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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最小方差估计用于犛犃犚干涉图大气延迟改正

许才军１，２　王江林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地球空间环境与大地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将线性最小方差估计（ｌｉｎｅａｒｍｉｎｉｍｕｍ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ＬＭＭＳＥ）引入ＳＡＲ干涉图大气延迟改正，

并用模拟实验比较了地势平坦地区ＬＭＭＳＥ与以往常用于ＳＡＲ干涉图大气延迟改正的距离权倒数法（ｉｎ

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ＩＤＷＡ）和普通克里格算法（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Ｋｒｉｇｉｎｇ，ＫＲＧ）的插值效果。同时，还

比较了地势起伏较大地区，考虑了高差因素的ＬＭＭＳＥ和ＫＲＧ算法、未考虑高差因素的ＬＭＭＳＥ、ＫＲＧ算法

以及ＩＤＷＡ的插值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地势平坦地区，在各种精度情况下，当已知点呈随机分布时，点

数越少，ＬＭＭＳＥ的插值效果的优势越明显；对于地势起伏较大地区，考虑了高差因素的ＬＭＭＳＥ的插值效果

最佳。

关键词：线性最小方差估计法；ＳＡＲ干涉图；大气延迟改正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Ｐ２２５．１

　　 两幅ＳＡＲ（合成孔径雷达）图像共轭相乘可

以得到一幅干涉图，包含地形、地表形变和大气延

迟等信息［１］。将干涉图解缠后可以得到ＤＥＭ 或

形变场，这种得到ＤＥＭ 和形变场的技术分别称

为ＩｎＳＡＲ和ＤＩｎＳＡＲ。大气延迟是ＳＡＲ干涉图

主要的误差源，在地势平坦地区，干涉图中的大气

延迟主要由湿延迟差引起；而在地势起伏较大地

区，干涉图中的大气延迟还包含流体静力延迟差。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利用莫哈韦沙漠地区的三幅 ＳＩＲＣ

ＳＡＲＴａｎｄｅｍ数据（间隔１ｄ）得出的大气延迟峰

值为２．８ｃｍ（单程），ＲＭＳ为０．３ｃｍ
［２］。在某些

情况下，大气延迟引起的高程误差可以达到２９０

ｍ（水平基线为１００ｍ），形变误差为１０ｃｍ
［３］。因

此，要得到高精度的ＩｎＳＡＲ产品，必须对干涉图

中的大气延迟进行改正。由于电离层在垂直方向

变化不大，在水平方向的变化尺度大于１００ｋｍ，

所以干涉图中电离层延迟的影响不大［４］，也就是

说，干涉图中大气延迟的影响主要是由对流层延

迟引起的。ＳＡＲ干涉图中对流层延迟的改正方

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统计法［３，５，６］和校准

法［７１１］。前者的改正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干涉

图的数量，而后者的改正效果与所利用的辅助数

据类型（包括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及其精度）和插值

算法有关。本文将线性最小方差估计法引入

ＳＡＲ干涉图大气延迟改正中。

１　大气延迟改正的插值算法

用校准法改正大气延迟（对流层延迟）只能得

到有限的采样点，其空间分辨率远远小于干涉图

的空间分辨率。如果用ＧＰＳ改正对流层延迟，通

常使用ＧＰＳ连续跟踪站的数据，落在一幅ＳＡＲ

影像内的ＧＰＳ站点数一般为３０～５０个
［８］。ＭＯ

ＤＩＳ提供的水汽产品分辨率为１ｋｍ×１ｋｍ，

ＭＥＲＩＳ则为１．２ｋｍ×１．２ｋｍ，还可以提供３００

ｍ×３００ｍ的高空间分辨率水汽产品。因此，必

须将得到的对流层延迟插值到干涉图格网上去。

目前，常用于大气延迟插值的算法有ＩＤＷＡ

和ＫＲＧ算法
［１２，１３］。设辅助数据为狕犻（珝狓犻），犻＝１，

２，…，犖，珝狓犻为已知点的空间坐标，犖 为已知点数

目。ＩＤＷＡ和 ＫＲＧ 算法的估计公式均可表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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狕^０ ＝∑
犖

犻＝１

α犻狕犻

式中，^狕０ 为待插值点处的估值；α为已知点的组合

系数。ＩＤＷＡ算法的组合系数等于待插值点到

已知点距离的平方反比，而 ＫＲＧ算法的组合系

数则需由克里格方差最小准则推出，该算法在插

值前需对已知点进行结构分析，因考虑了已知点

的空间分布，故能得到较好的插值效果［１４］。

ＬＭＭＳＥ是以估计参数误差的均方差最小为

准则的。设已知点向量为犔＝（狕１，狕２，…，狕犻，…，

狕犖）
Ｔ，其中，狕犻为第犻个采样点，犖 为已知点数量。

狕^０ 可表示为已知点向量的线性函数：

狕^０ ＝α＋β犔 （１）

　　在估计参数误差的均方差阵最小的准则下，

可求得系数α、β
［１５］：

α＝μ狕０－犇狕０犔犇
－１
犔μ犔，β＝犇狕０犔犇

－１
犔 （２）

式中，μ狕０、μ犔 分别为待插值点处和已知点处的大

气延迟期望值；犇犔 为已知点的方差协方差阵；

犇狕
０
犔为待插值点与已知点的协方差阵。犇犔、犇狕

０
犔

可根据ＫＲＧ结构分析结果求得。Ｚｅｂｋｅｒ认为，

干涉图中的大气延迟是零均值的［３］。在干涉图中

的大气延迟满足二阶平稳假设的条件下，可认为

其期望为零，即μ狕０、μ犔 均为零。这样，将系数α、β
代入式（１）即可求得待插值点的估值：

狕^０ ＝犇狕
０
犔犇

－１
犔犔 （３）

这种针对干涉图中大气延迟的ＬＭＭＳＥ方法不

仅考虑了已知点的空间结构，而且考虑了大气延

迟的统计特征，是对ＫＲＧ方法的改进。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 ＬＭＭＳＥ算法采用了

ＫＲＧ的结构分析结果。对于地势平坦地区，结构

分析所采用的理论半变异模型只需考虑水平距离

的影响；对于地势起伏较大地区，理论半变异模型

还需考虑高程的影响［９，１６］。为此，可以引入如下

的半变异函数理论模型［９］：

γ＝犆×犺
α
＋犽×犎 （４）

式中，γ（ｍ）为半变异值；犺（ｍ）和犎（ｍ）分别为水

平距离和高差；犆、α和犽为模型系数。本文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的非线性拟合函数 ＮＬＩＮＦＩＴ确定犆、α

和犽。在模拟实验中，每实施这样一次插值，都会

得到一组模型系数值，本文由所得到的模型系数

计算得到的犆、α和犽的平均值分别为０．０００１０４、

０．９５６２２３、－０．０００８３７。

另一方面，协方差阵犇狕
０
犔是通过半变异函数

求得的，而半变异函数作为一种统计量，能确切地

反映被统计物理量的特征（这里指湿延迟），这样

求得的协方差阵考虑了被统计量的物理特征（随

机行走过程特征），是合理的。

本文把考虑了高差因素的ＫＲＧ和ＬＭＭＳＥ

算法分别记为ＫＲＧＨ和ＬＭＭＳＥＨ算法。

２　线性最小方差算法改正效果分析

为讨论线性最小方差算法的改正效果，用模

拟数据分别对上面几种算法进行了计算分析。对

于各向同性且二阶平稳的随机场，其统计特征可

用结构函数表示为［８］：

犇狓（犚）＝犆
２犚狏 （５）

式中，犆描述被统计物理量的空间变化尺度，它与

式（４）中的犆（表示协方差函数）的涵义不同；犚表

示距离。

Ｔｒｅｕｈａｆｔ和Ｌａｎｙｉ提出一种描述湿延迟的统

计模型［１７］。他们指出，湿延迟的空间结构函数幂

指数狏的变化范围约为２／３～５／３。当湿延迟的

变化尺度远小于１ｋｍ时，狏为２／３；变化尺度为

３０００ｋｍ时，狏为５／３。随机行走过程的空间结构

函数幂指数为１
［３］。由上面湿延迟结构函数幂指

数的变化范围可知，随机行走过程可以模拟１～

３０００ｋｍ间某一空间尺度的湿延迟。据此，采用

随机行走过程来模拟湿延迟图。对于地势平坦地

区，由于干延迟变化小，在干涉图中基本消除，所

以干涉图中的大气延迟主要为湿延迟；而对于地

势起伏较大地区，还需加上流体静力延迟差图（可

根据ＤＥＭ 得到）。本文得到的模拟大气延迟图

大小为１０ｋｍ×１０ｋｍ，空间分辨率为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ＳＡＲ干涉图中的模拟大气延迟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ｉｎ

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从模拟延迟图中抽取一定的已知点进行插

值，得到改正延迟图，从模拟延迟图中减去改正延

迟图，得到残差图。本文用残差图的ＲＭＳ作为插

值算法优劣的评价因子。首先讨论地势平坦地区

在不同已知点数、不同空间分布和不同精度情形

下ＬＭＭＳＥ、ＫＲＧ、ＩＤＷＡ的插值效果，结果如图

２所示。图中方形点表示未进行改正的ＲＭＳ。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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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已知点不同精度情形下插值算法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ＫｎｏｗｎＰｏｉｎｔｓ

　　图２（ａ）比较了三种算法在不同已知点数时

的优劣，ＫＲＧ和ＬＭＭＳＥ算法均优于ＩＤＷＡ算

法，而ＬＭＭＳＥ又略优于 ＫＲＧ算法。图２的４

幅图比较了已知点在不同精度情况下三种算法的

插值效果。从图２可知，在４种精度情况下，当已

知点数较少时（本文已知点数从５起算），ＬＭＭＳＥ

算法都有比ＫＲＧ和ＩＤＷＡ 更优的插值效果。随

着精度的降低，ＩＤＷＡ 的插值效果开始接近于

ＫＲＧ和ＬＭＭＳＥ，而在已知点中误差为６ｍｍ、点

数多于２０以及中误差为１ｃｍ、点数多于１０的情况

下，ＩＤＷＡ 的插值效果超过了ＫＲＧ和ＬＭＭＳＥ，这

是因为ＫＲＧ和ＬＭＭＳＥ结构分析的结果受到了已

知点误差的影响，反而使其插值效果不如没有考虑

已知点空间分布的ＩＤＷＡ 算法。图３为当已知点

呈格网分布时三种插值算法效果比较示意图。由

图３可知，ＬＭＭＳＥ与ＫＲＧ的插值效果相当，且都

优于ＩＤＷＡ，在已知点数大于３６时，ＬＭＭＳＥ的插

值效果略优于ＫＲＧ的插值效果。

图４ 为 地 势 起 伏 较 大 地 区，ＬＭＭＳＥＨ、

ＫＲＧＨ、ＬＭＭＳＥ、ＫＲＧ和ＩＤＷＡ插值算法的比

较。可以看出，ＫＲＧＨ和ＬＭＭＳＥＨ方法的改正

效果明显优于ＩＤＷＡ、ＫＲＧ和ＬＭＭＳＥ方法，且

ＬＭＭＳＥＨ 的插值效果略优于 ＫＲＧＨ。当使用

７０个采样点时，ＩＤＷＡ、ＫＲＧ、ＬＭＭＳＥ、ＫＲＧＨ

和ＬＭＭＳＥＨ 插 值 算 法 使 残 差 ＲＭＳ 分 别

减小３１．２％、４６．８％、４６．７％、５７．９％和６２．６％。

图３　格网分布情形下

插值算法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ｏｒＰｅｒｆ

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ｎＧｒｉｄＤａｔ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４　地势起伏较大

地区５种算法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ｏｒＰｅｒｆ

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Ａｒｅａ

从图中可以看出，ＬＭＭＳＥＨ有最好的插值效果。

３　结　语

本文将ＬＭＭＳＥ用于ＳＡＲ干涉图中大气延

迟的改正，并与ＩＤＷＡ和 ＫＲＧ算法的改正效果

进行了比较；同时还比较了地势起伏较大地区，考

虑了高差因素的 ＬＭＭＳＥ（ＬＭＭＳＥＨ 方法）、

ＫＲＧ（ＫＲＧＨ 方 法）和 未 考 虑 高 差 因 素 的

ＬＭＭＳＥ、ＫＲＧ以及ＩＤＷＡＳ算法的优劣。本文

结果可以为实际应用具体的插值算法进行大气延

迟改正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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