料所求得的衛星軌道具有誤差，故需配合已

知的地面控制點，以最小二乘法平差對衛星之軌道

加以修正。修正後之軌道仍具有局部系統性之誤

差，以最小二乘過濾法進行軌道精密修正可消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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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之誤差(張智安,2002)。在最小二乘過濾法中

如僅用地面控制點進行修正，各軌道間之相對誤差

仍然存在，因此需使用地面控制點及航帶連結點進

行軌道區域平差對衛星之軌道進行精密修正。 

本研究首先使用載體參數修正模式，進行單

軌影像之軌道密合。以密合後之軌道配合航帶連結

點之像坐標，與數值高程模型計算航帶連結點之殘

差。再以地面控制點及航帶連結點作為參考點，進

行最小二乘過濾法。在最小二乘過濾法步驟中，同

時以地面控制點及航帶連結點修正軌道。本研究中

假設軌道位置三維方向獨立不相關，以三個一維之

最小二乘過濾法實施軌道精密修正。本研究將針對

多航帶資源衛星影像，建立一個軌道區域平差之程

序，研究流程如圖 2.1 所示 

 
 

 
 
 
 
 
 
 
 
 
 
 

 

 

圖 2.1 軌道區域平差流程圖 

圖 2.1 研究流程圖 

 

2.1. 載體參數修正模式 
由於衛星載體資料具誤差，故觀測向量無法通

過其對應之地面控制點。因此需使用地面控制點配

合初始軌道進行初步修正。一般而言資源衛星飛行

高度很高且視角小，以 SPOT 5 衛星為例高度 823

公里且視角僅 4.125 度，在此小視角的情況下，衛

星位置及姿態將會產生高相關。因此在維持觀測方

向不變下，固定衛星姿態僅修正衛星位置。以時間

低次多項式描述軌道之修正量，利用空間中直線方

程式配合地面控制點以最小二乘法求解修正量。 

由衛星之載體資料配合控制點像坐標可得對

應之觀測向量，如圖 2.2 所示。 

( )azayaxa U,U,UU =
v

向量即為控制點對應之像 

坐標的觀測向量，此向量是由控制點像坐標，經由 

一連串轉換公式，計算得到該控制點所對應之觀測

向量(張智安,2002)，而此向量是在 WGS84 坐標系 

統中。( )000 Z,Y,X 為該控制點對應之像坐標的衛 

星位置。由於載體資料具誤差，觀測向量無法通過

其對應之地面控制點。虛線之弧線部份表示修正前

之初始軌道，控制點對應觀測向量無法通過控制

各軌道之衛
星影像

星曆
資料

控制點
資料

分別進行衛星軌道密合

以光線追蹤法求各Tie 
point之修正向量

最小二乘軌道精密修正

影像正射化

成果驗證

DTM
Tie point 
影像坐標

最最小小二二乘乘過過濾濾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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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實線部份表示修正後軌道，在空間中觀測向

量不變的情況下，修正軌道位置。 

如圖 2.3 所示，(X,Y,Z)表示為 WGS84 直角坐

標系統，虛線之橢圓為衛星之軌道， P
r

為衛星位

置與地心所構成之向量， G
r

為地面控制點與地心

所構成之向量，U
r

為單位觀測向量，Ｓ為尺度量。

地面控制點、衛星軌道位置及觀測方向此三者之關

係可使用式 2-1 表示。在 WGS84 直角坐標系統中，

P
r

、G
r

及U
r

各有三個分量，式 2-2 為式 2-1 以向

量分量的方式表示之。 

 

     

圖 2.2 衛星軌道修正 (張智安,2002)               圖 2.3 空間中直線方程式 (張智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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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i, Yi, Zi=控制點地面坐標 

x(ti), y(ti), z(ti)=修正後衛星位置 

uxi, uyi, uzi=控制點所對應觀測向量 

x0,y0,z0=修正前衛星位置 

a0~c1=未知參數 

Si=尺度量 

t=時間 

將上述式 2-3 帶入式 2-2 後，每一個控制點可

組成三個觀測方程式： 

 

izii100z

iyii100y

ixii100x

Z-u*Sv

Y-u*Sv
X-u*Sv

+⋅++=

+⋅++=
+⋅++=

tc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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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當控制點點數大於 5 時，則其間接平差觀測方

程式如下： 

C∆BV −⋅=  (2-5)

由最小二乘法，得未知數解為： 

( ) )(1 CPBBPB∆ TT ⋅⋅⋅⋅⋅=
−

 (2-6)

2.2最小二乘過濾法軌道精密 

修正 

前述衛星軌道密合是以最小二乘法平差，配合

地面控制點修正軌道，但僅修正軌道整體性之誤

差，無法對軌道局部性之誤差進行修正。故以最小

二乘過濾法(Mikhail, 1982)(亦稱最小二乘配置法)，

進行軌道精密修正。將航帶連結點加入最小二乘過

濾法中，同時考慮控制點及航帶連結點之殘差。藉

由最小二乘過濾法同時對軌道之局部誤差及相對

誤差進行修正，達到軌道區域平差的目的，提升軌

道間之相對精度。 

GCPGCP 

GCP 

觀測向量Ua 

衛星軌道
修正後 

修正前 ( x0 ,y0 ,z0) 

( x,y,z) 



劉建良、陳良健：多航帶推掃式衛星方位平差及影像正射化 

 

217

2.2.1 航帶連結點之修正向量 

本研究將航帶連結點加入最小二乘過濾法進

行區域平差，在最小二乘過濾法中，以控制點及航

帶連結點作為參考點，同時考慮控制點及航帶連結

點的影響。在最小二乘過濾法中必須要有參考點之

參考量，所以需要先計算航帶連結點之修正向量，

才能進行最小二乘過濾法。 

本研究之對象為以土地利用監測(正射化處理)

為導向之多軌道衛星影像，其幾何交會條件可能較

差，若直接用觀測向量以交會方式求得航帶連結點

之地面位置，其精度較差。所以需要加入高程方向

上的約制，藉此提升其精度。 

2.2.1.1 光線追蹤法 

進行光線追蹤法首先要計算航帶連結點之觀

測向量，利用經載體參數修正模式完成密合後之衛

星軌道，配合航帶連結點之像坐標，可以得到該點

相對應之觀測向量。先任意給一高程 starth 與觀測

向量相交如圖 2.4，可得到該交會點之地面坐標

(X,Y)。將該點地面坐標(X,Y)放到數值高程模型中

內插出該點高程 1h ，再以此新的高程 1h 與觀測向

量相交，可以得到新的地面坐標(X`,Y`)。重複此一

步驟直到前後兩次的高程差異小於 0.1 公尺才停止

迭代，以最後一次迭代所交會得到之平面坐標及由

數值高程模型內插得到之高程坐標，作為該航帶連

結點之地面三維坐標。 

2.2.1.2 計算航帶連結點之修正向量 

同一個航帶連結點會出現在兩個以上不同軌

道之衛星影像上，如圖 2.5 所示兩個不同軌道 a,b

之衛星影像均有同ㄧ個航帶連結點。以這兩個不同

軌道衛星影像上之航帶連結點像坐標，分別進行光

線追蹤法求算到該航帶連結點觀測向量與數值高

程模型交會之地表位置 A,B。在本研究中以地面點

位置 A,B 之中點做為約制，用以計算修正向量。以

A,B 兩點之中點做為約制，而航帶連結點在軌道 a

之修正向量及為 A 點到中點之向量，航帶連結點

在軌道 b 之修正向量及為 B 點到中點之向量。 

 

 

        

圖 2.4 光線追蹤法示意圖                     圖 2.5 航帶連結點地面位置示意圖 

 

2.2.2.最小二乘過濾法 

在此假設軌道位置三維方向獨立不相關，以三

個一維之最小二乘過濾模式實施軌道精密修正，以

修正局部性之誤差，衛星軌道精密修正使用之最小

二乘過濾模式函數如下： 

→
−

→

Σ= kkkk v1][σρ  k=x 或 y 或 z 三維方向 (2-7)

進行最小二乘過濾法時，參考點包括地面控制

點及航帶連結點。其中 kρ 為經最小二乘過濾法後

待求點於 k 方向上的修正量，
→

kσ 為待求點與每個

參考點於 k 方向之協變方， kΣ 為參考點間在 k 方

向之協變方矩陣，→

kv 為每個參考點在 k 方向上之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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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參考點之殘差可使用光線追蹤法求得。在最小

二乘過濾法的計算中，協變方矩陣可由下列三種方

式取得： 

1.由理論上的已知協變方函數取得。 

2.由實際的抽樣資料計算協變方估值，組成協變

方矩陣。 

3.由多次協變方估值的經驗中值(Empirical Means)

組成協變方矩陣。 

由於本研究參考點點數不夠多，所以最小二乘

過濾法中之協變方矩陣無法由實際之參考點直接

計算，因此使用協變方函數去組成協變方矩陣，在

此採用一個遞減之高斯函數(如圖 2.6 所示)進行給

定。其形式如下： 

⎪⎭

⎪
⎬
⎫

⎪⎩

⎪
⎨
⎧

=
≠=

−

0,
0,var

2

max
)146.2(

dif
difecianceCo

k

d
d

　　

　　　

µ

 
(2-8)

  其中 ( )nR-1c = ，d 為點位間之距離，dmax

為點位間之最大距離，μk 為參考點地面坐標在 k

方向之殘差變方，Rｎ為預設之雜訊變方與觀測量

變方之比值，研究中使用 Rｎ=0.2，常數 2.146 表示

d=dmax 時，協變函數之值為 ( ) knR-10.01 µ  [Chen 

& Chang, 1998]。 

 

圖2.6 最小二乘過濾法所使用之協變方函數

 (張智安,2002) 

3. 影像正射化 
得到精密衛星軌道後，即表示衛星在攝像時刻

其所對應之位置及觀測向量皆為已知，即可進行影

像正射化。一般而言，影像正射化可分為光線追蹤

模式及逆轉換模式。由於逆轉換模式較光線追蹤模

式而言有較多之優點(Kim et al, 2001)，本研究將使

用逆轉換模式進行影像正射化。 

3.1. 逆轉換模式 
得到精密衛星軌道及對應之數值高程模型，

配合逆轉換模式可建立物空間及像空間之關係(張

智安,2002)。圖 3.1 所示為逆轉換模式之示意圖，在

影像所涵蓋之範圍內，令 )(tr 向量為地面上任意點

位置Ａ與衛星在任意時刻 t 之投影中心所構成之觀

測向量。在成像時，當地面上位置 A 之對應像點 a

出現在成像面上時，在此一時刻 )(tr 必在成像面

上，即此一時刻 t 將使得 )(tr 與成像面法向量相垂

直，即其內積為零。 

在任意時刻 t 時，令 )(tr 為地面上任意點位

置 A 與衛星在時刻 t 之投影中心所構成之觀測向

量， )(tn 為垂直於成像面之成像面法向量，定義

函數 f(t)為共面函數，表示如下： 

)()()( tntrtf •=  (3-1)

在本研究中，使用牛頓迭代法解非線性方程

式(3-1)，計算 f(t)=0 時所對應之時間 t，迭代關係式

可表示如下： 

tttfttf
tft

tf
tftt

nn

n
n

n

n
nn ∆∆−−∆+

−=−=+ 2/)]()([
)(

)('
)(

1 (3-2)

其中 n 為迭代數次，△t 則設定為每條掃描線

取樣時間，在本研究中當｜tn-tn+1｜<0.1msec，則視

為收斂。 

X

Z

Y
A

a

normal vector n(t) Projection CenterSatellite Orbit after precision
correction

Satellite CCD array
scanning surface

Principal
plane

Ground surface

r(t)

圖 3.1 逆轉換模式示意圖(張智安,2002) 

0 1 

c 

d /dmax 

Covariance 

µk 
rn µ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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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求解到時間 t 後，即能決定像坐標之成像

面，其所對應於平行飛行方向上之像坐標為: 

Line=(t-t0)/△t (3-3) 

 其中 t 為成像時間，t0 為第一條掃描線之成像

時間，△t 為每條掃描線取樣時間間隔。 

已知時間 t 所對應之成像面，垂直飛行方向

上之像坐標，即可由觀測向量 )(tr 與第一個 CCD

的觀測向量求得。如圖 3.2 所示， fV 為第一個 CCD

對應之觀測向量， lV 為最後一個 CCD 對應之觀測

向量，使用向量內積可求得 )(tr 和 fV 間之夾角

s，FOV 為衛星之視角，垂直飛行方向上之像坐標

為： 

Sample= (s / FOV)*CCD 數量 

 

(3-4)

 

 
 
 

 
 
 
圖 3.2 計算衛星像坐標之示意圖

(張智安,2002) 

3.2. 影像重新取樣 

經由逆轉換模式所得像坐標並非整數像元，故

需要進行重新取樣，以取得非整數值的灰度值。本

研究中使用 Cubic Convolution (Richards,1986)進行

灰度值內插，沿著網格化之地面坐標以前述方法運

算，最後可得所需地面範圍之正射影像。 

3.3. 區塊逆轉換模式 
使用逆轉換模式逐點進行影像正射化之運算

效率不佳，為提升影像正射化之效率，本研究中，

假設地表在小範圍內地形起伏很小，地形所造成的

高差移位量在小區域內，可視為線性之變化。這是

因為衛星飛行高度較高且 FOV 較小，使到高差移

位的方向會有很高的一致性。因此採網格化方式將

影像分成區塊處理，逐區進行影像正射化，以提升

運算效率(SPOT IMAGE,2002)。圖 3.3.為提升影像正

射化效率之示意圖。 

Hmin

Hmax
H’

Sample

Line

E

N

H

圖 3.3 提升影像正射化效率之示意圖(張智安,2002)

4. 正射影像鑲嵌 
由於任ㄧ影像必定有其涵蓋範圍的限制，藉由

影像鑲嵌可以將大範圍的地面資料整合在同一張

影像上。對於土地利用監測之應用所需要之影像，

其涵蓋的區域要廣，單一軌道之影像不一定能夠提

供目標區域全部的影像，所以需要以多軌道之影像

經由鑲嵌的到大範圍之影像。 

4.1. 重疊區影像灰度值匹配 
由於多軌道衛星拍攝時間不同，其拍攝角度、

太陽輻射量均不相同，而造成接收到之影像灰階值

有所差異。故需要對重疊區域的影像做灰度值調

整，本研究使用直方圖匹配法(Histogram Matching)

進行重疊區影像灰度值調整。直方圖匹配法係分別

統計參考影像及套合影像的影像灰階直方圖，並調

整套合影像的直方圖使其累積灰階直方圖形狀與

參考影像相似。 

4.2. 影像接合 
多軌道之影像經幾何改正及上述灰度值調整

後，進一步使接縫區域之影像更連續，因此對接縫

處之重疊區域的灰度值再加以處理。處理時之數學

模式採加權平均，權之釐定依內插點與兩影像內插

範圍之距離取倒數。 

Projection 

fV
v

lV
v

)(tr

FOV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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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兩張正射影像疊合後可標示出重疊區域，選

擇一簡單直線之接縫線如上圖中紅線部份。在鑲嵌

後之影像中非重疊區域之灰度值，是直接以經前述

影像灰度值調整後之影像的灰度值填入。在重疊區

內以接縫線為中心向左右分別開一定距離之緩衝

區，鑲嵌後影像在緩衝區外的部份，先判斷較靠近

哪一張影像，再以該影像經灰度值調整後之灰度值

直接填入。而緩衝區內影像的灰度值則是對兩個影

像上之灰度值進行加權平均，權之釐定依內差點與

兩影像緩衝區邊界之距離取倒數。 

5. 實驗結果及分析 
實驗程序可分為三部份，即軌道修正精度評

估，影像正射化精度評估及正射影像鑲嵌之成果三

部份。軌道修正精度評估中以最小二乘過濾法進行

測試。影像正射化精度評估中，將以逆轉換模式進

行影像正射化，並對正射影像進行物空間坐標量測

以檢核其精度。正射影像鑲嵌之成果部分，將加入

航帶連結點進行軌道區域平差所得到之鑲嵌影

像，與以單張影像軌道修正所得到之鑲嵌影像進行

比較。 

5.1. 實驗資料 
本試驗中所使用的資料為中台灣之衛星影

像，範圍由西海岸橫跨台灣到東海岸。此衛星影像

為 SPOT 5 三個不同軌道之衛星影像，而每一個軌

道各別有一張影像，取樣時間分別為 2003 年 6 月

21 日、2003 年 5 月 31 日及 2003 年 7 月 1 日。三張

影像近似位置如圖 5.1 中黃色矩形位置，三張影像

間有重疊區域，重疊區的情形如圖 5.2 重疊百分比

大約為 10%，其他影像資料如表 5.1 示，原始影像

如圖 5.3 示。 

測試中使用農委會提供，由臺灣省林務局農林

航空測量所製作之 40 公尺解析力數值高程模型

(DTM)。測試資料所對應之數值高程模型如圖 5.4

所示，測試影像所對應之 DTM 區域其地形起伏為

0 到 3740 公尺。 

 
 

 
 

 
                                      圖 5.2 重疊區域示意圖 

 

 
 

 

圖 5.1 影像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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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測試資料 

 軌道一 軌道二 軌道三 

日期 2003/6/21 2003/5/31 2003/7/1 

解析力 2.5m(Supermode) 2.5m(Supermode) 2.5m(Supermode) 

影像大小 24000*24000(pixel) 24000*24000(pixel) 24000*24000(pixel) 

入射角 5.21° 5.65° -14.76° 

 
 

       
(a) (b) 

 

 

 
(c) 

圖 5.3 原始影像 

(a)軌道一 (b)軌道二 (c)軌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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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測試區數值高程模型 

 

 

測試中地面控制點及檢核點之取得，由台灣五

千份之一相片基本圖測量取得。軌道一共量得地面

控制點及檢核點 34 個，軌道二共量得地面控制點

及檢核點 21 個，軌道三共量得地面控制點及檢核

點 21 個。測試中之航帶連結點僅需要其影像坐

標，航帶連結點是由人工量測重疊區中明銳好辨識

之地表點。軌道一與軌道二之重疊區中共量得航帶

連結點 36 個，軌道二與軌道三之重疊區中共量得

航帶連結點 26 個。 

5.2. 軌道修正之精度評估 
使用上述測試區，最小二乘過濾法進行多軌道

之區域平差，評估軌道間之相對精度及各軌道之絕

對精度。 

5.2.1. 精度評估方法 

精度評估方法分為兩個部份，第ㄧ部分是軌道

之絕對精度，第二部份是軌道間之相對精度。軌道

之絕對精度是以修正後之軌道，配合檢核點像坐標

可得其對應之觀測向量，並使用已知的檢核點高

程，以光線追蹤法求得檢核點之地面坐標(E,N)。

再與已知的檢核點地面坐標(E`,N`)比較，以計算檢

核點殘差之平均值及均方根誤差(RMSE)。軌道間

之相對精度是以修正後之軌道，配合檢核用之航帶

連結點像坐標及數值高程模型，以光線追蹤法求解

其地面坐標(E,N)。同一個航帶連結點會出現在兩

張的影像中，所以可得到兩組地面坐標。計算兩組

地面坐標間之偏差，並計算此偏差之平均值及均方

根誤差(RMSE)  

5.2.2. 絕對精度評估 

軌道經過一維之最小二乘過濾法平差後，以光

線追蹤法，求出像坐標所對應之地面坐標，以檢核

軌道修正之絕對誤差，測試區之誤差向量如圖

5.5、圖 5.6 及圖 5.7 所示。虛線範圍是測試區範圍，

圓形標示者為控制點誤差向量，以十字標示者為檢

核點誤差向量。圖 5.5(a)、圖 5.6(a)及圖 5.7(a)在最

小二乘過濾法中並未加入航帶連結點。圖 5.5(b)、

圖 5.6(b)及圖 5.7(b)在最小二乘過濾法平差中有加

入航帶連結點。 

比較未加入及加入航帶連結點所得到之誤差

向量圖，可以發現檢核點在重疊區附近時，會受到

航帶連結點加入平差，其誤差向量有被拉扯的情

形。若檢核點離重疊區較遠時，便不會受到航帶連

結點加入平差的影響。整理一維之最小二乘過濾法

平差絕對精度成果如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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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5 一維最小二乘過濾法軌道一絕對誤差向量圖 

(a)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a)                                      (b) 

圖 5.6 一維最小二乘過濾法軌道二絕對誤差向量圖 

(a)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a)                                       (b) 

圖 5.7 一維最小二乘過濾法軌道三絕對誤差向量圖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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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一維最小二乘過濾法絶對精度評估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軌道一 軌道二 軌道三 
單位:公尺 

E N E N E N 

平均誤差 0.00 -0.02 0.00 0.03 0.08 0.02 
地面控制點 

均方根誤差 2.30 1.28 2.81 2.12 1.57 3.07 

平均誤差 -0.58 0.52 0.66 0.70 -1.93 5.29 
檢核點 

均方根誤差 4.77 2.60 3.23 5.83 5.62 7.60 

加入航帶連結點 

軌道一 軌道二 軌道三 
單位:公尺 

E N E N E N 

平均誤差 -0.57 0.7 -2.03 2.25 2.21 -3.7 
地面控制點 

均方根誤差 2.78 1.29 6.8 3.95 4.66 7.36 

平均誤差 -1.43 1.47 -0.32 2.07 0.55 0.62 
檢核點 

均方根誤差 4.51 3.2 8.02 8.54 5.39 3.26 

 

比較上述精度評估成果，將其中檢核點之均方

根誤差製成表 5.3，以在平差過程中加入航帶連結

點前後所得之檢核點均分根誤差相減。在軌道ㄧ加

入航帶連結點後，在 E 方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降

低 0.26 公尺，在 N 方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增加

0.6 公尺。在軌道二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在 E 方向

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增加 4.79 公尺，在 N 方向上

檢核點均方根誤差增加 2.71 公尺。在軌道三加入

航帶連結點後，在 E 方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降低

0.23 公尺，在 N 方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降低 4.34

公尺。由表 5.3.可以發現在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平

差後，軌道ㄧ之絕對精度其改變很小，並沒有因加

入航帶連結點而有很大的改變。其餘軌道二及軌道

三，由於其檢核點數目太少，造成均方根誤差不是

很穩定，有明顯的震盪。 

表 5.3.  一維最小二乘過濾法絶對精度比較 

軌道一 軌道二 軌道三 
單位:公尺 

E N E N E N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4.77 2.6 3.23 5.83 5.62 7.6 

加入航帶連結點 4.51 3.2 8.02 8.54 5.39 3.26 

未加入-加入 0.26 -0.6 -4.79 -2.71 0.23 4.34 

 

5.2.3. 相對精度評估 

軌道經過一維之最小二乘過濾法平差後，以光

線追蹤法配合數值高程模型，求出航帶連結點像坐

標所對應地面坐標，以檢核軌道之相對誤差，測試

區之相對誤差向量如圖 5.8 及圖 5.9 所示。圖 5.8(a)

及圖 5.9(a)在最小二乘過濾法中並未加入航帶連結 

 

點。圖 5.8(b)及圖 5.9(b)在最小二乘過濾法中有加入

航帶連結點。在未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平差時，在

相對誤差向量圖中可以發現明顯的系統性偏差。在

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平差後，大部分的系統性偏差

都被消除，僅殘留少量局部的系統性偏差。整理一

維之最小二乘過濾法平差相對精度成果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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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5.8 一維最小二乘過濾法軌道一與軌道二間相對誤差向量圖 

(a)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a)                                      (b) 

圖 5.9 一維最小二乘過濾法軌道二與軌道三間相對誤差向量圖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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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一維最小二乘過濾法相對精度評估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軌道一&二 軌道二&三 
單位:公尺 

E N E N 

平均誤差 8.93 -5.58 -27.02 27.8 
控制之航帶連結點 

均方根誤差 10.39 6.60 28.43 28.32 

平均誤差 9.97 -6.04 -22.88 27.12 
檢核之航帶連結點 

均方根誤差 10.82 7.35 23.91 27.8 

加入航帶連結點 

軌道一&二 軌道二&三 
單位:公尺 

E N E N 

平均誤差 1.06 -0.66 -4.83 5.02 
控制之航帶連結點 

均方根誤差 2.66 1.68 6.77 6.24 

平均誤差 1.79 -0.86 -1.45 4.24 
檢核之航帶連結點 

均方根誤差 2.19 2.08 4.96 6.37 

 

比較上述精度評估成果，將其中檢核用航帶連

結點之均方根誤差製成表 5.5，以在平差過程中加

入航帶連結點前後所得的之檢核用航帶連結點均

分根誤差相減。軌道ㄧ與軌道二間在加入航帶連結

點後，在 E 方向上檢核用航帶連結點均方根誤差降

低 8.63 公尺，在 N 方向上檢核用航帶連結點均方

根誤差降低 5.27 公尺，軌道二與軌道三間在加入

航帶連結點後，在 E 方向上檢核用航帶連結點均方

根誤差降低 18.95 公尺，在 N 方向上檢核用航帶連

結點均方根誤差降低 21.43 公尺。由表 5.5 可以發

現，在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平差後，軌道間之相對

精度有大幅度的提昇。 

表 5.5  一維最小二乘過濾法相對精度比較 

軌道一&二 軌道二&三 
單位:公尺 

E N E N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10.82 7.35 23.91 27.8 

加入航帶連結點 2.19 2.08 4.96 6.37 

 8.63 5.27 18.95 21.43 

 

綜合絕對精度及相對精度之評估結果，發現加

入航帶連結點進行一維之最小二乘過濾法，此ㄧ區

域平差的過程，對於軌道間之相對精度有很大幅度

的提升，但是對於軌道之絕對精度並沒有明顯提

升。 

5.3. 正射影像之精度評估 
影像正射化測試中，以最小二乘過濾法中未加

入航帶連結點所得到之軌道，及最小二乘過濾法中

加入航帶連結點所得到之軌道，產生正射影像。影

像正射化使用區塊逆轉換模式，產生之正射影像如

圖 5.10。正射影像之分析分為兩個部份，第一部份

評估正射影像之絕對精度，以人工方式在正射影像

上進行物空間坐標量測，測點為檢核點。第二部份

評估正射影像之相對精度，以人工方式在正射影像

上進行物空間坐標量測，測點為檢核用之航帶連結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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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5.10 正射影像 

(a)軌道一  (b)軌道二  (c)軌道三 

 

5.3.1. 絕對精度評估 

絕對精度評估所使用之測點為檢核點，正射影

像絕對誤差向量圖如圖 5.11、圖 5.12 及圖 5.13 所

示。圖 5.11(a)、圖 5.12(a)及圖 5.13(a)為在最小二乘

過濾法中未加入航帶連結點，圖 5.11(b)、圖 5.12(b)

及圖 5.13(b)為在最小二乘過濾法中有加入航帶連

結點。比較未加入及加入航帶連結點所得到之誤差

向量圖，可以發現檢核點在重疊區附近時，會受到

航帶連結點加入平差而影響，其誤差向量有被拉扯

的情形，若檢核點離重疊區較遠時，便不會受到航

帶連結點加入平差的影響。整合正射影像絕對精度

的成果如表 5.6 所示。 

 

 

      
(a)                                          (b) 

圖 5.11 軌道一正射影像絕對誤差向量圖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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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12 軌道二正射影像絕對誤差向量圖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a)                                       (b) 

圖 5.13 軌道三正射影像絕對誤差向量圖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表 5.6  正射影像絕對精度評估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軌道一 軌道二 軌道三 
 

E N E N E N 

平均誤差 0.32 1.77 -0.65 2.77 -1.04 2.66 
地面控制點 

均方根誤差 3.67 2.38 3.27 3.62 3.66 4.38 

平均誤差 0.67 1.64 0.79 1.34 2.63 -3.04 
檢核點 

均方根誤差 6.98 3.35 4.35 5.84 7.07 6.92 

加入航帶連結點 

平均誤差 0.92 0.81 2.17 1.34 -3.45 6.35 
地面控制點 

均方根誤差 4.17 1.36 3.70 2.98 5.67 8.55 

平均誤差 1.38 0.69 1.17 0.59 0.00 1.31 

正

射

影

像

絕

對

精

度 

檢核點 
均方根誤差 6.18 3.38 4.63 7.98 6.18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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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上述精度評估成果，將其中檢核點之均方

根誤差製成表 5.7。軌道ㄧ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在

E 方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降低 0.79 公尺，在 N

方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增加 0.03 公尺。軌道二

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在 E 方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

增加 0.28 公尺，在 N 方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增

加 2.14 公尺。在軌道三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在 E

方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降低 0.89 公尺，在 N 方

向上檢核點均方根誤差降低 3.45 公尺。 

表 5.7  正射影像絕對精度比較 

軌道一 軌道二 軌道三 
 

E N E N E N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6.98 3.35 4.35 5.84 7.07 6.92 

加入航帶連結點 6.18 3.38 4.63 7.98 6.18 3.46 

 0.79 -0.03 -0.28 -2.14 0.89 3.45 
 

5.3.2. 相對精度評估 

相對精度評估所使用之測點為檢核用航帶連

結點，正射影像相對誤差向量圖如圖 5.14 及圖 5.15

所示，圖 5.14(a)及圖 5.15(a)為在最小二乘過濾法中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圖 5.14(b)及圖 5.15(b)為在最小

二乘過濾法中有加入航帶連結點。在未加入航帶連

結點進行平差時，在正射影像相對誤差向量圖中可

以發現明顯的系統性偏差。在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

平差後，大部分的系統性偏差都被消除，但仍殘留

局部的系統性偏差。整合正射影像相對精度的成果

如表 5.8 所示。 

 

              

(a)                                (b) 

圖 5.14 軌道一與軌道二之正射影像間相對誤差向量圖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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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15 軌道二與軌道三之正射影像間相對誤差向量圖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加入航帶連結點 
 

表 5.8  正射影像相對精度評估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軌道一&二 軌道二&三 
 

E N E N 

平均誤差 14.02 -6.39 30.93 -29.23 
控制之航帶連結點 

均方根誤差 14.95 7.44 32.10 29.83 

平均誤差 14.43 -6.86 29.77 -29.48 
檢核之航帶連結點 

均方根誤差 15.19 8.13 30.20 29.96 

 

加入航帶連結點 

平均誤差 5.90 -1.81 10.38 -7.21 
控制之航帶連結點 

均方根誤差 6.28 2.81 12.00 8.13 

平均誤差 5.97 -1.77 7.88 -6.25 

正

射

影

像

相

對

精

度 

檢核之航帶連結點 
均方根誤差 6.19 2.70 8.31 7.48 

 

比較上述精度評估成果，將其中檢核用航帶連

結點之均方根誤差製成表 5.9。軌道ㄧ與軌道二加

入航帶連結點後，在 E 方向上檢核用航帶連結點之

均方根誤差降低 8.99 公尺，在 N 方向上檢核用航

帶連結點之均方根誤差降低 5.43 公尺。軌道二與

軌道三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在 E 方向上檢核用航帶

連結點之點均方根誤差降低 21.89 公尺，在 N 方向

上檢核用航帶連結點之均方根誤差降低 22.47 公

尺。由表 5.9 可以發現，在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平

差後，正射影像間之相對精度有大幅度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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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正射影像相對精度比較 

軌道一&二 軌道二&三 
 

E N E N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15.19 8.13 30.20 29.96 

加入航帶連結點 6.19 2.70 8.31 7.48 

 8.99 5.43 21.89 22.47 

 

 

綜合正射影像絕對精度及相對精度之評估結

果，發現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最小二乘過濾法修正

軌道，對於正射影像間之相對精度有很大幅度的提

升，在軌道二與軌道三間之相對精度提升可到達

20 公尺。同時也提升了軌道一及軌道之絕對精度，

但軌道二在 N 方向上的絕對精度則是下降了 2.14

公尺。 

5.4. 影像鑲嵌之成果 
將第五章所產生之正射化影像鑲嵌成大範圍

之正射影像，本研究利用 IMAGINE 商用軟體進行

鑲嵌，得到之鑲嵌影像如圖 5.16。  

圖 5.17 為軌道一與軌道二鑲嵌影像接縫處區

域 1 之局部放大影像，5.17(a)為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的情形，5.17 (b)為加入航帶連結點的情形。影像中

道路的部份，在未加入航帶連結點時，有錯開的現

象，造成真實一條道路在鑲嵌影像上變成兩條。在

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影像錯開的現象幾乎消失。圖

5.18 為軌道一與軌道二鑲嵌影像接縫處區域 2 之局

部放大影像，5.18(a)為未加入航帶連結點的情形，

5.18 (b)為加入航帶連結點的情形。在圖 5.18 也有

與圖 5.17 相似的現象，在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影

像錯開的距離減少，但是在這個例子中仍然可以看

到一些影像錯開的現象。大部份接縫處的影像，在

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影像錯開的現象幾乎都消失，

僅有少部分還有影像錯開的現象。 

 

 

 

 
圖 5.16 鑲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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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17 軌道一與軌道二鑲嵌影像接縫處區域 1 之局部放大影像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 加入航帶連結點 
 
 

        
(a)                                                (b) 

圖 5.18 軌道一與軌道二鑲嵌影像接縫處區域 2 之局部放大影像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 加入航帶連結點 

 

圖 5.20 為軌道二與軌道三鑲嵌影像接縫處區

域 2 之局部放大影像，5.20(a)為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的情形，5.20 (b)為加入航帶連結點的情形。軌道二

與軌道三間之相對誤差較大，在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時，在圖 5.20(a)中央區域可以明顯發現影像有錯開

的現象，造成影像模糊。在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在

圖 5.20(b)中影像錯開的現象幾乎完全消失，而影像

僅有些許模糊的現象。圖 5.19 為軌道二與軌道三

鑲嵌影像接縫處區域 2 之局部放大影像，5.19(a)為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的情形，5.19 (b)為加入航帶連結

點的情形。在這個例子中，加入航帶連結點後，影

像錯開的距離減少，但仍然有可以看到一些影像錯

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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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19 軌道二與軌道三鑲嵌影像接縫處區域 1 之局部放大影像 

(a)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 加入航帶連結點 

 

 

      

(a)                                                (b) 

圖 5.20 軌道二與軌道三鑲嵌影像接縫處區域 2 之局部放大影像 

(a) 未加入航帶連結點 (b) 加入航帶連結點 
 
 

6. 結論 
本研究對多軌道推掃式衛星影像建立衛星軌

道區域平差之方法。區域平差使用最小二乘過濾

法，配合控制點及航帶連結點進行軌道精密修正，

以提升各軌道間之相對精度。茲就測試成果提出結

論並建議如下： 

(1)研究中顯示，使用最小二乘過濾法，配合控制點

及航帶連結點進行軌道區域平差，可提升軌道間

之相對精度，但無法同時提升軌道之絕對精度。 

(2)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平差，可大幅度提升軌道間

之相對精度，最大可提升 21 公尺，且平差後軌

道間之相對誤差小於 6 公尺。 

(3)在測試中使用了理論上較完整之三維最小二乘

過濾法，但是在軌道精度上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改

善。有可能是因為控制點，航帶連結點及數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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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型均有誤差，而其誤差大於三維最小二乘過

濾法所能提升精度的幅度。 

(4)本研究對多軌道進行軌道區域平差，產生多張正

射影像。並鑲嵌成大範圍之正射影像，可同時兼

顧正射影像之絕對精度及正射影像間之相對精

度。 

(5)以加入航帶連結點進行區域平差後得到之軌道

產生正射影像，用此正射影像進行影像鑲嵌，可

大幅度改善接縫處影像錯開的現象。 

(6)如果數值高程模型之精度夠好，應可利用區域平

差，同時提升軌道絕對精度及軌道間之相對精

度。 

(7)本研究所使用最小二乘過濾法進行區域平差，可

以明顯提升軌道間之相對精度，但在軌道絕對精

度方面無法有效提升。未來可用光束法配合航帶

連結點，加入數值高程模型做高程約制，進行軌

道區域平差，同時提升軌道絕對精度及軌道間相

對精度。 

(8)推掃式衛星如 QuickBird、IKONOS、EROS、SPOT 

1/4 及 ROCSAT-2 等，均可沿用本研究之方法進

行區域平差。其中 ROCSAT-2 將以改變拍攝角度

的方式，在同一天內對全台灣進行觀測，以同軌

多張影像涵蓋全台灣。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對

該影像之幾何校正應有甚高之應用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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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Adjustment and Orthorectification for Multi-Orbit 

Satellite Images 

Chien-Liang LIU1    Liang-Chien CHEN2  

ABSTRACT 

In various applications, areas of interest sometimes cover two or more satellite images, thus 
mosaicking for those images becomes important. Scene-based orbit adjustment could yield geometric 
discrepancies that could cause image discontinuity along the seam line during mosaicking. Thus, block 
adjustment is preferable. The objective of this investigation is to establish a simple yet effective block 
adjustment procedure for multi-orbit satellite images. The major works of the proposed scheme are: (1) 
adjustment of satellite’s orbit accurately, (2) calculation of the error vectors for each tie point using 
digital terrain model and ray tracing technique, (3) refining the orbit using the Least Squares Filtering 
technique and (4) generation of the orthophotos.  

Test images are from SPOT 5 satellit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ve accuracy 
between orthoimages is about 6 meter. It i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mosaicked image is better 
seamed when tie points are employed in the adjustment. 

Key Words: Block Adjustment, Least Squares Filtering, Tie Points, Ortho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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