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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幅雷达影像提取地面高程信息
＊

杨　杰1　廖明生1　江万寿1　杨　文1

(1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　对目前存在的两种从雷达影像提取地面高程信息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 提出了用雷达测角从

单幅雷达影像来获得地面高程信息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对雷达成像模型的分析 , 采用兰伯特平面来模拟地表

面 ,并以此建立起后向散射模型 , 在模型已有的数学关系基础上推导出每点的高程增量表达式。然后运用积

分对得到的高程增量进行求和来计算地面高程信息。但这样直接得到的结果较为粗糙(主要受到雷达斑点噪

声和方位向不连续性的干扰), 因此又提出用多行多个方向积分来消除雷达斑点噪声干扰的方法。最后为了

进一步改善结果 ,引进模拟退火算法来进一步进行后处理 ,得到了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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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SAR影像提取地面高程信息的方法 ,目前

关注较多的有雷达干涉测量(Interferometric

SAR , InSA R)和雷达摄影测量两种。雷达干涉测

量是最有潜力的途径之一。总的来讲 ,从初始的

InSAR影像对提取地面高程信息包含许多环节 ,

欲使之成为成熟的技术体系 ,有许多关键问题仍

有待解决 ,或亟须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是由于

SAR所特有的成像方式 ———干涉测量机理所引

起的固有问题 ,使得 InSAR实施过程中对系统参

数 、运行轨道和数据处理等各个方面的要求异常

严格 ,极大地阻碍了 InSAR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

用。此外 ,SAR数据动态范围大 ,原始的单视复

数影像一般每个像素需 4by tes(整数型)或 8by tes

(浮点型)记录其后向散射信息 ,如果要真正达到

快速和大面积获取 DEM 的要求 ,海量 SA R数据

的处理也是困扰 InSAR大规模应用的问题之一。

而雷达摄影测量需要立体像对 ,基线较长 ,左右影

像的入射角要有较大的变化。其优点是像对获取

时间和系统参数要求不是特别严格 ,但是左右影

像之间的几何变形很大 ,加上斑点噪声的影响 ,使

得影像匹配的难度加大。总之 ,上述的两种重构

方法都需要两幅以上的 SAR影像 ,且成像的条件

有严格的限制。

本文深入探讨了利用雷达测角(radarclinom-

et ry)方法来提取地面高程信息 ,它是基于单张

SAR影像的一种新途径。Widley 首先把“shape

from shading”技术引进雷达图像的处理中 ,并把

它命名为雷达测角 ,并且成功地应用该技术绘制

了金星表面图(此实验的数据为麦哲伦太空探测

站分发的雷达数据)。同时 ,在进行研究的过程

中 ,也对此方法作了很多有益的改进 。在此基础

上 ,Frankot 和 R.Chellappa提出了进行多路径和

多角度处理 ,改善了雷达测角结果 。Nocera又把

雷达立体测量和雷达测角处理结合起来;Tonon

和Vissiere分别描述了更精确的雷达回波散射模

型。1995年 , Taud 提出了对 SAR影像的亮度运

用积分进行简单求和来计算各点的高程 。尽管如

此 ,雷达测角方法应用于雷达影像的处理仍不够

成熟 ,得到的结果仍不够理想 ,尤其是在对模型的

改善和数据的后处理上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　雷达影像与地面形状的关系

雷达影像对地面的几何形状非常敏感 ,它的

回波信号强度与地面的几何形状直接联系 ,因此 ,

在雷达影像中能清楚地反映出地形变化细节 。雷

达测角方法的提出也正是以地面的几何形状和

SAR影像的回波散射强度为基础的 。为了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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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影像中获得地面高程信息 ,必须建立雷达回波

散射强度和表达地面几何形状参数之间的数学关

系表达式。为此 ,首先要考虑较精确的地面几何

形状模型。但为了简化 ,不需要考虑 SAR系统的

所有细节 ,以便建立的模型足够简单 ,能够方便地

求解。建立模型的参数必须充足 ,要能够惟一确

定地面的形状 ,为此作一些合理的假设是必要的。

雷达系统成像方式如图 1所示 。

图 1　系统参数

F ig.1　System Parameters

　　此处选择 3个参数:θ、R d 、Ra ,其中 , θ为雷

达发射电磁波的天线俯角;Rd 和 Ra 分别为雷达

在距离和方位向的分辨率。为了简化 ,把雷达发

射的电磁波简化为平面波 。这种近似对 ERS_1 、

JERS_1 和 Radarsat等雷达数据都是有效的。从

这些参数的定义和雷达图像的成像类型来看 ,可

考虑把雷达影像中的每一个采样点对应的地面形

状用几何参数来表示 ,如图 2所示 。

　　假设每个采样点对应的地面为平坦面 ,把它

叫作一个小块 ,此处可以用两个角 α和 β ,分别对

应幅度角和方位角 ,来确定该块。在这个几何模

型中 , 利用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很容易得出边

L(α)和 L(β)的表达式 ,即

L(α)=
Rd sinθ

sin|θ-α|
(1)

L(β)=
Ra

cosβ
(2)

A(α, β)= L(α)×L(β) (3)

　　SAR影像中 ,每点的亮度不仅仅依赖于该点

的地面形状 ,而且受它表面覆盖地物的影响 。在

光学理论中有它的反射模型 , SAR影像有后向散

射模型 ,但是要得到后向散射模型的数学解析表

达式是很困难的 。因此 ,提出了各种估计后向散

射系数的模型 ,但是要从这些模型中挑选一种好

的模型来模拟所有地面很困难 。即使从中选用了

一种模型 ,要用该模型来计算后向散射(在没有可

靠的地面高程数据时)也是很困难的 。在没有其

他地面数据的情况下 ,考虑采用一种简单的反射

模型来模拟 ,如 Lambertian面模型。

图 2　块的几何参数

F ig.2　Geometric Parame ters of a Parcel

　　采用 Lambertian面的后向散射模型 ,有下面

的回波强度表达式 ,回波强度标记为 Ir :

Ir(α, β)=Kσ0cos
2(θ-α)cos2βA(α, β)(4)

式中 ,K 是定标常量;σ0 是依靠于地面覆盖物的

后向散射系数 ,在 Lambert ian平面中被假定为常

量。文中所有关于雷达测角的工作都是基于上面

的模型进行的 。

2　地面高程信息的提取

2.1　单行积分处理

为了求解式(4), 必须先作一些假设 , 因为

式(4)有 4 个未知数 K 、σ0 、α、β。对于平坦的地

面 ,计算后向散射强度 I 0时假定 α、β均为 0 ,即

I 0 = Ir(0 0)=Kσ0RdRa cos
2θ (5)

此时的后向散射强度为 I 0 。在通常情况下 ,如果

没有其他地面信息 ,可以把一幅影像的统计平均

值当作 I0 来处理(此处的 I0 只是作为一个中间

基值 ,并没有实际参与运算),并建立了以下的比

例关系 ,记为 Q(α, β):

Q(αβ)=
Ir(αβ)

I0
= sinθcos

2
(θ-α)

cos2θsin|θ-α|
cosβ

(6)

　　然而 ,这时求解式(6)的条件仍然不够充分 ,因

为在式(6)中仍然有两个未知数 α、β无法直接求

解。从几何形状来考虑 ,在计算高差时 ,可以先忽

略方位角 β ,假设它的值为零 ,代入式(6)化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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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α0)=
sinθcos2(θ-α)
cos2θsin|θ-α|

(7)

通过求解式(7),获得了幅度角 α( θ-α 的处理

结合周围点来考虑)。结合式(1),求解出每一个

像元点的高程增量为:

δh =
R dsinθsinα
sin|θ-α|

(8)

　　下面可以通过线形积分处理来计算每一点的

高程 。在数学上积分是一个累加求和的过程 。对

于影像中的任意一点(i , j),它的高程 H(i , j)可

以通过沿幅度向的一行积分计算:

H(i j)=∑
j

k=0
δh i , k -min

j
∑
j

k=0
δh i , k +H(i j′)

(9)

式中 , H(i , j′)是每一行中的高程最低的点 ,在没

有可靠地面高程信息的情况下 , 假定它为零。

式(9)中等式右边第二项是为了保证最后结果为

正值 。

这种重构方法获得的结果很粗糙 ,原因在于

存在大量的干扰亮线 ,无法得到较精确的地面高

程信息 ,这主要是由于最初的雷达影像中存在斑

点噪声的干扰。但是如果用通常的滤波方法来消

除斑点噪声 ,往往会对原始的数据进行改变 ,这样

就会删掉一些有用的地面信息的细节 。所以 ,一

般采用后处理来改善这个结果 。

2.2　多行积分处理

在本次实验中 ,方位角起初没有考虑 ,故路径

的选取与行向的夹角不能太大 。为了方便处理 ,

可采用固定的函数曲线 , 如直线 、二次曲线等。

如图 3采用直线处理 ,图中的小黑点表示图像中

的采样点 ,直线代表积分路径 。对于图中的 A 点

沿 3条路径就会得到 3个不同的值 。经过大量的

实践证明 ,取这些结果中的中值能很好地消除噪

声的干扰 ,得到理想的实验结果。

图 3　直线处理

Fig.3　Line P rocessing

2.3　运用模拟退火算法处理

1953年 , Metropolis等提出重要性采样法 ,用

下述方法产生固体的状态序列:先给定以粒子相

对位置表征的初始状态 i 作为固体的当前状态 ,

该状态的能量是 E i 。然后用摄动装置使随机选

取的某个粒子的位移随机地产生一微小变化 ,得

到一个新状态 j ,新状态的能量是 E j 。若 E j <

E i ,则新状态就作为重要状态;若 E j >E i ,则考虑

热运动的影响 ,该新状态是否作为重要状态 ,要依

据固体处于该状态的几率来判断。固体处于状态

i和 j的几率的比值等于相应 Boltzmann 因子的

比值 ,即

r =exp
E i -E j

kT
(10)

它是一个小于 1的数 。用随机数发生器产生一个

[ 0 ,1]区间的随机数 ξ,若 r>ξ,则新状态 j 作为

重要状态 ,否则舍去 。若新状态 j是重要状态 ,就

以 j 取代 i 成为当前状态 ,否则仍以 i 为当前状

态。再重复以上新状态产生过程。在大量迁移

(固体状态的变换称为迁移)后 ,系统趋于能量较

低的平衡状态 ,固体状态的概率分布趋于正则分

布。高温下可接受与当前状态能差较大的新状态

为重要状态 ,而在低温下只能接受与当前状态能

差较小的新状态为重要状态。这与不同温度下热

运动的影响完全一致。在温度趋于零时 ,就不能

接受任一 E j>E i的新状态 j了 。

模拟退火算法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给该点的

高程增加一个较小的增量 ,重新计算能量 ,根据

Metropolis准则来确定是否接受该状态 。对于影

像中的给定点 ,定义它的能量函数为 U(x):

U(x)=UI(x)+U V(x) (11)

式中 , UI 表示为:

UI(x)=
I(x)-Ir(α

(k), β(k))
I 0

2

(12)

U V是为了约束表面的平缓和规则的相关条件 ,

表示为:

U V(x)= ∑
8

p =1

(H(k)(xp)-H
(k)(x))2

d
2(xp , x)

(13)

式中 , k 表示迭代的次数;I(x)表示 SAR影像 x

点处的回波强度;d(x p , x)表示当前点和它周围

各点的距离;∑
8

p=1
是对当前点的八邻域作处理 。

这种处理保证能量的衰减是一个典型的模拟

退火过程 ,它随机访问影像中的每一点 ,同时温度

参数在每一次迭代后按等比数列衰减 ,可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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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k+1)=0.98 T(k) (14)

然后 ,应用上面的温度参数控制模拟退火过程的

进行。当所有的点都被访问后 ,一个新的高程模

型就建立了 。然后增加 k ,重复上面的迭代过程 ,

重新计算能量 ,根据 Metropolis准则来确定是否

接受该状态 ,直至所有的点都不再接受新修改结

果为止。

3　实验结果

　　以上面数据为例 ,图 4为原始图像 ,图 5为沿

行进行线形积分的结果 ,该结果由于受到雷达斑

点噪声的干扰 ,存在大量的干扰亮线 ,结果很粗

糙 ,几乎得不到有用的地面信息;接着运用多行线

形积分处理后得到了较好的地面信息(如图 6),

地面的细节都通过图像的灰度表示出来了 ,但在

局部地区仍存在干扰。为了进一步改善结果 ,最

后用模拟退火算法以求得全局最优解 ,得到了理

想的效果(如图 7)。上面用到的数据为 SIR_C的

数据 ,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从上述实验的结果可

以看出 ,对于 SIR_C 雷达数据源 ,用文中的方法

直接利用单幅SAR影像就可以很方便地提取到

图 4　某小山区原始影像图　　　　　　　　　图 5　运用沿幅度向线形积分获得的高程信息　　

　Fig.4　Radarsat Image of a Viuge　　　　Fig.5　First Elevation Map Obtained from the Sing le Radarsat Image

and by a Simple Sum of the Elevation , Increments along the Line　　

图 6　运用多行线形积分算法获得的高程信息　　　　图 7　对图 6运用模拟退火算法获得的高程信息　　

　Fig.6　Elevation Model Computing from　　　　　Fig.7　Final Elevation Map Corresponds to a Morkovian　

a Multi_line Process　　　　　　　　　Restoration of Intitial One Presented by Fig.6　　　　　

地面的高程信息 。对于一些资源调查的应用领

域 ,往往不需要非常精确的高程信息 ,只需要相对

高程变化 、坡度等信息 ,这种方法具有相当的应用

潜力 。如果进一步把该结果应用到干涉测量的相

位解缠中 ,也将大大地简化相位解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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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of the Elevation from Single SAR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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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patial technology ,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pho to_elect ricity

technique ,microw ave remote sensing becomes one of the advanced fields of remote sensing.Many

countries invest a lot to develop SAR(Synthetic Aperture Radar)which possesses the ability of

penet rabili ty and can acquire data in all_weather and all_time.

Topog raphic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in many geog raphic applications.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is a kind of imaging radar capable of producing high_resolution images in all weather

and all_day conditions.But it usually needs image pair or more images to generate DEM from SAR

imagery , such as interferometric SAR (InSAR) and radargrammetry .The imaging condi tions

(look_angle , space baseline , for acquiring the image pair sometimes are very difficult.

　　SAR is a side_looking imaging mode and its image is very sensi tive to the terrain shape.The

tit tle undulation of the terrain may induce the change of the image g ray dist ribution and/o r the

texture characteristics.In this paper , the radarclinometry fo r ext racting the earth elevation from

only single SAR image is investiga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shape_from_shading principle devel-

oped in computer vision.Firstly , the approaches for generation of the digital terrain elevation from

the SA R image data are discussed.Secondly , the method of radarclinometry w ill be briefly de-

scribed.The elevation reconst ruct ion relies on a Lambertian assumption for the terrain backscatter

model.Then a single_line integral process is applied to calculate each pixel altitude , but it is still

contaminated by noise.Finally , the multi_line integ ral processing w ith various directions and the

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 are respect ively int roduced to improve the single_line integral pro-

cessing result.The presented experiment results are promising in many geog raphic applications.

Key words　microw ave remote sensing;SAR image;radarclinometry;digi tal elevation map;many

lines integ ration;simulated annealing arithm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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