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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分割和编码的相位解缠方法

詹总谦1　钱　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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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相位解缠的原理及干涉条纹数据的特点 ,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值自适应滤波 、区域分割和编码的

解缠方法。实验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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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涉测量(INSAR)技术充分利用雷达数据

的相位信息获取地面高程 。由于雷达获取数据所

具有的优越性(全天候 、大区域范围等),使得 IN-

SAR技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其中相位的精确

解缠是 INSAR中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前的解缠

方法很多 ,但很难说哪种方法具有绝对优势 ,因

此 ,有时会根据不同的数据特点采取不同的解缠

方法。本文提出的基于中值自适应滤波预处理 、

区域分割和编码的解缠方法 ,是依据干涉条纹数

据的特点进行解缠的一种方法 。

1　解缠原理

1.1　一维相位解缠

一维的条纹数据(如图 1所示)如同一座被折

叠的山 ,解缠的目的就是正确地重建这座山 。图

1中相位数据范围被调整到 0 ～ 2π,其中实线代表

未解缠相位值 ,虚线代表解缠后的相位值。

图1所示的条纹数据是一种理想的条纹数

据 ,经过判断数据折叠的变化情况 ,就可以很好地

重建出结果。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扫描 ,重建

公式为 :

Υ= Χ+ΔΧ+2Kπ (1)

当 ΔΧ=-2π时 , K =1 ,同时 ΔΧ=0;当 ΔΧ=

2π时 , K =-1 ,同时 ΔΧ=0;其他 , K =0而 ΔΧ

不变 。式中 , Χ表示未解缠的条纹数据;ΔΧ=

Χ后-Χ前 。其中 , Χ前代表扫描方向上连续的两

个相位数据点的前一个 , Χ后代表后一个。

图 1　一维条纹图

Fig.1　Interferog ram of One Dimension

　　从式(1)及图 1条纹特点可以看出 ,在同一个

条纹图区域内(即大小在 0 ～ 2π之间连续变化 ,

不存在大的跳跃区域), K 值是一致的。故只要

能正确分割出这些条纹区域 ,并确定各个区域的

K 值 ,就可以正确完成解缠 。

以图 1的一维条纹数据为例。条纹可以分为

7段 ,每一段的 K 值是一致的 。如果以左端为基

准 ,并且每一段中的 K 值累加 ,则其 K 值分别为

0 、1 、2 、3 、2 、1 、0 ,故相位结果为:

 = Χ+2Kπ

其中 , Χ为待解缠的条纹数据值 。这样 ,最终的

相位数据就是一个简单的累加计算 。下面对二维

数据进行讨论 。

1.2　区域分割与编码

以上解缠方法的关键是进行区域分割 ,并对

每个区域进行编码 ,而最后只是进行简单的累加

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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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值自适应滤波

本文根据数据本身的连贯性进行条纹区域的

分割 ,因此 ,在同一区域内 ,数据点越连续 ,对分割

越有利 。这里采用平滑处理 ,但是一般的平滑很

容易使边缘模糊 ,从而造成错误分割 ,故可以采用

一种保边缘的平滑算法———中值自适应滤波 。这

是一种有选择的平滑滤波 ,能使得条纹数据内部

得到很好的平滑 ,而条纹边缘却能得到增强。

1.2.2　区域分割

目前 ,图像处理中的区域分割方法很多 ,它们

都可以成为解缠中区域分割的依据 ,这里以区域

生长法为例。区域生长的步骤与一般的图像处理

算法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 ,进行区域生长时 ,所采

用的分割判据已经不是以聚类 、灰度相似性或其

他依靠简单统计的方法进行 ,而必须依靠当前较

小邻域内的相位数据连贯性进行。连贯性阈值一

般取 π/4 ～ π/2[ 1 , 2] ,即数据变化大于阈值时 ,表

示不连续 ,不进行生长 。这样造成同一块条纹区

域在相距一定距离的两点 ,其相位数据的差值可

以大于 π/2。

窗口取 5×5为佳 ,因为窗口太大不能保证小

区域曲面的圆滑连续 ,使得生长很难进行;而窗口

太小则受噪声的影响较大。此外 ,必须采用四邻

域 ,而不是八邻域 ,这可以保证单像素边缘两侧的

条纹区域能被正确分割。

图 2　邻域关系

Fig.2　Relation of the Pixels in the Small W indow

1.2.3　编码

对同一区域进行编码 ,即赋予统一的标记值。

为了最后简单的累加计算 ,这里不是简单的作一

相同标记 ,而是依据每一个生长区域的生长顺序

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编码。具体步骤如下 。

1)第一个生长区域的编码值为 0。依据上面

的区域生长准则 ,从某像点开始进行区域生长 ,属

于同一区域的像素赋予相同的编码值 ,直到该区

域完全被分割出来为止。

2)进行另一区域的分割操作 ,这个区域必须

是已分割区域的相邻区域 。这可以通过简单的判

断加以实现。判断步骤分两方面:①判断这个生

长区域是否与已分割的区域相邻;②判断并确定

这个区域的编码值。依据相邻区域条纹边缘的变

化情况 ,判断条纹边缘是从 2π变化到 0 ,还是从 0

变化到 2π,从而确定待分割区域的编码值是在已

分割区域编码值上加 1还是减 1 。这里的变化以

理想情况进行说明 ,实际中 ,应确定一定的阈值

T 来确认条纹边缘的变化情况。

3)依此原则 ,不断进行区域分割和编码 ,便

能得到一个只含整数的编码矩阵。

1.3　累加计算 ,求解最终相位

将对应像素的条纹数据加上 2Kπ, K 是对应

的编码值 ,结果即为最终的相位。

2　实验结果分析

2.1　模拟数据及其解缠结果

图 3表示模拟的相位数据 ,从右到左的数值

范围为0 ～ 40.192 0;图 4表示由模拟的相位数据

缠绕而成 ,并加入随机块噪声 。

图 5是按上述方法进行区域分割并进行编码

　图 3　模拟的相位数据矩阵　　　　　　图 4　含噪声的条纹图　　　　　　　　　　　图 5　编码图　　　　

Fig.3　Simulative Unw rapped_　　　Fig.4　I nterferogram with　　　Fig.5　Code Map of the Interferog ram

　　Phase Array　　　　　　　　　Added Noise　　　　　　　　by the Mentioned Method

的结果 。从左到右不同灰度区域的编码值为 3 、 2 、1 、0 、-1 、-2 、-3 ,其中 ,左侧虚线方框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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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码值为 1 ,右侧虚线方框区域内的编码值为

-2。也就是说 ,这些区域也一起分割了 。实验说

明 ,这些区域参与解缠并不造成误差的传播 ,说明

该方法具有较强的抗噪能力 ,这是由于区域生长

时 ,只要邻域连续性的判断阈值选取合适(一般不

小于采样间隔 ,但小于条纹边缘间的变化差值),

它就能抑制噪声 ,并且生长的结果只是对应的编

码值 ,所以误差不会向下传播 。

图 6 中 , 经解缠后获取的数据范围为

-18.849 6 ～ 21.190 3 ,经基准调整到最右边后 ,

数据范围为0 ～ 40.039 9 ,可见与原始相位数据相

差不大。

图 7显示的是原始相位数据矩阵与解缠结果

矩阵的差值 ,由于误差较小 ,很难分辨出来 ,故这

里对每个灰度值均加上 100 。

2.2　实际数据解缠

为了更好地进行区域分割 ,这里引入中值自

适应滤波 ,对条纹数据预先进行滤波处理 。处理

的目的是为了使得条纹数据在同一条纹带内是平

滑的 ,而条纹之间的边缘却得到增强 ,根据参考文

献[ 4]可以很容易实现。实验证明 ,该方法的引进

对最终的相位解缠是有益的 ,但经过滤波处理的

条纹数据 ,只是用于区域分割 ,从而获得最终需要

的编码矩阵 ,而最终参与计算的相位数据还是原

始的条纹数据 ,这样就能尽量保留原有相位数据

的正确数值 ,免遭滤波时被破坏 ,这是必要和合理

的。如图 8 ～ 图 11所示 ,图 12为解缠结果 ,图 8 、

图 9是参考数据 。从以上结果可看出 ,解缠过程

可以顺利 、正确地完成 ,并且能达到很好的稳定

性。

图 6　区域分割法的解缠结果

F ig.6　Result by the Mentioned Method

图 7　误差图

Fig.7　Error by the Mentioned Method

图 8　原始相位数据　　　　　　　　　图 9　对应条纹图　　　　　　　　　图 10　中值自适应滤波结果　

Fig.8　Array of O riginal　　　　　Fig.9　Interferog ram of the　　　　　Fig.10　Result of Medium and Gradient_

　　Unw rapped Phase　　　　　　Original Unw rapped Phase　　　　　　　　based Adaptive Filter　　　

2.3　存在的问题

2.3.1　区域生长中阈值的确定

进行区域生长时 ,四邻域连续性判断中所采

用的阈值非常关键 ,它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分割出

不同条纹区域 。进行局部数据变化梯度的统计来

获取阈值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不过 ,更好的方法

还有待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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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条纹数据采样失真问题

当条纹数据出现采样失真(即该处现有的相

位数据无法表示地形的细节变化)时 ,也有可能造

成分割失败 ,即将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条纹区域

分成了同一个区域 。如图 13 、图 14 、图 15 、图 16

所示 ,这里以区域增长法的解缠结果为参考[ 2] 。

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将是今后所要完成的工作 。

由于条纹图中存在三处采样失真(图 14中虚

线方框区域),使得区域 1 、2和 3被错误地分割成

同一区域(如图 15),因此最终的解缠结果如图 16

所示 。图 17是采用种子增长法进行解缠的正确

结果 。

图 11　对应编码图　　　　　　　　　　　　　　　　　　图 12　解缠结果

Fig.1　Code Map of the Wrapped Phase　　　　　　　　　　Fig.12　Result of the Wrapped Phase

　　by the Mentioned Method　　　　　　　　　　　　　　by the Mentioned Method

　　　　　图 13　对应地形图　　　　　　　　　　　　　　　图 14　采样失真的条纹图

　　　　　　F ig.13　Actual Terrain　　　　　　　　　　　　　Fig.14 Interferogram with Aliasing

　　图 15　错误的编码图　　　图 16　区域分割方法错误的解缠结果　　　图 17　种子生长法的正确解缠结果

Fig.15　Inaccura te Code Map　　　　Fig.16　Inaccura te Result by　　　　Fig.17　Result of Region Grow th

by Error Segmentation　　　　　　　　Mentioned Method　　　　　　　　Method in Refer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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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本文方法具有简单 、易于实现 、速度快 、抗噪

能力强等特点 ,对于条纹数据无失真的相位数据

较适合 。不过 ,如果数据本身存在较严重的采样

失真 ,则宜采用种子生长法等更可靠的解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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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an unw rapping phase method based on region_segmentation and

coding.The algo rithm can easily unw rap noisy interferograms , but it w ill meet some problems

when the phase contains aliasing .In addition , in order to perform the calculat ion easily w hen fin-

ishing region_segmentation , a method of encoding has been proposed.The main steps are:①Pre-

treatment w ith the medium and g radient_based adaptive f ilter in order that the segment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correct ly ;②The region_segmentat ion wi th the familiar algo rithm;③Encoding the

regions f rom the previous step;④Calculat ing the unw rapped phase by easy account.

To verify the proposed algori thm , the algorithm has been tested w ith simulative data and ac-

tu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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