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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一种站间和历元间的双差算法来计算ＩｎＳＡＲ结果的大气改正量。为了逐像素改正ＩｎＳＡＲ结

果，引入自适应参数的支持向量机（ＳＶＭ），利用稀疏的ＧＰＳ站网上所获得的大气改正值回归估计未知像元

上的对流层改正值。采用南加州ＧＰＳ集成网络（ＳＣＩＧＮ）数据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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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ＩｎＳＡＲ可以进行 ｍ级精度的全球地形测绘

和亚ｃｍ级的地面形变探测，并拥有数 ｍ的高空

间分辨率［１，２］。雷达信号经过时会发生延迟，而

且对于重复轨道ＩｎＳＡＲ来说，对于不同时间所获

取的两张影像，大气状态是不同的。因此，这两幅

影像上的任何路径延迟差都会导致相位信号的额

外平移。这种额外的相位成分会给干涉图的正确

解译带来困难。

大气对重复轨道ＩｎＳＡＲ的影响主要是对流

层延迟。对流层折射指数的变化，特别是水汽含

量的变化，会对干涉相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Ｈａｎｓｓｅｎ在１９９８年的研究中表明，大气影响对观

测相位值的贡献可达到０．３到２．３个相位周，在

有雷暴的气候条件下，这种相位误差可以达到４

周［３］；Ｒｉｇｏ和 Ｍａｓｓｏｎｎｅｔ在１９９９年利用ＥＲＳ１／

２数据研究Ｐｙｒｅｎｅａｎ地震时发现，大气变化大大

增加了干涉图中的噪声，这种噪声水平大约是同

震信号的２～３倍
［４］。为了能够正确地解译干涉

相位成分，首先需要消除或改正大气的影响。

由于干涉图中的大气噪声主要集中在长波波

段上，所以可以利用ＧＰＳ站网的数据来消除波长

大于ＧＰＳ站间距离的大气信号。到目前为止，利

用ＧＰＳ数据来减少干涉图中的大气影响很少有

比较满意的结果，这主要有两个限制因素：① 有

限的ＧＰＳ站网空间分辨率；② 缺乏有效的空间

内插估计方法。本文基于统计学习理论，引入基

于支持向量机的未知点上对流层延迟的最优估计

方法，该方法能在优化样本的情况下，使回归估计

函数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以在最小实际风险、

最大置信度下对未知点作出估计。该方法不仅考

虑了大气紊流过程，而且还考虑了与地形有关的

对流层的垂直分层变化所引起的大气信号，估计

的结果相对比较理想。

１　从犌犘犛数据中计算对流层延迟改

正值

　　ＧＰＳ卫星信号经过大气层时要受到大气的

折射而延迟，将该延迟量作为待定参数引入到观

测模型和解算方案中，并逐项考虑误差的来源和

消除的办法，精密的大气延迟量（ｍｍ级）可以与

定位参数一同求解出来。采用双频技术可以将电

离层延迟改正到ｍｍ级，这样就可以得到总的对

流层延迟量。在利用专门的软件（如Ｇａｍｉｔ）处理

ＧＰＳ数据时，会根据用户指定的所需对流层参数

的个数，计算出观测时段上不同时刻的总对流层

延迟量。

但是，只有两个 ＳＡＲ 成像点之间和两次

ＳＡＲ影像获取之间的相对对流层延迟才会对Ｉｎ

ＳＡＲ推导的变形信息产生扭曲，这是因为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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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相位差，而且在影像上形变总是参考于一个

稳定的点。因此，ＧＰＳ观测量的站间和历元间的

双差算法可以用来推导ＩｎＳＡＲ结果的改正量
［２］：

犇犼犃犅 ＝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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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犃、犅 为ＳＡＲ图像上两站点，犃 为参考点；

从ＧＰＳ估计出的站点犃和犅 上的对流层延迟分

别为犇犼犃和犇
犼
犅；犻、犼、犽为不同的历元，即ＳＬＣ影像

成像时刻。

２　基于犛犞犕的对流层延迟内插估计

支持向量机方法的泛化能力要明显优于神经

网络等传统方法［５］，另外，它的解也是惟一的、全

局最优的。

２．１　非线性回归估计的支持向量机方法

训练样本集假定为｛（狓犻，狔犻），犻＝１，２，…，犾｝，

其中狓犻∈犚
犖为输入值，狔犻∈犚为对应的目标值，犾

为样本数。定义ε不敏感损失函数为：

狘狔－犳（狓）狘ε＝
０，狘狔－犳（狓）狘≤ε

狘狔－犳（狓）狘－ε，狘狔－犳（狓）狘＞｛ ε

（３）

式中，犳（狓）为通过对样本集学习而构造的回归估

计函数；狔为狓 对应的目标值。对于训练集为非

线性情况，通过某一非线性函数ψ（·）将训练集

数据集狓映射到一个高维线性特征空间，在这个

维数可能为无穷大的线性空间中构造回归估计函

数，因此，在非线性情况，估计函数犳（狓）为：

犳（狓）＝狑·ψ（狓）＋犫 （４）

其中，狑的维数为特征空间维数（可能为无穷维）。

最优化问题为：

ｍｉｎ
狑，犫，ξ

１

２
狑 ２

＋犆∑
犾

犻＝１

（ξ犻＋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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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为：

狔犻－狑·ψ（狓犻）－犫≤ε＋ξ犻

狑·ψ（狓犻）＋犫－狔犻≤ε＋ξ

犻

（６）

其中，ξ犻、ξ

犻 为松弛变量，ξ犻≥０，ξ


犻 ≥０（犻＝１，２，

…，犾）；犆为惩罚因子，犆＞０，犆越大表示对超出ε

管道数据点的惩罚越大。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求

解这个具有线性不等式约束的二次规划问题，可

以确定回归估计函数：

犳（狓）＝ ∑
狓犻∈犛犞

（α犻－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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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犻、α

犻 为拉格朗日乘子。最优化计算得到的

非零α犻（或α

犻 ）对应的狓犻称为支持向量，只有支持

向量对狑 有贡献，即对估计函数犳（狓）有贡献。

犛犞为支持向量集，犖犖犛犞为标准支持向量数。犓

（狓犻，狓犼）称为核函数，核函数的选择对构造出来的

支持向量机的性能影响很大。这里选择径向基函

数作为对流层延迟估计算法中的核函数，其中γ
２

为核函数宽度系数：

犓（狓犻，狓）＝ｅｘｐ（－狘狓－狓犻狘
２／γ

２） （９）

２．２　对流层延迟改正的内插估计

为了逐像素改正ＩｎＳＡＲ结果，必须对 ＧＰＳ

得到的对流层改正进行内插。首先，把已知的

ＧＰＳ站点作为训练样本，对模型进行训练，得到

对流层延迟改正的回归估计函数。其中站点的

犡、犢、犣坐标作为输入量，延迟量（或改正值）作为

输出值，这样不仅考虑了对流层延迟在水平位置

上的变化，也顾及了延迟量对高程的依赖。其次，

在训练的过程中，不断调整ＳＶＭ 模型的超参数，

得到性能最优的回归估计模型。超参数对ＳＶＭ

的回归估计性能的影响很大，ε原则上反映了对

数据中噪声幅度的容许界限，它控制支持向量的

多少和模型的预测能力［６］。在实际求解中，ε的

取值过小，支持向量的数目变化不大，但模型求解

的时间将大大增加。ε过大，模型虽较为简单，但

其精度将较低，推广性能降低。犆越小，对样本数

据中超出ε管道的样本惩罚就越小，使训练误差

变大，系统的泛化能力变差；犆越大，
１

２
｜狑｜

２（即

ＶＣ维）的权重就越少，系统的泛化能力也会变

差。γ
２ 过小，容易出现过拟合现象，此时回归模

型过于复杂，预测能力较差；γ
２ 过大，则容易出现

欠拟合，回归模型难以达到足够的精度。本文利

用一种超参数自适应调整方法，在训练计算中分

析拟合误差的演变情况，自动为支持向量机选择

较佳的参数，以获得较优的回归估计函数。

模型训练完毕后，对该地区的ＳＲＴＭ ＤＥＭ

重采样，使其与干涉图相对应。然后对于每一个

分辨单元，利用得到的模型对对流层延迟进行内

插，并利用雷达入射角把这种天顶延迟量转换为

雷达视线方向上的延迟量，最后生成一幅对流层

延迟改正图，可以直接用于改正ＩｎＳＡＲ中的大气

影响。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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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　验

本文利用ＳＣＩＧＮ的数据来研究上述方法的

可行性。利用２２个站，其中１４个作为参考站，而

８个作为被估计站，其上的对流层延迟改正被估

计出后，再和从ＧＰＳ中得到的延迟进行比较。在

ＩＧＳ网站上分别下载了该ＧＰＳ网络在２００４年１

月１日和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２ｄ的的观测数据，其

时间间隔正好模仿了ＥＲＳＳＡＲ卫星飞行的一个

重复周期（３５ｄ）。然后用Ｇａｍｉｔ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解算对流层延迟参数。在处理时，每隔２ｈ估

计一个参数。对流层的估计分为两步：① 对流层

延迟和站点位置以及钟差一起确定；② 把站点位

置固定在该天的平均值，再估计总的对流层延迟

和接收机钟差。这样是为了降低高程和延迟值之

间高相关性带来的影响。

图１　南加州ＧＰＳ集成网络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ＩＧ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因为雷达干涉测量中使用的是同一地区不同

时刻上两幅影像的相位差，所以为了改正这种相

对的对流层影响，首先把站ＣＩＴ１固定为初始参

考站，通过把其他站点和它作差获得单差对流层

改正，然后在单差的基础上在历元间作差得到双

差改正值。单差改正值的范围是从－８．９ｃｍ到

＋５．８ｃｍ，而双差改正值的范围是从－２．４ｃｍ到

＋２．１ｃｍ。单差和双差之间的比较表明，几乎所

有的双差延迟量都小于单差延迟量（除了ＡＯＡ１

站），这和文献［２］中的结果几乎是一致的。利用

１４个ＧＰＳ参考站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对ＳＶＭ

模型进行训练，经训练为ＳＶＭ 选择最优的超参

数，同时获得一个对流层延迟改正的最优估计函

数。

对于每一个被估计站，用距离倒数加权法

（ＩＤＷ）和ＳＶＭ两种方法来估计对流层延迟改正

值。通过比较模型值和直接由ＧＰＳ数据获得的

“真实值”，进行一种互验证实验来研究估计值的

精度。在该实验中，对于１ｄ观测时间内的１２个

时刻都要进行这种比较，估计样本个数共有８×

１２＝９６。图２给出了站点ＬＥＥＰ上估计值和真实

值的对比图，并进行了线性拟合。图２中，相关系

数为０．８０２６，截距为０．０７４６，表明ＳＶＭ 方法的

估计效果相对令人满意。为了评价估计精度，计

算了模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差作为残差，并计算

了残差的统计量。ＳＶＭ 方法的整体ＲＭＳ为１．

０２３ｃｍ，稍微好于ＩＤＷ 方法（１．５６６ｃｍ），原因可

能在于ＳＶＭ方法考虑了大气和地形之间的相关

性。图３给出了站点ＪＰＬＭ上两种方法的估计结

果的残差图，很明显，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两种

方法得到的结果有相同的精度，几乎都在亚ｃｍ

级的水平。但是，ＳＶＭ的残差在整体上几乎都小

于ＩＤＷ，这表明ＳＶＭ方法比ＩＤＷ 更适合去估计

对流层延迟改正值。另外，通过改变参考站和估

计站的选择方案发现，两种方法都受到ＧＰＳ站的

密度和空间分布的影响。

图２　ＬＥＥＰ站点上ＳＶＭ估计值和真实值的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ＳＶＭ

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ＥＰ

图３　ＪＰＬＭ站点估计结果的残差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ＰＬＭ

４　结　语

为了改正ＩｎＳＡＲ结果中的大气效应，首先用

外部独立的数据集———ＧＰＳ数据来获得ＧＰＳ站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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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的单差和双差对流层延迟改正量，然后用

ＳＶＭ和ＩＤＷ方法内插这些改正值，以获得一幅

覆盖连续ＧＰＳ站网的对流层延迟改正图。实验

结果表明，和ＩＤＷ方法相比，ＳＶＭ方法有较低的

总体均方根误差，它不仅考虑了水平方向上大气

紊流过程，而且还考虑了与地形有关的大气效应，

较好地估计了未知点上的对流层改正值。对流层

延迟改正图可以直接被用来改正ＩｎＳＡＲ结果中

的大气效应。另外，两种方法都受到ＧＰＳ站网的

密度和空间分布的限制，而且利用ＧＰＳ数据只能

消除长波的大气影响［１］，怎样消除高频大气分量

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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