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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中相位转高程的三种常用方法的适用性、精确度和计算时间作了深

入分析与探讨，就Ｄｏｒｉｓ方法的模型误差提出了改进。通过对误差的定量分析表明，本方法精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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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的发展，ＩｎＳＡＲ处理的各个环节都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现了许多经典的方法和软

件［１２］。本文的研究重点是ＩｎＳＡＲ中的相位转高

程。针对该问题目前已经提出了多种数学模

型［３］，究竟采用哪种模型比较适合，国外讨论较

多，提出了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方法、Ｓｃｈｗａｂｉｓｈ和Ｄｏｒｉｓ
［４］

方法等３种经典方法。文献［５］就如何防止控制

点误差传递，提出了将雷达摄影测量与干涉处理

结合的方法。相比而言，国内关于这个环节的研

究相对比较少，文献［６］利用相位与高程的ＲＰＣ

模型来求解。这种方法是一种直接映射，存在着

模型误差。本文从上面三种主流计算方法所依赖

的假设入手，分析了其模型误差及其产生的原因，

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

１　常用的相位转高程与误差分析

相位转高程是利用传感器的轨道信息和解缠

后的相位信息，通过精确的几何模型来得到影像

点的相对高程信息。利用相位信息得到高程并不

是一个直接简单的过程［３］。为了降低模型误差，

本文认为需要考虑多普勒非零时的几何方程、地

面曲率的影响和控制点误差的传递。针对相位转

高程，目前主要有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方法、Ｄｏｒｉｓ方法和

Ｓｃｈｗａｂｉｓｈ方法３种经典算法。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方法

主要依托了干涉对不存在多普勒偏移这个假设，

在很多情况下，该假设是不成立的，将对精度有极

大的影响。Ｓｃｈｗａｂｉｓｈ方法是一种通过建立相位

与高程的多项式关系来求取高程的多项式拟合方

法，当计算范围过大时，多项式拟合容易引入误

差，而且收敛性也得不到保障。Ｄｏｒｉｓ方法又称

相位模糊度方法，是 ＤＬＲ 实验室的ＩｎＳＡＲ 软

件———Ｄｏｒｉｓ所采用的一种针对单点的方法。该

方法直接通过几何关系，在进行一系列导数变换

后得到高程与相位之间的计算关系，并且在导数

变换过程中，并不要求多普勒偏移为零。该方法

的基础公式为：

犺＝－
λ狉１ｓｉｎθ

４π（犅犺ｃｏｓθ＋犅狏ｓｉｎθ）φ
（１）

　　在其计算过程中是将表达式－（λ狉１ｓｉｎθ）／

（４π犅⊥）作为犺的函数来参与计算。设犳（犺）＝－

（λ狉１ｓｉｎθ）／（４π犅⊥），则式（１）为犺／φ＝犳（犺），而

数学推导犺／φ＝犳（犺）犺＝犳（犺）φ是不成立的，

存在模型误差。

２　基于导数关系的相位转高程方法

Ｄｏｒｉｓ方法在求取相位与高程关系时忽略了

高程对基线和入射角的影响，导致在真实高程值

较大时，容易出现比较大的误差。本文提出了一

种直接利用高程与相位的导数来求解高程数值的

方法，该方法利用Ｄｏｒｉｓ方法推导出的高程与相

位导数关系，变换成相位与高程的导数关系，然后

利用牛顿迭代法，采用高程到相位的直接变换公

式，得到最终高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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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φｔｒｕｅ为真实相位；φ（犺０）为假设主影像上待

求点的高程为犺０时的相位值。设待求点的主影

像坐标为（ｌｉｎｅ，ｐｉｘｅｌ），真实相位为φｔｒｕｅ，其算法流

程如下。

１）设高程初始值为零，通过主影像的多普勒

方程、斜距方程和椭球方程求得（ｌｉｎｅ，ｐｉｘｅｌ，

ｈｅｉｇｈｔ）＝０对应的地固坐标（狓，狔，狕），椭球可采

用 ＷＧＳ８４。

２）通过（狓、狔、狕）坐标求解其在从影像上的坐

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需要考虑非零多普勒偏

移对该求解过程的影响。由于星载传感器（如

ＥＲＳ，Ｅｎｖｉｓａｔ）中多普勒偏移均是与距离向相关

的二次多项式，所以影像点坐标与地固坐标之间

的关系可以通过多普勒方程和斜距方程来表示。

３）得到（狓、狔、狕）在影像上的坐标后，可得到

影像所对应的传感器位置，然后根据相位定义，计

算当前高程下的相位φ（犺０）。

４）将φ（犺０）代入式（４）中，得到迭代增量犺。当

犺小于阈值时，迭代中止，得到最后的高程值。

上述求解过程虽然比较复杂，但是经过实验，

其收敛性很好，一般３次就可以收敛，和原始的

Ｄｏｒｉｓ方法的收敛次数相当。

３　实验分析

３．１　测试数据准备

模拟数据生成的步骤如下。

１）选取两条真实的ＥＲＳ干涉数据的轨道信

息、波长、采样率等作为干涉模拟数据的参数。中

心点的垂直基线为１４５．７７ｍ，水平基线为８３．９３

ｍ；传感器高程为７８８５９２ｍ，波长为０．０５６７，成

像近距长度为８３０７２４．９０ｍ；中心点的经纬度为

３６．４０ 和 －１１６．６７；主影像的多普勒参数为

－８１．９６，１４２５０５．６３和－５３３０３３１０４，从影像的

多 普 勒 参 数 为 －８２．７４、１２３ ５８７．１７ 和

－４８１９６４３４２。

２）选取一份反映真实地形起伏的 ＵＳＧＳ的

真实ＤＥＭ 数据，高程值在２５６～３４１ｍ之间，存

在小块空高程区，最大高程落差为８５ｍ，分辨率

为１０ｍ，位于西经９３．００５°，北纬４０．６７５°，投影为

ＵＴＭ，影像范围为１３８８×１０５６，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ＵＳＧＳ的真实ＤＥＭ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ＥＭｏｆＵＳＧＳ

３）设定模拟图像的覆盖范围与ＤＥＭ数据相

同，得到ＤＥＭ 数据中每个点在模拟图像的主从

影像上的影像坐标和高程。

４）通过模拟干涉像对的多普勒方程和斜距

方程，计算每个影像点所对应的斜距方向上的绝

对相位。

５）根据相位差得到每个影像点的高程模拟

相位图。

３．２　精度比较

表１是从图中随机选取的１０个点的高程计

算结果，可以看到，Ｄｏｒｉｓ方法存在较大的误差，

而本文方法仅仅存在很小的数值误差。根据上面

的分析，Ｄｏｒｉｓ方法的误差属于解算模型误差，而

本文方法在理论上不存在误差，这里的微小误差

是因为在求解过程的迭代阈值而产生的，并不属

于计算模型的问题。

表１　两种方法高程精度比较

Ｔａｂ．１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真实高程／ｍ Ｄｏｒｉｓ方法／ｍ 本文方法／ｍ

２８１ ２８７．９６６５ ２８１．０００１

２８３ ２９０．０３０５ ２８３．０００２

２８５ ２９２．０７９６ ２８５．０００４

２８８ ２９５．１６２１ ２８８．０００４

２９０ ２９７．２２６７ ２９０．０００３

２９４ ３０１．３３２９ ２９４．０００１

３００ ３０７．４９４１ ３００．０００４

３０２ ３０９．６６３３ ３０２．０００１

２９９ ３０６．６０７８ ２９９．０００４

２９８ ３０５．５８９２ ２９８．０００４

　　图２和图３是两种方法的误差直方图，图４

是两种方法在４１行的高程剖面图。这里没有给

出真实高程的剖面图，因为真实高程曲线与本文

方法曲线基本完全一致，在图中无法表现。从上

面的结果可以看出，Ｄｏｒｉｓ方法的误差均值为

７．５６５ｍ，而中误差为０．７６４９ｍ，说明Ｄｏｒｉｓ方法

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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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差偏移，并且具有较大的中误

差，即使消除偏移，误差依然比较高；比较而言，本

文的方法基本不存在误差。

图２　Ｄｏｒｉｓ方法误差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Ｄｏｒ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图３　本文方法误差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

图４　两种方法在４１行的高程剖面图

Ｆｉｇ．４　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４１Ｌｉｎｅ

　　图５和图６是两种方法的误差图。虽然两幅

图的误差数值范围不同，但可以看出，两种方法的

误差大小均与本身的高程值相关，高程越高，误差

越大，也说明了高程大小对误差的影响。上面主

要分析了两种算法的精度，作为可用性比较的补

充，表２给出了两种方法的计算效率比较。

表２　两种方法的计算效率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名 计算时间／ｍｓ

Ｄｏｒｉｓ方法 ７４４７４

本文方法 ２８２５６７

　　从表２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的计算效率没有

图５　Ｄｏｒｉｓ方法的误差图

Ｆｉｇ．５　ＥｒｒｏｒＭａｐｏｆｔｈｅ

Ｄｏｒ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图６　本文方法的误差图

Ｆｉｇ．６　ＥｒｒｏｒＭａｐ

ｏ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

Ｄｏｒｉｓ方法高，这是因为在计算过程中考虑了多

普勒偏移，所以计算时间较长。

本文主要分析了经典的三种相位转化高程方

法的模型误差及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改进的新方法，而且给出了在多普勒偏移

非零时地面点到影像的投影公式。实验证明，基

于导数关系的相位转高程方法精度远高于Ｄｏｒｉｓ

方法，基本没有模型误差，但是相比而言，计算效

率较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下一步的工作可以

针对计算效率问题，采用并行计算来减少计算时

间，提高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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