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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犃犔犗犛／犘犃犔犛犃犚轨道参数的
干涉平地效应消除研究

吴宏安１，２　汤益先１　张　红１　王　超１

（１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４５号，１０００８６）

（２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路１６号，１０００３９）

摘　要：平地相位是在合成孔径雷达干涉处理（ＩｎＳＡＲ）过程中，平坦地表所产生的线性变化相位，它的存在不

仅增加了相位解缠的难度，而且它去除的干净程度将直接影响ＩｎＳＡＲ处理结果的精度，因此，去平地相位是

ＩｎＳＡＲ处理中关键技术之一。在卫星精轨数据已知的情况下，平地相位可以精确地计算得到，但是对于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数据产品而言，其提供的卫星状态采样点时间间隔达到６０ｓ，平地相位计算成为利用ＰＡＬ

ＳＡＲ开展ＩｎＳＡＲ研究的难点，也构成了ＰＡＬＳＡＲＩｎＳＡＲ推广应用的瓶颈。通过分析常用轨道参数估计方

法的优缺点，分别利用埃尔米特等距插值法、三次样条插值法和最小二乘多项式拟合法对常州地区的ＡＬＯＳ／

ＰＡＬＳＡＲ数据进行了卫星轨道估计对比实验，并应用于平地相位消除。实验结果表明，埃尔米特等距插值法

可以有效估计卫星状态矢量采样稀疏的加密精轨数据，实现平地相位地精确计算与去除。

关键词：ＩｎＳＡＲ；平地相位；埃尔米特等距插值法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技术（ＩｎＳＡＲ）是利用

合成孔径雷达的相位信息提取地表三维信息和高

程变化信息的一项技术，与传统获取高程的方法相

比，具有精度高、覆盖范围广等优点，但是其处理过

程复杂、精度要求高，对于重复轨道的合成孔径雷

达干涉测量往往受到时间和空间基线的去相干影

响［１］。对于利用两幅ＳＡＲ影像所获得的干涉条纹

图，由于ＩｎＳＡＲ系统本身的空间几何关系，在方位

向和距离向高度相同的点也会在干涉条纹图上产

生相位差，从而造成干涉条纹图条纹密集，导致相

位解缠复杂，甚至解缠的失败。因此，在进行相位

解缠以前需要对所获得的干涉相位图进行平地相

位计算［２］，并将其从干涉相位中消除。

目前，常见的平地相位消除方法主要有以下

几种［３，４］：① 利用粗精度的全球ＤＥＭ 数据消除

平地效应，它可以方便地获取研究区的ＤＥＭ 数

据，如分辨率约为９０ｍ的ＳＲＴＭＤＥＭ，但是该

方法难以将ＤＥＭ的模拟干涉相位与真实相位进

行配准，容易产生配准误差。② 通过测量距离向

和方位向占优势的干涉条纹频率来计算平地相

位，进而消除平地效应。它对于地势平坦的地区

较为有效，但对于地表高程变化剧烈的地区，部分

地形变化产生的条纹频率和平地条纹频率相同，

也被去除，容易造成错误。③ 基于轨道参数计算

平地相位。该方法通过轨道参数和成像区域的位

置消除参考椭球面所引起的平地效应，计算方便。

在精轨数据的支持下，基于轨道参数的平地效应

去除方法最为有效，精度最高，因此，本文选择该

方法进行去平地实验。

平地相位消除的干净程度主要受卫星轨道估

计准确度影响［５８］，对于一景 ＥＲＳ／ＳＡＲ、ＥＮＶＩ

ＳＡＴ／ＡＳＡＲ的单视复影像（ＳＬＣ）产品而言，提供

的卫星状态采样点时间间隔一般为４ｓ左右，一

景影像大致包括了５个采样点，因此能够较好地

估计影像对应的轨道参数。但是对于 ＡＬＯＳ／

ＰＡＬＳＡＲ而言，其产品提供的２８个卫星状态矢

量采样间隔为６０ｓ，一景ＳＬＣ影像上对应的卫星

状态矢量不足一个（成像时间约为８ｓ），因此，准

确估计ＡＬＯＳ卫星的轨道状态矢量是利用ＰＡＬ

ＳＡＲ进行ＩｎＳＡＲ处理，消除其平地相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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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种轨道拟合方法精度对比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Ｄ
埃尔米特插值法／ｍ

（参考值）

三次样条插值

法／ｍ
误差／ｍ 最小二乘拟合法／ｍ 误差／ｍ

１ －２６１７６７３．５３１３０８ －２６１７６７３．５２８９３６ ０．００２３７２ －２５９００７４．７４３１７５ ２７５９８．７８８１３３

２ －２６１４５８１．６０４７８７ －２６１４５８１．６０３９３７ ０．０００８５０ －２５８６９５９．８２０７１７ ２７６２１．７８４０７０

３ －２６１１４８７．１２８７４９ －２６１１４８７．１２８７４９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３８４２．４８９４３６ ２７６４４．６３９３１３

４ －２６０８３９０．１０７６４２ －２６０８３９０．１０７７６９ －０．０００１２８ －２５８０７２２．７５３７４９ ２７６６７．３５３８９２

５ －２６０５２９０．５４５９１８ －２６０５２９０．５４５４９８ ０．０００４２０ －２５７７６００．６１８０７３ ２７６８９．９２７８４５

６ －２６０２１８８．４４８０３２ －２６０２１８８．４４６４５７ ０．００１５７６ －２５７４４７６．０８６８２３ ２７７１２．３６１２０９

７ －２５９９０８３．８１８４４１ －２５９９０８３．８１５１６９ ０．００３２７２ －２５７１３４９．１６４４１６ ２７７３４．６５４０２５

８ －２５９５９７６．６６１６０４ －２５９５９７６．６５６１５９ ０．００５４４５ －２５６８２１９．８５５２６９ ２７７５６．８０６３３５

９ －２５９２８６６．９８１９８２ －２５９２８６６．９７３９４８ ０．００８０３４ －２５６５０８８．１６３７９８ ２７７７８．８１８１８４

１０ －２５８９７５４．７８４０４０ －２５８９７５４．７７３０６１ ０．０１０９７９ －２５６１９５４．０９４４２０ ２７８００．６８９６２０

１１ －２５８６６４０．０７２２４４ －２５８６６４０．０５８０１９ ０．０１４２２５ －２５５８８１７．６５１５５０ ２７８２２．４２０６９４

１２ －２５８３５２２．８５１０６３ －２５８３５２２．８３３３４７ ０．０１７７１６ －２５５５６７８．８３９６０５ ２７８４４．０１１４５８

１３ －２５８０４０３．１２４９６９ －２５８０４０３．１０３５６７ ０．０２１４０２ －２５５２５３７．６６３００２ ２７８６５．４６１９６７

１４ －２５７７２８０．８９８４３５ －２５７７２８０．８７３２０３ ０．０２５２３３ －２５４９３９４．１２６１５７ ２７８８６．７７２２７８

１５ －２５７４１５６．１７５９３８ －２５７４１５６．１４６７７７ ０．０２９１６２ －２５４６２４８．２３３４８７ ２７９０７．９４２４５１

１６ －２５７１０２８．９６１９５６ －２５７１０２８．９２８８１２ ０．０３３１４４ －２５４３０９９．９８９４０７ ２７９２８．９７２５４９

１７ －２５６７８９９．２６０９７０ －２５６７８９９．２２３８３２ ０．０３７１３８ －２５３９９４９．３９８３３５ ２７９４９．８６２６３６

１８ －２５６４７６７．０７７４６４ －２５６４７６７．０３６３６０ ０．０４１１０４ －２５３６７９６．４６４６８６ ２７９７０．６１２７７８

１９ －２５６１６３２．４１５９２３ －２５６１６３２．３７０９１９ ０．０４５００４ －２５３３６４１．１９２８７７ ２７９９１．２２３０４６

２０ －２５５８４９５．２８０８３６ －２５５８４９５．２３２０３２ ０．０４８８０４ －２５３０４８３．５８７３２５ ２８０１１．６９３５１１

２１ －２５５５３５５．６７６６９２ －２５５５３５５．６２４２２１ ０．０５２４７１ －２５２７３２３．６５２４４５ ２８０３２．０２４２４７

２２ －２５５２２１３．６０７９８５ －２５５２２１３．５５２０１１ ０．０５５９７４ －２５２４１６１．３９２６５５ ２８０５２．２１５３３０

２３ －２５４９０６９．０７９２１０ －２５４９０６９．０１９９２４ ０．０５９２８６ －２５２０９９６．８１２３７１ ２８０７２．２６６８４０

２４ －２５４５９２２．０９４８６５ －２５４５９２２．０３２４８３ ０．０６２３８２ －２５１７８２９．９１６００８ ２８０９２．１７８８５７

２５ －２５４２７７２．６５９４４９ －２５４２７７２．５９４２１２ ０．０６５２３７ －２５１４６６０．７０７９８４ ２８１１１．９５１４６５

２６ －２５３９６２０．７７７４６５ －２５３９６２０．７０９６３３ ０．０６７８３２ －２５１１４８９．１９２７１５ ２８１３１．５８４７５０

２７ －２５３６４６６．４５３４１７ －２５３６４６６．３８３２７０ ０．０７０１４７ －２５０８３１５．３７４６１７ ２８１５１．０７８８００

２８ －２５３３３０９．６９１８１２ －２５３３３０９．６１９６４５ ０．０７２１６７ －２５０５１３９．２５８１０７ ２８１７０．４３３７０５

２９ －２５３０１５０．４９７１６０ －２５３０１５０．４２３２８２ ０．０７３８７８ －２５０１９６０．８４７６０１ ２８１８９．６４９５５９

３０ －２５２６９８８．８７３９７１ －２５２６９８８．７９８７０４ ０．０７５２６７ －２４９８７８０．１４７５１６ ２８２０８．７２６４５６

　　致谢：感谢日本ＪＡＸＡ对地观测研究中心提

供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数据（ＰＩ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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