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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滤波相位解缠及其与其他方法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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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般相位解缠算法通常在相位解缠前首先需要借助滤波算法进行噪声消除，随后才能相位解缠，以保

证解缠的质量和顺利实施。卡尔曼滤波将相位解缠问题转化为状态估计问题，实现相位解缠与噪声消除一并

处理，简化了数据处理过程。利用真实干涉ＳＡＲ数据进行实验，采用卡尔曼滤波相位解缠算法进行处理，并

与其他几种较常用相位解缠算法的结果从目视和定量两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验证了卡尔曼滤波相位解缠

方法在滤波和解缠效果方面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以获得较为可靠的解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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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位解缠是ＩｎＳＡＲ进行数字高程模型提取

和差分干涉测量中的关键步骤。在过去的２０多

年里，相位解缠发展迅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也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由于相位解缠的复杂性及

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相位解缠仍一直是ＩｎＳＡＲ

数据处理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到目前为止，相

位解缠算法大致分为以下４类：① 路径跟踪算

法［１３］，如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枝切法等；② 最小范数算

法［４６］，如最小犔狆 范数法等；③ 基于最优估计的

方法，如网络流模型［７］、卡尔曼滤波模型［８１０］等；

④ 基于特征提取的方法，如区域分割法
［１１］等。

文献［１２］对部分解缠算法进行了比较。

由于干涉相位图受到噪声的影响，在相位解

缠过程中产生大量残差点，从而严重影响相位解

缠的质量，甚至造成相位解缠的失败。因此，通常

的相位解缠方法在解缠前需要进行噪声消除。卡

尔曼滤波将相位解缠问题转化为状态估计问题，

通过建立相位的动态方程和观测方程来求解真实

相位，可实现相位解缠与噪声消除一并处理。

１　相位解缠的卡尔曼滤波模型

１．１　卡尔曼滤波观测方程

把复干涉的同相分量（ｉｎ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和正交分量（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分别作为真

相位的两个噪声观测值而组成的一个观测矢

量［８］。为了书写便利，沿某一确定路径用犽代替

（狀，犿），则有：

狔（犽）＝

Ｒｅ
狕（犽）

犪（犽｛ ｝）
Ｉｍ
狕（犽）

犪（犽｛ ｝

熿

燀

燄

燅）

Δ
ｃｏｓ（φ（犽））

ｓｉｎ（φ（犽
［ ］））＋

狏１（犽）

狏２（犽
［ ］）

＝犺（φ（犽））＋狏（犽） （１）

式中，狕（犽）表示复干涉；犪（犽）表示观测干涉振幅；

φ（犽）为真实相位；犺（·）为狔（犽）和状态向量φ（犽）

间的非线性映射。由于在复数域中真相位与缠绕

相位间不存在差值，在复数上的滤波比在实数上

滤波更不会受到相位缠绕的影响。这里，狏１（犽）、

狏２（犽）为零均值高斯白噪声，其方差已知，且通过

相干系数γ来确定，有：

犈狏（犽｛ ｝）＝０；犈狏（犽）狏（犼）｛ ｝Ｔ ＝

ｄｉａｇ
犻＝１，２

１

２γ
２－［ ］１２ δ（犽，犼） （２）

式中，δ（犽，犼）为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函数。

１．２　卡尔曼滤波状态空间模型

当干涉相位在离散时间情况下，一种非常简

单且十分有效的状态空间模型［８］可以建立为：

狓（犽＋１）＝犃狓（犽）＋狌（犽） （３）

显然在犽＋１点上的实际相位可由先前的相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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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额定的已知相位变化狌（犽）给出。实际上，

这一项是未知的，且必须估计，即

狌（犽）＝狌^（犽）＋狑（犽） （４）

且

犈 狑（犽｛ ｝）＝０；犈 狑（犽）狑（犼｛ ｝）＝犙（犽）δ（犽，犼） （５）

式中，犃为给定状态空间模型的系统矩阵；狌（犽）是

真实相位梯度；^狌（犽）是复干涉确定的相位梯度估

计；狑（犽）是未知的估计误差；犙（犽）是状态噪声方

差阵，它是描述估计狌^（犽）不确定性的高斯白噪声

的二阶中心矩。

２　卡尔曼滤波与相位解缠

针对上述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若噪声的统

计特性已知，可按下面扩展的二维线性卡尔曼滤

波进行状态估计［１３］，其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１）根据式（６）和（７），计算状态向量的预测值

狓^犽＋１，犽及其对应的方差阵犘犽＋１，犽：

狓^犽＋１，犽 ＝犃^狓犽，犽 ＋^狌犽，犽 （６）

犘犽＋１，犽 ＝犃犘犽，犽犃
Ｔ
＋犙犽，犽 （７）

式中，^狌犽，犽为相位梯度估计；犙犽，犽为状态噪声方差

阵；设狓^１，１和犘１，１分别为初始估计相位和对应的方

差阵，可以根据经验值进行选定，状态空间模型的

系统矩阵犃取为单位矩阵。

２）根据上一步得到的预测值狓^犽＋１，犽和方差阵

犘犽＋１，犽，由式（８）和（９）计算出状态估计狓^犽＋１，犽＋１和

相应的方差阵犘犽＋１，犽＋１：

狓^犽＋１，犽＋１ ＝狓^犽＋１，犽＋犑犽＋１狉犽＋１，犽＋１ （８）

犘犽＋１，犽＋１ ＝ （犐－犑犽＋１犆犽＋１，犽）犘犽＋１，犽 （９）

式中，犑犽＋１为滤波增益矩阵；狉犽＋１，犽＋１为残差；犆犽＋１，犽

为线性化的观测矩阵。且

犑犽＋１ ＝犘犽＋１，犽犆
Ｔ
犽＋１，犽（犆犽＋１，犽犘犽＋１，犽犆

Ｔ
犽＋１，犽＋

　犚犽＋１，犽＋１）
－１ （１０）

狉犽＋１，犽＋１ ＝狔犽＋１，犽＋１－犆犽＋１，犽^狓犽＋１，犽 （１１）

犆犽＋１，犽 ＝
犱
ｄ狓

（）犺 狓 狘^狓犽＋１，犽 ＝ ［－ｓｉｎ（^狓犽＋１，犽），

　ｃｏｓ（^狓犽＋１，犽）］
Ｔ （１２）

式中，犚犽＋１，犽＋１为观测噪声方差阵，可由式（２）得

到。

实际上，在对干涉图进行相位解缠时，由于任

一预估计均在两个相邻区域计算，以至于在卡尔

曼滤波算法中只有预估计公式进行修正。用犿

表示列向指标，用狀表示行向指标，则有：

狓^犽＋１，犽（犿，狀）＝
１

２
狓^犽，犽（犿－１，狀）＋狓^犽，犽（犿，狀－１［ ］）

　＋
１

２
狌^犿（犿－１，狀）＋^狌狀（犿，狀－１［ ］）

犘犽＋１，犽（犿，狀）＝
１

４
犘犽，犽（犿－１，狀）＋犘犽，犽（犿，狀－１［ ］）

　＋犕狑犿犙（犿－１，狀）犕
Ｔ
狑犿 ＋犕狑狀犙（犿，狀－１）犕

Ｔ
狑狀

（１３）

式中，犕狑犿＝［０．５ ０］；犕狑狀＝［０ ０．５］。^狌犿（犿－

１，狀）和狌^狀（犿，狀－１）分别为列向和行向上的相位

梯度估计，可从文献 ［^８］中计算出。在矩形窗中

以指定像元为中心，可以从干涉的标准化功率谱

密度中估计出状态噪声方差阵犙（犿，狀）
［８］。

综上可见，由预测值狓^犽＋１，犽和方差阵犘犽＋１，犽，

进行第二步的计算，即可得到最终的解缠相位

狓^犽＋１，犽＋１。二维相位解缠的卡尔曼滤波具体实施

过程详见文献［１０］。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干涉图（５１３像素×５１３像素）（图１（ａ））由

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在２００３１２０３和２００４０１０７获

取的ＳＡＲ数据生成。图１（ｂ）为相干系数图，平

均相干系数为０．３１，图中左边部分噪声较大，右

边灰色部分相干系数在０．４以上。对干涉图１（ａ）

采用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方法（选取参数为：比例因子

犪为０．２５，重叠区域犲为３，滤波窗口大小犫为

３２）进行预滤波处理。图 １（ｃ）为滤波结果。

图１（ｄ）为卡尔曼滤波法解缠重缠绕结果。分别

采用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枝切法、最小犔狆 范数法、Ｓｎａｐｈｕ

法对经预滤波处理后的干涉图进行解缠，同时利

用卡尔曼滤波解缠方法处理原始干涉图，以便比

较。图２为４种方法的处理结果。

３．１　目视分析解缠结果

从解缠图（图２（ａ））上看，有一些跳变与突

变。这是由于干涉图左边部分噪声较多，虽然经

过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预滤波处理，但仍然存在噪声，使得

此处及周围邻近区域形成了一些不连续区，造成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枝切法解缠无法确定正确的枝切线，形

成误差传递。此外，干涉图右上方也发生形变，导

致该方法解缠结果误差很大。从图２（ｂ）～２（ｄ）

上看，其他３种方法解缠结果很相近，这是因为最

小犔狆 范数法本身适应性强，经过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预滤

波后，对噪声区域也能较好地解缠，误差传递较

小；Ｓｎａｐｈｕ法得到的结果连续性较好，比较稳定，

解缠较平滑；卡尔曼滤波法在解缠的同时，也消除

了部分噪声（图１（ｄ）），且没有丢失条纹。

由解缠结果可以生成不连续点的图像（简称

“不连续图”），而任何算法的解缠结果都可以生成

不连续图，也就可以用不连续图来评价各种算法

５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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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劣［１４］。从不连续点图（图３）上看，图３（ａ）～

３（ｃ）在质量高的区域都得到了正确的解缠结果，

相位误差出现在质量低的区域；而图３（ｄ）在质量

低的区域也较好消除了噪声，不连续点很少。这

说明卡尔曼滤波法对局部误差扩散的限制能力优

于其他３种算法。

图１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图２　四种方法解缠结果三维显示图

Ｆｉｇ．２　３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ｍａｇｅｏｆ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３　４种方法的不连续点分布图（白色为不连续点）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Ｍａｐｓｏｆ４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ｈｉｔｅｉｓ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ｏｉｎｔ）

３．２　定量分析解缠结果

根据不连续点数目、ε值
［１４］和解缠重缠绕结果

与原始缠绕相位的差值这３个指标，来评价卡尔曼

滤波法的性能。不连续点数目越少，抗相位畸变的

性能越好；ε值越小，则解缠质量越高；解缠重缠绕

结果与原始缠绕相位的差值越小，可靠性越好。

表１　４种解缠算法不连续点数目和ε值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ｏｉｎｔａｎｄε

Ｖａｌｕｅｏｆ４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相位解缠算法 不连续点数目 ε值

预滤波的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枝切法 ２１７９ ２．０８９９０

预滤波的最小犔狆 范数法 １８９８ ０．５３３２８

预滤波的Ｓｎａｐｈｕ法 ２０６４ ０．５３３３６

卡尔曼滤波法 ２９ ０．４５４１４

３．２．１　不连续点数目

４种算法不连续点数目如表１第２列所示。

从表１中看到，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枝切法解缠结果中的不

连续点数目最多，最小犔狆 范数法和Ｓｎａｐｈｕ法相

近，而卡尔曼滤波法最少。这是因为卡尔曼滤波

法抗相位畸变的性能较强，较好地消除了噪声。

３．２．２　ε值

评价解缠结果质量的ε表达式
［１４］为：

ε＝
１

犕犖∑
犕－２

犻＝０
∑
犖－１

犼＝０

ω
狓
犻，犼 犻＋１，犼－犻，犼－Δ

狓
犻，犼

狆＋

１

犕犖∑
犕－１

犻＝０
∑
犖－２

犼＝０

ω狔犻，犼 犻，犼＋１－犻，犼－Δ
狓
犻，犼

狆 （１４）

式中，犕 和犖 分别为列数和行数；犻，犼是点（犻，犼）处

的解缠相位；ω
狓
犻，犼和ω

狔
犻，犼是与缠绕相位梯度Δ

狓
犻，犼和

Δ狔犻，犼相对应的权重，而此权重一般由相位质量图给

出，其值一般在０到１之间。狆的取值通常有０，

１，２。这里，狆取１。ε值越小，则解缠质量越高。

本文的实验中，相位质量图选用相干图。由

于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枝切法不需要质量图，所以计算ε值

６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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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权重取１。从表１第３列中看到，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枝

切法的ε值最大，最小犔狆 范数法和Ｓｎａｐｈｕ法相

近，而卡尔曼滤波法最小。表明卡尔曼滤波法相

对其他３种方法，解缠质量较高。

３．３．３　解缠重缠绕结果与原始缠绕相位的差值

４种方法解缠重缠绕结果与原始缠绕相位差

值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见，卡尔曼滤波法的误

差绝对值的最大值与其他方法基本相同，表明卡

尔曼滤波与其他方法所实施的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效

果相当，但误差绝对值的最小值、平均值和中误差

明显小于其他３种方法，表明卡尔曼滤波法的解

缠结果可靠性要高于其他方法。

表２　４种方法解缠重缠绕结果与原始缠绕相位差值表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ｗｒａｐｐ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４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ｒａｐＰｈａｓｅ

相位解缠算法 误差绝对值最大值 误差绝对值最小值 误差绝对值平均值 中误差

预滤波的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枝切法 ６．２８０９ １．３３８０×１０－６ ０．４６８７１ １．２８６８

预滤波的最小犔狆 范数法 ６．２８０９ ３．３６６１×１０－６ ０．４６８５６ １．２８６６

预滤波的Ｓｎａｐｈｕ法 ６．２８０９ １．６０６８×１０－６ ０．４６８５６ １．２８６６

卡尔曼滤波法 ６．２８２７ ９．６９３３×１０－１１ ０．２５４２２ ０．９２３７７

　　综合上述目视和定量两方面，对于本文采用

的ＩｎＳＡＲ实测数据，卡尔曼滤波法可以得到相对

较可靠的解缠结果。从而，也验证了卡尔曼滤波

相位解缠方法在滤波和解缠效果方面的有效性和

可行性。

４　结　语

通过对真实ＩｎＳＡＲ数据进行实验，得到以下

结论：在噪声较强的情况下，即使对干涉图进行预

滤波处理，枝切法的结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

最小犔狆 范数法和统计费用网络流算法在预滤波

后得到的结果相对可靠些，但是不连续点数目仍

然较多；而卡尔曼滤波法不仅解缠结果中的不连

续点数目最少，而且解缠结果也较可靠。这说明

卡尔曼滤波稳定性较强，抗相位畸变的性能也较

好，在解缠的同时，有效地消除了噪声，克服了一

般相位解缠算法在解缠前需要进行预滤波处理的

弊端，简化了数据处理过程，显示了其在滤波和解

缠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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