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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卫星编队犐狀犛犃犚空间同步
对系统性能影响的分析

楼良盛１　汤晓涛１　牛　瑞１

（西安测绘研究所，西安市雁塔路中段１号，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根据卫星编队条件下ＩｎＳＡＲ高程测量的要求，对空间同步的要求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空间同步对ＩｎＳＡＲ系统的高程测量精度和分辨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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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涉合成孔径雷达（ＩｎＳＡＲ）技术是在合成孔

径雷达（ＳＡＲ）技术基础上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的

一种新的主动微波成像技术，是一般ＳＡＲ功能的

延伸和发展。按照其干涉模式，可以分为用于提

取地面三维信息的切轨迹干涉（ａｃｒｏｓｓｔｒａｃｋ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和用于动目标检测、海洋水流与波

形测量的顺轨迹干涉（ａｌｏｎｇｔｒａｃｋ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

ｔｒｙ）两种
［１］。卫星编队ＩｎＳＡＲ系统是一个多基

雷达系统，在自然飞行条件下编队卫星的轨道构

形必须服从 Ｈｉｌｌ方程
［２］。多基雷达ＩｎＳＡＲ系统

中不同雷达回波信号之间的相干性是标志系统品

质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能使分开放置的雷达所

接收信号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干性，协同工作的雷

达一般采用一发多收（一个雷达发射，所有雷达一

起接收）的工作方式。在此方式下，发射与接收雷

达之间必须要相互协调与配合，才能实现工作目

的。为此，需要在两个雷达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同

步关系。多基雷达之间的同步关系，具体分为时

间同步、相位（相参）同步和空间同步，通常称为

“三大同步”。

１　空间同步要求

几何上分开放置的主、副雷达天线，在雷达工

作时天线必须同时指向同一地面成像点，副雷达

才可能收到目标的回波。主、副雷达间在天线波

束指向上的这种配合要求，就是多基雷达系统的

空间同步。对于一发双收的ＩｎＳＡＲ系统，空间同

步就是要使副雷达天线波束的主瓣时刻指向主动

雷达天线波束的主瓣所“照亮”的地面区域。

双基ＳＡＲ对空间同步的基本要求是，天线波

束指向在目标上形成的误差不大于天线足迹的

１／１０。雷达波束角ω为
［６］：

ω＝λ／犠 （１）

　　若雷达信号选用Ｘ波段（波长为０．０３２ｍ），

雷达天线长度为１０ｍ，宽度为０．７ｍ（对应地面

５ｍ分辨率），则根据式（１）可得，方位向和距离向

的波束角分别为０．１８°和２．６１°。

根据天线波束指向不大于天线足迹的１／１０

的原则，空间同步对方位向和距离向的指向精度

要求分别为±０．０１８°和±０．２６１°，其方位向的要

求明显高于距离向的要求。

２　空间同步对犐狀犛犃犚系统性能影响

空间同步对ＩｎＳＡＲ系统性能的影响有以下

两个方面：① 高程测量精度影响。空间同步不

好，副雷达将接收到回波的旁瓣，引起副雷达回波

的信噪比下降，信噪比的下降导致主、副雷达图像

间相干性下降，从而影响高程测量精度。② 方位

向分辨率影响。主、副雷达波束指向的不同将决

定着其回波的多普勒频带，进而决定了主、副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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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波间共同多普勒频带的大小，共同回波多普

勒带宽的大小将分别决定方位分辨率。

２．１　高程测量精度影响

雷达方程可表示为［１］：

ＳＮＲ＝
犘犌２λ

２
σ犜犻

（４π）
３犓犜犚４η

（２）

式中，犌为天线增益，可表示为
［３］：

犌ψ，（ ） ＝ π ε０／μ槡 ０／（λ
２犘［ ］） １＋ｃｏｓ（ ）ψ

２
×

　　 　　∫犃犪

犈 狓′，狔（ ）′·

ｅｘｐ
ｊ２π／（ ）λｓｉｎψ

狓′ｃｏｓ＋狔′ｓｉｎ（ ）［ ］

ｄ狓′ｄ狔′

２

（３）

　　从式（２）、式（３）可知，ＳＡＲ回波的信噪比与

波束指向与天线法线的夹角ψ有关，当ψ＝０时，

天线增益最大，ＳＡＲ回波的信噪比也最大。当空

间同步不好时，副雷达天线指向与主雷达天线指

向不一致，即副雷达的ψ不能为０，从而使回波的

信噪比下降。参考德国空间局的 ＴａｎｄｅｍＸ任

务［１１］参数，对于一般的田地地面，信噪比为７～８

ｄＢ，天线波束指向错开天线足迹的１／１０，信噪比

下降０．２ｄＢ左右。

信噪比下降会引起主、副雷达接收信号之间

相关性的下降，相关性是ＩｎＳＡＲ中最关键的因

素。信噪比与信号相关系数的关系为［４］：

γ＝
１

（１＋ＳＮＲ－
１
１ ）·（１＋ＳＮＲ

－１
２槡 ）

（４）

式中，ＳＮＲ１和ＳＮＲ２分别为主、被动雷达信噪比。

设主、被动雷达信噪比相同，其信噪比对相关系数

的影响如图１所示。从图１可知，当信噪比为７

～８ｄＢ时，信噪比的变化对相关系数影响较大。

相关性的好坏直接影响ＩｎＳＡＲ处理的相位

精度，相位精度与信号相关系数的关系为［５６］：

犿Φ ＝±
１

２槡犖

１－γ槡
２

γ
（５）

式中，犖 为复影像视数。相关系数对相位的影响

如图２所示。

根据ＩｎＳＡＲ高程测量原理
［７８］，相位误差对

ＩｎＳＡＲ高程测量精度的影响为：

犿犺 ＝±
λ犚１ ｓｉｎθ＋ｃｏｓθｔａｎ（ ）α
２πρ犅ｃｏｓθ－（ ）β

犿Φ （６）

式中，θ为主雷达侧视角；α为地面坡度；β为基线倾

角；犚１为成像点到主雷达天线相位中心的距离；

ρ＝１，２（１为一发多收模式，２为单发单收模式）。

参考德国空间局的ＴａｎｄｅｍＸ任务，卫星轨

道高度为５００ｋｍ，雷达侧视角为４５°，雷达工作波

段选择Ｘ波段，中心频率为９．６ＧＨｚ（波长为３．２

ｃｍ）。雷达收发模式为一发多收时，根据有效基

线的选择要求［１，９］，其有效基线长度应为１２００ｍ

左右。根据式（４）～式（６），图３为在不同地面坡

度下，复影像处理视数为单视时，信噪比对Ｉｎ

ＳＡＲ高程测量精度影响等值线图（单位为 ｍ）。

从图３可知，对于一般的田地地面，空间同步所引

起的信噪比的变化对高程测量精度影响较大，且

随地面坡度的增加而增大。

２．２　方位向分辨率影响

对于地面某成像点，若主、副雷达指向与卫星

飞行方向法平面的夹角为α１、α２，则主、副雷达接

收回波信号多普勒中心频率分别为犳犱犮
１
＝
２犞

（／）

λ

ｓｉｎα１，犳犱犮
２
＝
２犞

（／）

λ
ｓｉｎα２（犞 为卫星速度），其主、副

雷达多普勒的频谱偏移Δ犳犱犮为
［１］：

Δ犳犱犮 ＝ 犳犱犮
１
－犳犱犮

２
＝

２犞

λ
ｓｉｎα１－ｓｉｎα（ ）２ ≈

２犞

λ
Δα （７）

式中，Δα＝α１－α２为主、副雷达方位向指向偏差。

方位向分辨率与多普勒带宽犅犱 的关系为
［１］：

ρ犪 ＝
犞
犅犱

（８）

　　由于主、副雷达多普勒频谱偏移，其分辨率

为：

ρ犪′＝
犞

犅犱－Δ犳犱犮
（９）

式（７）代入得：

ρ′犪＝
犞λ

λ犅犱－２犞Δα
（１０）

　　由式（１０）可知，随着主、副雷达方位向指向偏

差的加大，方位向分辨率将变差。同样以 Ｔａｎ

ｄｅｍＸ任务为例，卫星的速度为７５００ｍ／ｓ，若

ＳＡＲ方位向分辨率为５ｍ，由式（８）可知，多普勒

带宽应为１５００Ｈｚ。根据式（１０），雷达天线方位

向指向偏差对方位向分辨率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近几年，基于卫星编队的ＩｎＳＡＲ技术受到许

多国家的重视，是一种发展趋势，目前有代表性并

将付诸实现的系统有ＣＮＥＳ和日本联合开展的

Ｃａｒｔｗｈｅｅｌ
［１０］及德国空间局的 ＴａｎｄｅｍＸ任务。

从本文的分析可知，空间同步在方位向的要求明

显高于距离向。空间同步对基于卫星编队的Ｉｎ

ＳＡＲ系统的高程测量精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

随迎坡面角度的增加而增大，对分辨率的影响较

大，在基于卫星编队的ＩｎＳＡＲ系统中需要采取有

效手段控制空间同步精度。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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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信噪比对

相关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ＳＮＲ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图２　相关系数

对相位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ｔｏＰｈａｓｅｓ

　　　

图３　信噪比对

高程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ＳＮＲｔｏＨｅｉｇｈｔ
　 　

图４　雷达天线偏差

对方位向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ａ

ｄａｒＡｎｔｅｎｎａ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Ａｚｉｍｕ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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