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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雷达影像干涉测量的若干理论问题

舒　宁1

(1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就雷达影像干涉测量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一种高程解算数学模型 , 该模型基于相邻两

点对于同一天线的相位差 ,以精确可靠的控制点为出发点 ,可以不必顾及基线估计;提出了将控制点影像坐标

与卫星位置参量按成像方程进行平差 ,以保证相位解缠和高程解算对控制点和卫星位置精度的要求 ,指出了

在此基础上的基线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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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波遥感是 20 世纪末遥感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向 ,雷达影像干涉测量(INSAR)在微波遥感中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内容 ,它不仅关系到地貌

地形信息的提取和地形形变 、板块运动监测 ,而且

对雷达影像的处理和应用 ,如影像叠掩部位的确

定 、影像空间分辨力的提高 、地物分布信息的提取

以及正射影像的生成等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

于雷达遥感不受天气 、时间的局限 ,是资源 、环境

及灾害调查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INSAR是在理论和技术上要求很高的一个

领域 ,研究中的困难很多 。为了推动这方面工作

的开展 ,本文就若干理论和技术问题作一些探讨

和分析。

1　关于高程计算的数学模型

各国关于这方面的数学模型各有不同。普拉

蒂等人曾详细分析了有关的数学模型[ 1] ,如图 1

所示 , S 1 和 S 2 为天线的不同位置 , r0 和 r 为两

天线分别到地面 P1 、P2 两点的斜距 , 即 r0 =

S 1P1 , r=S 2P2(这里 r0 与 r 共面), nS 、nP 是垂

直于斜距方向上天线间和地面点间的相对距离 ,

rS 、rP 则是斜距方向上它们的相对距离 , 于是

有:

r = (r0 -rP -rS)
2
+(nP -nS)

2
(1)

图 1　相应于两个目标点的卫星雷达干涉测量示意图

Fig.1　The Sketch of Radar Interferometry for Two

Target Points

　　若先考虑天线位置变化影响 ,再考虑散射体

P 1 、P 2位置变化的影响 ,则有微分表达式(详见

文献[ 1] ):

Δ(Δr0)=-
nSnP
r 0

(2)

若 P 2 向斜距方向平移至与 P1 处于同一水平面

上 ,则

nP =
Δr
tanθ

(3)

式(3)为 P1 、P 2 处于同一水平面时的表达式 ,

式(2)相当于平地上相邻两点的斜距差之差 ,则其

相位差之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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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φ=-
4π
λ·

nSnP
r0

=-
4π
λ·

nS
r0
·
Δr
tanθ (4)

式中 , λ为雷达波长。如图 2所示 ,因为

nP =Δr/ tanθ+q/ sinθ (5)

得:

Δφ=-
4π
λ·

nS
r0
Δr/ tanθ-

4π
λ·

nS
r0

q/sinθ (6)

式中 , q为P1 、P 2两点之间的高差 。式(6)第一项

即式(4),为平地上两点间的相位差之差;第二项

则为不同高度上两点的相位差之差 ,可分别称之

为相位差的平地分量和高差分量 ,在干涉图中去

掉平地分量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出来的 。式中第

二项表示相位差与高差之间的关系 ,普拉蒂等指

出 ,这个关系式仅对于照射带为几百米以内的情

况适用。而据图 3 ,应有:

φ=4π
λ
( Q -r) (7)

式中 , 　　Q =B
2
y +B

2
z +r

2 +2Bz(H -q)-

2By r
2
-(H -q)

2

图 2　不同高度的目标在垂直于斜距方向的相对距离分析

Fig.2　Analysis of Rela tive Distance in the Direction Perpen_

dicular to Slant Range for the Targe ts of Different Height

图 3　相应于一个目标点的雷达干涉测量示意图

F ig.3　The Sketch of Radar Interferometry fo r

One Targe t Point

　　式(7)为干涉测量相位更为精确的表达式 ,高

程的表达式也可由式(7)推导出来 ,该式被认为适

用于以 ERS_1为基础的卫星雷达干涉测量的情

况。式(7)显然十分复杂 ,且按图 3必须有一个前

提 ,即以星下点与大地水准面的交点为切点的大

地切平面作为参照系。对于照射带为 100km ,星

下点距照射带最远点大约为 380km 的情况 ,显然

并非适用。若按式(7)计算高程 ,不仅公式复杂 ,

而且其正确性值得怀疑 ,因为他们忽略了切平面

坐标系的前提 ,在其文献中看不到这一重要内容。

但要指出 ,对于航空雷达干涉测量 ,这一公式还是

适用的。

图 4　Ph.Hartl的雷达干涉测量示意图

Fig.4　The Sketch o f Radar Interferometry by Ph.Hartl

　　Ph.Hartl等由图 4出发 ,提出了他们的数学

模型[ 4] 。由相应于 P1 的斜距差 r′和相应于P 2

的斜距差 r ,因为

r =B sinθ (8)

则有: Δr =BcosθΔθ (9)

其中 , Δr = r′-r (10)

而 P 1 、P2 点间的高差为:

e =R Δθsinθ (11)

于是 e =ΔφRλtanθ/(4πB) (12)

这一表达式具有通用性 ,其中 Δφ为相邻两点相

位差之差。采用这一表达式估计高差 ,可以不计

地球曲率 ,由控制点上的高程值推算相邻点的高

程 ,并在一定范围内逐点计算出高程值 。

还有一些不同的数学模型 ,比如 R.Gens和

J.L .VanGenderen提出的基于地面一点对于两天

线的相位差的公式
[ 2]
。必须指出的是 ,式(12)中

Δφ的意义与 ITC 专家们公式中的相位差不同 ,

一个是相邻两点上的相位差之差 ,另一个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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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上的相位差 ,这在具体应用时必须注意。

由式(12)可以看到 ,高程计算与基线 B 密切

相关 ,这就是不少文献强调基线估计的原因 。目

前 ,卫星雷达干涉测量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相

距一天的 ERS_1 和 ERS_2 对同一地区的观测数

据 ,给基线估计带来很大困难 ,不像航天飞机上用

两个天线同时接收地面后向散射信号 ,基线固定。

对于 ERS基线估算必须认真加以考虑。

这里提出基于相邻两点对于一个天线的相位

差的数学模型 ,即在相位解缠的基础上 ,根据控制

点和卫星位置参量 ,从控制点出发的高程计算原

理。由图 5 ,若 Rc为相应于控制点的斜距 , R i 为

其邻点的斜距 , ΔG为相邻点的水平间距 ,则

Δr =R i -Rc =Δφλ/(2π) (13)

(a)Δφ>0　　　　　　　　(b)Δφ<0

图 5　高程估算示意图

Fig.5　The Sketch of Elevation Calculation

式中 , Δφ=φi -φc ,于是 ,

Δh =
Δr 2 +(R iΔθ)

2 -ΔG2 , Δφ<0

- Δr
2
+(R cΔθ)

2
-ΔG

2
, Δφ>0

(14)

这里 ΔG 在方位向可以从 ERS 参数文件中查到 ,

在距离向则按 ΔG=R cosθΔθ进行估算。一般由

控制点起进行计算 ,逐点将各相邻点间的水平距

离计算出来。但首先应从每行第一点起计算出各

点间的 Δθ,计算公式为:

Δθ=Δrco tθ/ r (15)

在方位向则由雷达波瓣角参量决定 。由于第一点

的 θ角已知 ,只要控制点的精度得到保证 ,则可

以达到较好的估算精度。在这个方法中 ,免去了

对基线的估计 ,关键是控制点的精度和卫星位置

参量的精度 ,这一点下面将予以讨论 。而如果有

了一定数量的控制点 ,从某一个控制点出发 ,计算

出邻点的高程 ,再从该点出发 ,又可以计算它的邻

点 ,如此逐点计算 ,扩展开去 ,在遇到另一个控制

点时 ,由闭合差可以作平差计算 ,这样就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保证计算精度。

2　卫星星历参数和控制点的问题

ERS数据中有 LEAD文件 ,可提供相关的参

数 ,其中卫星的位置 、速度参数及相应的时间是十

分重要的参数 ,位置 、速度参数是以地心直角坐标

系为参照系的 ,影像数据第一行第一列像元的获取

时刻以及一行数据所用时间必须根据相关的参数

计算出来。但卫星星历参数一般都存在误差 ,在用

于 INSAR干涉测量时必须将系统误差作一估计。

另一方面 ,控制点一般需要在地形图上选取 ,若能

将1∶5万和 1∶1万地形图结合起来用于选取控制

点 ,则是最好的方案 ,但在对照影像时常常十分困

难。从 INSAR原始数据计算每一点上的振幅信

号 ,即可得到影像 ,这种影像不同于可见光红外影

像 ,属距离投影 ,影像灰度为地面点的后向散射回

波强度信号 ,且几何变形较大 ,要找到与地图对应

的控制点必须十分仔细 、耐心 ,同时进行认真的分

析 、判断。控制点选取过程中有时不仅十分困难 ,

而且误差较大 ,如何解决选取控制点过程中的偶然

误差成为干涉测量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因为相位解

缠 、高程解算都要用到控制点 ,而且对其精度的要

求很高 ,所以必须作一些研究分析。

可以考虑将卫星位置参量和控制点一起作平

差处理 ,由成像方程式

0 = VX(XP -X S)+VY(YP -Y S)+

　　VZ(ZP -ZS)

dr +yr =(1/ λP)·

(XP -X S)
2 +(Y P -Y S)

2 +(ZP -Z S)
2

(16)

式中 , (X P , YP , ZP)
T 为地面点大地坐标矢量;

(XS , Y S , ZS)
T 为天线位置或卫星位置矢量;

(VX , VY , VZ)
T 为速度矢量;dr 为扫描延迟;yr

为对应像点坐标(列方向);λP 为影像比例尺分

母。若 ΔXS 、ΔY S 、ΔZS 为卫星位置系统误差 ,

Δxr 、Δyr 为影像控制点偶然误差 ,则可在式(16)

线性化后按最小二乘法解求。这里地面点大地坐

标一般比较容易确定 ,且可以达到较高精度 ,困难

的是对应点在影像上的坐标 ,故地面点大地坐标

可以不列入平差范围。速度矢量是一个相对量 ,

也可以不列入平差 。那么对于一个点 ,可以列出

4个方程 ,分别对应于观测此点的两个天线位置 ,

n 个点可列出 4n 个方程 ,未知参量则有(2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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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这样 3个点以上即可解算出未知参量。

在地图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 , 如没有

1∶1万地形图 ,控制点大地坐标的确定可能有一

定误差 ,这时可以列出控制点大地坐标的观测值

方程参与平差。对于控制点大地坐标还有一点必

须注意的是 ,在地形图上量出坐标后 ,必须转换为

地心直角坐标系坐标 ,以保持空间坐标参照系的

一致 。

3　基线和基线分量估计

当雷达影像干涉测量方法采用的数学模型与

基线估计密切相关时 ,基线估计就成为一个重要

内容 。

有的数学模型只需估计基线本身 ,有的则还

需进一步估计其垂直分量 Bz 和水平分量By 。由

于 ERS_1和 ERS_2的轨道并不是平行的 ,所以基

线估计必须按时序线性变化的趋势进行 。一般说

来 ,在解决了卫星位置参量和控制点坐标精度问

题之后 ,基线估计以及其分量估计就可以顺利进

行了 。直接由 5组经平差后的卫星位置参量就可

以估算出基线及其变化率 ,也可以估算出基线分

量及其变化率 ,这里的前提是同名像点的坐标关

系经配准已确定下来 ,并且具有较高精度 。根据

同名像点的行序号 ,由 ERS 参数文件所指出的影

像行号与卫星位置参量的关系 ,可以计算出同名

像点对应的两卫星位置坐标值 ,则基线及其变化

率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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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Aspects on the Theories of SAR Interferometry

SHU Ning
1

(1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C hina , 430079)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aspects of theories on SAR interferometry.The dif ferent

mathematic models of interferometry have been discussed and analy sed.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g round coordinate sy stem should be chosen carefully in case of using the mathematic model

suggested by C.Prat i et al and the tangent plane coordinate sy stem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model proposed by Ph.Hart l et al can be used wi thout considering the earth curveture , but

the calculations of base line and the incident ang le for every point are the key factors and dif ficult

to be done.The model by R.Gens et al is different in the conception of phase difference which is

for one point only ,not the difference of phase dif ference of two neighbo ring points.The paper aslo

points out that the problems ment ioned above should be taken into the consideration for applica-

tio ns.A mathematic model fo r elev ation calculation has been proposed based upon the phase differ-

ence of tw o neighbor points to same antenna , and precise control point as the “seed” , without tak-

ing into account the base_line assessment.The adjustments for the image coordinates of cont rol

points and satellite position parameters acco rding to the imaging equations have also been sugges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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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recision of cont rol points and satelli te position for phase un-

w rapping and elevat ion calculation , 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base_line assessment.

Key words:SAR interferometry ;mathematic model of elevation calculation;parameters of satellite

posit ion;precision of cont ro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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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ed as the function of the sing le layer puncture point location(longitude , latitude).

　　Preliminary test shows that accurate to sub_meter along the vertical direction can be achieved

by this model , and the predicted accuracy can reach sub_meter level in half an hour.Ionosphere

model based on carrier phase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centime-

ter level accuracy.

Key words:GPS;TEC;ionosphere model;WAD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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