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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增长的单幅雷达测图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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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雷达在获取数字高程中的应用 , 在研究雷达成像余弦散射模型的基础上 , 分析了常用的利用余

弦散射模型提取高程算法的优缺点 ,提出了基于区域增长的余弦散射单幅雷达测图的新算法。并以河北张北

地区的 ERS1 卫星雷达影像为例进行了验证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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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幅雷达测图技术是最新发展起来的获取数

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 DEM)的技

术 ,但是单幅雷达测图获取的 DEM 精度不高 ,因

此 ,如何提高精度是单幅雷达测图算法的关键。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 ,人们提出了多行积分 、退火

算法等 ,使单幅雷达测图的精度在平坦地区达到

20m ,但在不平坦地区 ,精度难以达到可以实用的

程度。本文在研究余弦散射模型的基础上 ,结合

区域增长的算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算法———基于区

域增长的单幅雷达测图算法 ,提高了不平坦地区

的高程精度。

1　余弦散射模型及其常用求解高程
的算法

　　余弦散射模型是现有的单幅雷达测图技术中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图 1是雷达图像采样点对应

的地面形状 ,对于每一个成像单元 ,包括 3个几何

成像参数:θ为入射角;Rd 为距离向分辨率;Ra

为方位向分辨率 。从图 1可得:

L(α)=
R dsin(θ)

sin|θ-α|
(1)

L(β)=Rα/cos(β) (2)

A(α, β)= L(α)×L(β) (3)

后向散射特性采用 Lambertian 散射模型 ,得到余

弦散射模型为:

图 1　雷达图像像素对应的地面几何形状

Fig.1　Geometric Shape of Radar Image Pix el

Ir(α, β)=Kσ0cos
2
(θ-α)cos

2
(β)A(α, β)

(4)

式中 , Ir 为回波强度;α为幅度角;β 为方位角;θ

为雷达发射电磁波的俯角;K 为定标常量;σ0为

地面覆盖物的后向散射系数;A 为 SAR影像上的

一像素点对应的地面面积 。

2　基于区域增长的余弦散射单幅雷

达测图算法

　　在平坦地区或者同一坡面上 ,有许多特殊的

属性 ,因此对于任意一幅雷达影像 ,如果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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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使每一个区域对应的地形近似为一个坡面 ,必

将简化算法 ,提高精度。考虑在同一坡面 ,根据余

弦散射模型 ,其灰度变化小 ,因此 ,可以利用拉普

拉斯算子求出边缘 ,以边缘为界组成小的区域 ,在

区域内实施基于区域增长的余弦散射单幅雷达测

图算法。

2.1　区域内像素点递推算法

对雷达图像进行区域化处理后 ,由于在各个

区域内像素点的灰度变化小 ,而且彼此相连 ,因此

可以认为 ,在同一区域内雷达像素点所对应的地

形具有相似性 ,即近似地在同一坡面上 ,而且有相

同的散射系数 。根据余弦散射模型(4),在区域

内 ,相邻两像素之间的灰度之比为:

I1/ I2 =

cos2(θ1 -α1)cos(β1)sin(θ1)sin(θ2 -α2)/

cos2(θ2 -α2)cos(β2)sin(θ2)sin(θ1 -α1), θ<α

cos2(θ1 -α1)cos(β1)sin(θ1)sin(α2 -θ2)/

cos
2
(θ2 -α2)cos(β2)sin(θ2)sin(α1 -θ1), θ>α

(5)

式中 , θ可以根据卫星参数求取 ,因此 , θ1和 θ2可
以认为是已知数 ,区域内的灰度变化直接和 α、β
相关 ,即直接和地形相关 。为求取区域内每一像
素点的 α和 β ,考虑到在区域内灰度变化小 ,地形
具有相关性 ,因此 ,进行如下两个假设:①在同一
区域内 ,相邻像素的灰度变化是由 α和 β的微弱
变化引起的;②区域内相邻像素的 α和 β相关 ,
即区域内一点的 α和 β及其周围点的α和 β相
关。基于以上假设 ,结合区域种子增长法 ,得到区
域内像素点坡度求解的算法如图 2所示 。

图 2　区域增长示意图和其邻域点的预测增长方向

Fig.2　Grow th Pixel and Its Neighbors

Show ing Prediction Directions

具体算法如下。

1)当待解点的八邻域中 ,某个方向上相邻的

两个像元的 α和 β已经求解时 ,则

αpk =2α1 -α2

βpk =2β1 -β2
(6)

式中 , αpk 、β
p
k 表示从某方向进行解算时所得的结

果;α1 、β1是某方向上最靠近待求点位置上的 α、β

(见图 2);α2 、β2是某方向上第二个点的 α、β 。

2)当某个方向上只有一个靠近的已解点时 ,

α
p
k =α1

β
p
k =β1
(7)

　　3)对于有两个已解点的方向 ,赋予较大的权

值(如 W k =1);而由单点递推时 , 权值较小(如

W k=0.5)。则八邻域求解公式可以表达为:

αp =(∑W kα
p
k)/(∑Wk)

βp =(∑Wkβ
p
k)/(∑Wk)
(8)

式中 , α
p
、β

p
是推导出来的α、β。

4)把式(8)代入式(5),得到推算出来的影像

强度之比(I 1/ I 2)new ,它和真实的影像强度之比存

在误差 ζ:

ζ=(I1/ I2)-(I 1/ I 2)new (9)

　　5)式(9)有两个变量 α和 β ,存在如何分配该

误差到 α和 β的问题 。考虑在区域内 α和 β的微

弱变化 ,先假设该误差是由 α引起的 ,即把推导

出来的 βp作为确定量 ,而把 α作为变量代入 ,求

解出新的推导值 αnew 。在此基础上 ,再假设该点

的坡度值已知 ,并假设其八邻域中坡度值已知的

灰度最接近的点 M 坡度未知 ,这样对 M 点反过

来利用步骤 1)～ 3)确定M 点虚拟的 αp和 β　p,它和

已知的M 点的坡度值存在一定的误差 ,这时认为

该误差主要是由于没有考虑 β而引起的;由推算出

来的 M 点的坡度值利用式(5)生成的灰度和真实

的灰度之间存在误差 ,反过来把 M 点的 αp作为确

定量 ,代入式(7),得到虚拟的新的 βnew ,反过来再

推算要求点 ,如此迭代 ,直到 ζ小于一理想的阈值 ,

从而确定该点的 α和 β,如果不能小于理想的阈

值 ,则不求该点 ,待其邻域中的更多点求解后再求

该点。

2.2　不同区域之间点的递推

不同的区域可以认为是不同的坡面 ,虽然其

坡度不同 ,但其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关联 。把一个

区域浓缩为一个统计的像素点 ,由于进行了统计

平均 ,式(7)近似成立 ,且式中相邻像素点的影像

灰度分别是两个区域影像灰度统计的平均值;相

邻像素点的影像坡度分别是两个区域影像中最接

近点的坡度 ,如果有多个相邻的点 ,则是其中影像

625　第 7 期 钱　俊等:基于区域增长的单幅雷达测图算法



灰度最接近的点的坡度。假设 β 为零 ,得到相邻

像素点 α方向的比值 ,把该比值经过加权处理 ,

得到修正系数。由已知区域的像素点 α和 β同时

乘上修正系数 ,直接赋值给新区域最接近的像素

点 ,并以该像素点作为种子点 ,再利用区域内点的

递推算法求得区域内所有点的坡度 。

2.3　边缘点的递推

区域的大小是通过拉普拉斯算子的阈值来确

定的 ,当阈值较小时 ,区域内的点较少 ,但得到的

精度高。为求取更多的点 ,需要不断扩充区域 ,采

用较大的阈值 。这样 ,原先不同的区域可能会合

并 ,但原先为边缘的点必须判断其归属 ,否则误差

较大 ,可由该点的灰度和已知区域的灰度统计平

均值进行比较 ,根据灰度比值的接近程度决定该

点的归属 ,并利用区域内像素递推的算法 ,求出该

点的坡度。如此下去 ,可以求得所有像素点的坡

度值 ,进而推导出整幅雷达影像对应的数字高程。

2.4　高程的获取算法

由于雷达影像没有正负之分 ,根据余弦散射模

型递推出来的坡度范围是[ 0 , 90] ,即没有方向性。

为了能得到高程的增减特性 ,同样需要进行分区。

首先对 α影像进行分区 ,分别对每行求解出 α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 ,对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连线 ,形

成3个大的区域;再对 β影像进行分析 ,同理可以

分成三大区域 ,和前面利用 α影像分区的结果进行

对照 ,把整幅图分解成更多的区域。在每一个区域

内再利用上面的方法进行区域划分 ,直到该区域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在连线上时为止 。这种情况下可

以认为该区域的 α和 β在行向和列向上造成的高

程增减一致 。对于不同区域 ,可以从坡度角的趋势

来判断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增减 。如果总

体上坡度角是增加的 ,即使其中有些区域的坡度稍

有降低 ,则高程还是应该增加。从一个控制点出

发 ,可以递推出整个影像的高程图。

3　区域化雷达图像求解实验结果

为验证基于区域增长的余弦散射单幅雷达测

图算法的有效性和精确度 ,选择河北张北丘陵地

区为实验对象 ,采用的雷达影像是 ERS-1 卫星于

1997年 10月 8日获取的 ,对照的地形图的比例

尺是 1∶5万 ,图 3是对应区域的地形图。图 4 、图

5是利用基于区域增长的余弦散射单幅雷达测图

方法获取的坡度角 ,图 6是在此基础上利用高程

获取的算法获得的高程图。对照图 3 和图 6可

知 ,求解出来的 DEM 图基本上反映了该地区地

形变化的趋势 ,地形起伏在地形图上得到了充分

体现。为进一步验证该算法的精度 ,把 DEM 图

中最大的高程值作为山脊 ,和图 3中山脊对应位

置的高程进行了比较 ,山脊处高程的最大误差为

37m ,对误差进行绝对值处理算得的统计平均误

差为 12m ,其精度较高 ,证明了这种算法是有效

的 ,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高程值 ,基本上满足了一

般应用领域的需求。

图 3　雷达影像对应
区域的地形图

F ig.3　Contour of Reflecting
Radar Image

图 4　推导出来的
幅度角α

F ig.4　Deduced Azimutal
Angle(α)

图 5　推导出来的
方位角 β

Fig.5　Deduced Azimutal
Ang le(β)

图 6　推导出来的
数字高程

Fig.6　Deduced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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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rinciple of cosine backscatter model.The model has tw o

unknown numbers:azimuth angle and range angle.Fo r f lat area , we assume the azimuth angle is

zero , so w e can get range ang le.Then we can get DEM by integration.Based on this model , we

int roduce a new algori thm that does not omit azimuth angle and can get DEM in mountainous

area.Using this model , we assessed the DEM of Zhangbei of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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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view angle of landslide-monitoring data mining is proposed.With the view ang le

three , Bao ta landslide is taken as a case study to discover quantitative , qualitative and visualized

know ledge f rom its monitoring databases.The results are sat 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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