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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配准偏移量的犐狀犛犃犚基线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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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ＳＡＲ干涉测量原理，以配准偏移量为观测值，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迭代法对干涉对的基线进行

估计，并以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在西藏地区获取的两景ＳＡＲ数据为例，对此基线估计算法进行实验验证。结果表

明，该算法能有效地估计基线，减小轨道不精确带来的误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ＩｎＳＡＲ生成ＤＥＭ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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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ＩｎＳＡＲ）是一种新的

对地观测技术。它将两幅具有一定相干性的单视

复数影像（ｓｉｎｇｌｅｌｏｏｋ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ＬＣ）进行干涉，再

利用干涉对的相位信息获取地表高程［１３］或形变［４］

信息。ＳＡＲ影像干涉数据处理主要步骤有影像配

准、干涉成像、去平地效应、基线估计、滤波、相位解

缠、相位到高程的转换及地理编码等，其中基线估

计是关键步骤之一，即使相干性很好的干涉对，要

使干涉获取ＤＥＭ精度达到ｍ级或形变精度达到

ｍｍ级，基线估计的精度至少需达到ｃｍ级
［５７］。现

有的基线估计方法主要有以下３类：① 基于轨道

参数的基线估计［８］；② 基于干涉条纹图频谱信息

的基线估计［９，１０］；③ 利用外部控制点的基线估

计［８，１１］。在进行干涉ＳＡＲ处理时，需依干涉对的

具体情形和算法复杂程度选择合适的基线估计算

法［１２］。当影像区域的地形起伏较大时，干涉对的

条纹通常比较密集，并且存在阴影、叠掩等问题，

致使干涉对去相干严重，此时，利用以上的３种方

法往往不能进行有效的基线估计。本文在分析以

上３类方法特点的基础上，依据ＳＡＲ干涉测量原

理提出一种新的基线估计方法。

１　基于配准偏移量的基线估计方法

假设星载ＳＡＲ干涉的几何模型如图１所示，

犛１、犛２为天线的位置，犅 为基线，α为基线倾角，θ

为主影像的入射角，狉１、狉２分别为主、从影像到目

标点狆的斜距，犎 为主影像卫星平台的高度，犺

为地面目标狆的高程。

图１　ＳＡＲ干涉几何关系模型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ＳＡＲ

令狉１＝狉，由三角形余弦公式可得：

ｄ狉＝ 犅２＋狉
２
－２狉犅ｓｉｎ（θ－α槡 ）－狉 （１）

式中，ｄ狉为从影像与主影像的斜距差，可由斜距

向配准偏移量求解得到。

在如图１所示的ＥＣＲ（ｅａｒ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坐标系下，通常假设基线犅的各个分量为
［１１］：

犅狓 ＝０，犅狔 ＝犅ｃｏｓα，犅狕 ＝犅ｓｉｎα （２）

式中，犅狓、犅狔和犅狕分别为基线犅 的切线、水平和

竖直分量。

由式（１）和式（２）可得：

ｄ狉＝

（犅狔）
２
＋（犅狕）

２
＋狉

２
－２狉犅狔ｓｉｎθ＋２狉犅狕ｃｏｓ槡 θ－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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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３）即为基线估计模型。将其线性化并保留到

一阶可得：

ｄ狉≈犪ｄ犅狔＋犫ｄ犅狕＋ｄ狉
０ （４）

其中，

犪＝

犅０狔－狉ｓｉｎθ

（犅０狔）
２
＋（犅

０
狕）
２
＋狉

２
－２狉犅

０
狔ｓｉｎθ＋２狉犅

０
狕ｃｏｓ槡 θ

犫＝

犅０狕＋狉ｃｏｓθ

（犅０狔）
２
＋（犅

０
狕）
２
＋狉

２
－２狉犅

０
狔ｓｉｎθ＋２狉犅

０
狕ｃｏｓ槡 θ

ｄ狉０ ＝

（犅０狔）
２
＋（犅

０
狕）
２
＋狉

２
－２狉犅

０
狔ｓｉｎθ＋２狉犅

０
狕ｃｏｓ槡 θ－狉

式中，犅０狔、犅
０
狕分别为水平基线和竖直基线的迭代

初值。

假设地球表面平坦，则有［７］：

θ≈ａｒｃｃｏｓ
犎－犺
狉

（５）

式中，犎 为主影像各像素点所对应的卫星平台高

度，是主影像方位向时间的函数；犺为各像素点的

高程值。通常情况下，获取各像素点的精确高程

值比较困难，为此，本文以研究区域的平均高程值

代替。

由以上推导过程可得，利用配准偏移量文件

中像素点的斜距向偏移量得到的斜距差ｄ狉及其

由主影像卫星参数估算的卫星平台高度犎 和斜

距狉，结合式（４）和式（５）即可估算出基线犅的水

平分量犅狔和竖直分量犅狕。但是，由于星载ＳＡＲ

卫星采用的是重复轨道模式，即卫星两次通过同

一地区的轨道只是近似平行，这导致了基线分量

犅狔、犅狕在一个干涉对中并非常数，而是随时间缓

慢线性变化［５］，即

犅狔 ＝犅狔０＋犅狔１狋 （６）

犅狕 ＝犅狕０＋犅狕１狋 （７）

由式（６）和式（７）可看出，干涉对的基线犅是随方

位向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即沿方位向上像素的基

线值是不同的。所以在使用本文算法模型进行基

线估计时，利用不同方位向上的像素点并结合

式（６）和式（７）便可得到干涉对的时变基线。

但是，由于该基线估计模型是非线性的，在使

用线性最小二乘解算时需给出一个初始值，即基

线初值。为了保证求解结果的稳定性，在进行基

线估计时应迭代解算，即使用当前得到的基线估

值重新计算线性化模型的系数，再利用最小二乘

估算出新的基线估值，直至所得到的基线估值满

足所设定的阈值条件。本文基线估计模型的迭代

初值为粗轨参数估计的基线值，算法迭代终止的

条件为相邻两次基线估值之差不大于１０－３ｍ，具

体的算法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配准偏移量的基线估计的算法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ｓｅｔｓ

２　实　验

２．１　数据选择

为了对上述算法进行验证，本文采用ＥＮＶＩ

ＳＡＴ卫星２００７年在西藏地区获取的两景ＳＬＣ

数据（表１）进行基线估计和ＤＥＭ 生成实验。两

景影像的时间间隔为３５ｄ，均为降轨数据，其斜距

向采样间隔为７．８ｍ，方位向采样间隔为４．０ｍ。

表１　两景ＳＬＣ数据的主要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ｃｅ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ＳＬＣｓ

获取时间 轨道号 帧号
中心入

射角／（°）

中心经

度／（°）

中心纬

度／（°）

ＳＬＣ１２００７０６０５ ２７５１３ ４０５ ２３．６９ ９０．９４ ３０．００

ＳＬＣ２２００７０７１０ ２８０１４ ４０５ ２３．６８ ９０．９４ ３０．０１

　　本文以ＳＬＣ２中相干性相对较好的一块区

域（距离向：１０００，方位向：４０００）作为主影像进

行实验。插页Ⅱ图１黑色矩形框区域即为实验区

域在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影像图上的位置，其４个角点

的地理位置已在图上标明。从图上可看出，研究

区域位于当雄县的西南部，地形起伏较大，最低处

的高程为４１７９ｍ，最高处约５８００ｍ。

２．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实验采用 ＧＡＭＭＡ 软件进行干涉处理。

首先，需将主、从影像精确配准到子像素级。由于

干涉对的噪声比较严重，尤其是四周起伏大的区

域，因此本文基于主、从影像灰度信息进行精配

准［１３］，其配准拟合多项式在距离向的标准偏差为

０．０１８２像素，方位向标准偏差为０．０１２２像素。

７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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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改善配准的精度，将重采样之后的从

影像与主影像再基于灰度信息配准［１４］。经过两

次精配准和重采样之后的从影像与主影像的配准

偏移量精度达到了１０－３像素级。精确配准之后

的偏移量文件记录了所有信噪比高于精配准时所

设定的信噪比阈值（７．０）的像素的行列号及其偏

移量，本文将从中选择一些点作为基线估计模型

的样本点。为了避免使用最小二乘迭代求解模型

时出现病态问题，距离向的样本点位间隔应不小

于１ｋｍ，同时所选样本点应均匀分布于整个干涉

对。依据以上原则，现选取６０个像素点（方位向

１０，距离向６，构成１０×６格网）作为基线估计的

样本点。然后，根据ＳＲＴＭＤＥＭ和ＳＡＲ成像系

统参数、轨道参数等建立ＳＲＴＭＤＥＭ 地图坐标

系与ＳＡＲ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系，并以此将实验

区的ＳＲＴＭＤＥＭ影像编码到雷达坐标系下，然

后提取研究区域的平均ＳＲＴＭＤＥＭ高程作为所

选样本点的高程值。最后，利用本文提出的算法

估算出干涉对的各基线分量及其变化速率。其

中，采用的迭代初始值为粗轨参数估算的基线值，

迭代终止的条件为相邻两次基线估值之差的绝对

值不大于１０－３ｍ。

表２列出了采用本文算法估计的基线结果，

以及由欧洲空间局提供的粗轨和精轨参数得到的

基线估值。从表２可看出，本文算法估计的水平

基线值与精密轨道参数所得基线值之差约为１０

ｃｍ，垂直方向的差值约为２３ｃｍ。而由文献［１５］

可知，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精密轨道的径向精度为５

ｃｍ，其引起的水平基线误差约为８ｃｍ。由此可

见，本文方法估计的基线值与精轨基线的差异在

轨道误差范围内，估计结果非常合理。

表２　本文算法估计的基线与粗轨、精轨基线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Ｇｅｔｂｙ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ｏａｒｓｅ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Ｏｒｂｉ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犅狔０／ｍ 犅狔１／（ｍ·ｓ－１） 犅狕０／ｍ 犅狕１／（ｍ·ｓ－１）

粗轨参数 ２１７．７２２３９２ ０．１２８５９３ １０７．３５３３３９ －０．０７８５４４

精轨参数 ２１７．６１１４７１ ０．１２２７７４ １０７．２１２６８３ －０．０８３３６２

本文算法 ２１７．５１３２４６ ０．１２５４２１ １０６．９８１８５９ －０．０７７１５４

　　为了更好地验证和评价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分别采用本文算法得到的基线、粗轨和精轨基线，

对精确配准之后的影像作后续的干涉处理，获取

相应的高程图，并以ＳＲＴＭＤＥＭ 为参照进行精

度比较分析。

将配准、重采样后的主辅影像以距离向和方

位向视数分别为１和５进行干涉并去除平地效应

（插页Ⅱ图２（ａ））；从插页Ⅱ图２（ａ）可看出，干涉

对的噪声较严重，故先对其采用改进的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滤波方法滤波［１６］，以便有效地减少残差点；再以

“枝切法”［１７］进行相位解缠，并进行相位到高程的

转换，得到３种不同基线值下的相对高度图。由

于缺少外部控制点数据，选取相位解缠的起始点

作为控制点，其绝对高程从已转换到雷达坐标系

下的ＳＲＴＭＤＥＭ影像中获取，将３个相对高度

图校正成绝对高程图（插页Ⅱ图３（ｂ）～３（ｄ））。

因为该点的相干性较高，其缠绕相位值较可靠，且

无需解缠，不会引入相位解缠误差，因此用其进行

校准是可靠的。校正之后的３个高程图仍处于雷

达坐标系下，尚未进行地理编码。从图上可看出，

３个高程图的走向趋势大致相同，高程图上边缘

都有一块长条形的暗蓝色区域，其高程值为空值。

这是由于主辅影像在该区域没有重叠，配准之后

导致该区域无相位信息。此外，高程图中离散分

布的暗蓝色点状区域是由于其相干性较差，致使

在利用“枝切法”解缠过程中为防止误差传播而被

人为掩膜所形成的高程空洞。

插页Ⅱ图２（ｂ）为干涉对插页Ⅱ图２（ａ）的相

干图，图中像素点的颜色越亮表示相干性越高，即

干涉质量越好，所得解缠相位精度越高。因此，本

实验选择比较插页Ⅱ图２（ｂ）中的红色矩形区域

的高程精度来间接比较３组基线估值的精度。为

此，以ＳＲＴＭＤＥＭ为检核标准，分别计算３个干

涉ＤＥＭ的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ＲＭＳＥ＝
∑
狀

犻＝１

（犺犻－犺′犻）
２

槡 狀
（８）

式中，犺犻、犺′犻分别为干涉ＤＥＭ 和ＳＲＴＭＤＥＭ 的

高程值；狀是样本点数。

由（８）式计算得到３种基线值对应的高程图

的矩形区域的ＲＭＳＥ值见表３。从表３结果可得

出，在该矩形区域内，利用３种基线估值得到的高

程图的ＲＭＳＥ值均明显大于ＳＲＴＭ ＤＥＭ 的绝

对标称高程精度（即±１６ｍ），因此在缺乏更精确

的外部数据时可采用ＳＲＴＭ 数据作为标准进行

比较。同时也可看出，本文算法估计基线得到的

高程图的ＲＭＳＥ值最小，最大偏差较其他两种方

法的高程图也有所改进。而３个干涉高程图的最

小偏差均为零是因为相位解缠的起点也在矩形框

区域内。经过以上对比可发现，本文算法能够有

效地估计基线，削弱轨道不精确带来的误差，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ＩｎＳＡＲ生成ＤＥＭ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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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干涉ＤＥＭ与ＳＲＴＭ的对比结果／ｍ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ＲＴＭ／ｍ

最小偏差 最大偏差 ＲＭＳＥ

粗轨参数法 ０ ９９．７７ ４４．８７

精轨参数法 ０ ９６．０９ ４０．８８

本文算法 ０ ８８．９９ ３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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