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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前视双基地ＳＡＲＣＳ成像方法。首先研究了前视双基地ＳＡＲ的成像机理，并建立了信号模

型；然后通过时域线性距离徙动补偿将前视双基地ＳＡＲ进行单站固定等效，并分析了回波信号等效后的方位

空变性特点；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前视双基地ＳＡＲＣＳ成像算法的相位匹配函数；最后通过算法仿真验证了算

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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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的

对地观测能力，在地形测绘、国土资源调查、灾害

调查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１，２］。单基地

ＳＡＲ的成像区域为飞机两侧，因为当波束的指向

为机头方向时，很难得到目标的脉冲多普勒变化

量，因此无法获得飞机正前方区域的方位向分辨

力。双基地ＳＡＲ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分置在不同

的平台上，可以有不同的空间位置和速度。由于

收发分置，双基地ＳＡＲ的系统配置更加灵活，而

且通过合理的配置仍可以具有理想的分辨能力，

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开展了双基地ＳＡＲ成像的

飞行实验。双基地ＳＡＲ成像理论证明，由于在双

基地合成孔径期间，空间独立运动的发射机可以

通过自身的运动对接收机正前方的照射区域提供

多普勒变化量［３，４］，因此接收机就可以通过接收

和处理带有多普勒变化量的回波信号形成ＳＡＲ

图像。

前视双基地ＳＡＲ在合成孔径期间，发射机和

载机的相对空间位置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属于

移变双基地ＳＡＲ模式，其信号模型和空变性特点

与非移变模式的双基地ＳＡＲ相比有显著不同，目

前，国内外雷达研究机构都正在积极开展移变双基

地ＳＡＲ成像算法的研究工作
［５７］。原理上，空变的

二维匹配滤波算法可以实现任何情况下的聚焦处

理，但这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种算法。当前有的国家

正在开展前视固定接收的双基地ＳＡＲ原理性实

验［８，９］，但是在这些原理性实验中使用的信号模

型和前视机载双基地ＳＡＲ的信号模型不一样，其

信号处理算法应用于机载前视时还需进一步验证

和完善。本文分析了前视双基地ＳＡＲ的成像机

理，建立了前视双基地ＳＡＲ回波信号模型，提出

了前视双基地ＳＡＲ进行单站固定等效的方法。

１　前视双基地犛犃犚方位分辨原理

双基地ＳＡＲ的空间分辨能力由距离分辨力

和方位分辨力构成，除了距离和方位分辨力矢量

正交的情况以外，双基地ＳＡＲ在某一方向上获得

的分辨力是距离和方位分辨力的矢量和，而不是

距离或方位分辨力单独作用的结果［３］。

在前视双基地ＳＡＲ系统中，接收机前视，朝

向目标飞行，在合成孔径期间到目标的单位矢量

不发生变化，因此，前视雷达朝向目标的移动对于

提高对目标的方位分辨力没有贡献，系统最终所

获得的方位分辨力都由侧视雷达提供。因此，为

了获得良好的方位分辨能力，需要增加前视双基

地ＳＡＲ系统的合成孔径角度。

通过以上分析，前视双基地ＳＡＲ在接收机正

前方的方位分辨能力就是方位和距离分辨力在该

方向分量的矢量叠加，其最终获得的方位分辨能

力不但与发射机形成的方位分辨力有关，还与系

统的距离分辨力和空间几何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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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前视双基地犛犃犚信号模型

以如图１（ａ）所示的前视双基地ＳＡＲ工作模

型为例，其空间几何关系如图１（ｂ）所示。图中，

接收机（犚狓）工作在前视模式，发射机（犜狓）工作在

侧视模式，犃和犅 代表接收机前视方向上的两个

点目标，其坐标分别为（０，０）和（狓，０）。发射机和

接收机的速度分别为狏犜和狏犚，接收机朝向目标点

犃飞行，发射机航向和接收机航向垂线方向的夹

角为γ（图中为负）；发射波束斜视角为θ犜（图中为

负）。

在三角形犃′犅′犆′ 中，边长和夹角满足三角

形定理：

狓
ｓｉｎβ

＝
犃′犅′
ｓｉｎα

＝
Δ犚
ｓｉｎγ

（１）

由于β＝９０°－θ犜，可得到：

犃′犅′＝狓
ｓｉｎα
ｓｉｎβ

＝狓
ｃｏｓ（γ＋θ犜）

ｃｏｓ（θ犜）
（２）

Δ犚＝狓
ｓｉｎγ
ｓｉｎβ

＝狓
ｓｉｎγ
ｃｏｓ（θ犜）

（３）

图中γ为负值，因此Δ犚也为负值。

图１　前视双基地ＳＡＲ工作模型和空间几何关系

Ｆｉｇ．１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ｉＳＡ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以发射和接收波束共同指向犃（０，０）点的时

刻为时间原点，在任意时刻狋，发射机和接收机到

点目标犅的距离和表示为：

犚（狋；犅）＝犚犚（狋，犅）＋犚犜（狋，犅）＝

（犚犚０－狏犚狋）
２
＋狓槡

２
＋［（犚犜０＋Δ犚）

２
＋

　（狏犜狋－狓
ｃｏｓ（γ＋θ犜）

ｃｏｓθ犜
）２－２（犚犜０＋

　Δ犚）（狏犜狋－狓
ｃｏｓ（γ＋θ犜）

ｃｏｓθ犜
）ｓｉｎθ犜］

１／２ （４）

式中，狋表示方位时间；犚犜０和犚犚０分别表示发射机

和接收机在０时刻到参考点犃的距离。

假设雷达发射调频率为犽的线性调频脉冲，

经过点目标犅反射后，接收到的回波信号为（忽

略幅度信息）：

犛狉（^狋，狋；犅）＝ｅｘｐ －ｊ２π犳０
犚（狋；犅）｛ ｝犮

·

ｅｘｐ －ｊπ犽狋^－
犚（狋；犅）［ ］犮｛ ｝

２

（５）

式中，犳０为载频；^狋为距离时间；犮为光速。

以上分析假设雷达到目标的距离远远大于载

机的飞行高度，模型中没有考虑雷达的下视角犜

（犚），在需要考虑下视角的情况下，模型中的速度

参数变为狏犜ｃｏｓ犜（狏犚ｃｏｓ犚）即可。

３　前视双基地犛犃犚犆犛成像方法

３．１　单站固定双基地犛犃犚等效

由于前视雷达波束指向与航向平行，雷达相

对于目标的速度与载机速度相同，因此必然造成

目标回波的越距离单元徙动。

假设目标相对于发射机的斜视角度在合成孔

径期间没有发生变化，如图１（ｂ）所示，以点目标

犃到接收机的距离变化量为参考，对目标回波的

距离徙动进行时域距离徙动补偿，在合成孔径期

间，点目标犅 得到的距离补偿量为狏犚犜，而点目

标犅回波实际的距离徙动量近似为狏犚ｃｏｓ（θ犪／２）

犜，犜为合成孔径时间。若

狏犚（１－ｃｏｓ
θ犪
２
）犜＜

λ
２

（６）

那么在进行方位压缩时，可以忽略对犅点进行运

动补偿产生的误差，就可以将进行上述运动补偿

后的前视双基地ＳＡＲ等效为接收站固定的前视

双基地ＳＡＲ。再根据成像原理，合成孔径处的角

度为θ犅犠时，单基地ＳＡＲ的方位分辨力为ρ犪＝λ／

（２θ犅犠）＝λ犚犜犃／（２狏犜犜），前视双基地ＳＡＲ的方位

分辨力为２ρ犪，将该表达式代入式（６），经化简可

以得到将前视双基地ＳＡＲ进行接收站固定双基

地ＳＡＲ等效的约束条件为：

θ犪 ＜４犪ｓｉｎ（ ρ犪狏犜
犚犜犃狏槡 犚

／２） （７）

　　在对式（７）进行推导的过程中，假设目标一直

处于发射机波束照射范围内，而实际上点目标犅

相对发射机的斜视角度一直在发生变化，在合成

孔径的开始时刻要小于合成孔径的结束时刻，因

此式（７）是对有效成像范围的保守估计，实际成像

范围要稍大于式（７）的计算结果，本文的仿真结果

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在满足式（７）的条件下，前视双基地ＳＡＲ进

行固定站等效的时域距离徙动补偿函数为：

犎１（犳狉，狋）＝ｅｘｐｊ２π
犳０Δ犚犚（狋）｛ ｝犮

（８）

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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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犚犚＝－狏犚狋。

回波信号经过补偿后为：

犛狉（犳狉，狋）＝

ｅｘｐｊπ
犳
２
狉｛ ｝犽 ·ｅｘｐ －ｊ２π

（犳０＋犳狉）

犮
犚′（狋｛ ｝） （９）

式中，犚′（狋）＝ 犚犚０
２＋狓槡

２＋［（犚犜０＋Δ犚）
２＋

（狏犜狋－狓
ｃｏｓ（γ＋θ犜）

ｃｏｓθ犜
）２－２（犚犜０＋

Δ犚）（狏犜狋－狓
ｃｏ狊（γ＋θ犜）

ｃｏｓθ犜
）ｓｉｎθ犜］

１／２ （１０）

将式（９）变回到时域为：

犛狉（^狋，狋）＝ｅｘｐ －ｊ２π犳０
犚′（狋）｛ ｝犮

·

ｅｘｐ －ｊπ犽狋^－
犚′（狋）［ ］犮｛ ｝

２

（１１）

　　可见，经过上述补偿，由接收机运动引起的雷

达回波的距离徙动可以被校正，可以将前视双基

地ＳＡＲ等效为接收站固定的双基地ＳＡＲ系统，

其中心频率和调频率变为：

犳′ｄｃ＝－
狏犜ｓｉｎθ犚

λ
，犳′ｄｒ＝－

１

λ

狏２犜ｃｏｓ
２
θ犜

犚犜０＋Δ犚
（１２）

３．２　方位空变性分析

图２表示进行接收机固定等效后的前视双基

地ＳＡＲ模型及点目标距离徙动曲线。图２（ａ）中

发射机航向与接收机航向垂直，在这种情况下，如

式（１０）所示， 犚２犚０＋狓槡
２项表明进行运动补偿后点

目标犃、犅、犆到接收机的距离不相同，当点目标犃

（犆）与点目标犅 到接收机的距离差比较大（图

２（ａ）），大于距离聚焦深度时，在进行方位聚焦时，

点目标犃（犆）会产生散焦，因此该项是产生回波

信号方位空变性的主要因素，这在固定接收机双

基地ＳＡＲ的研究中已经有充分的论述
［１０］。但是

在前视双基地ＳＡＲ系统中，由于式（７）的约束，接

收机前方的目标区域比较窄，不同方位目标在接

收机的距离变化量不大，远远小于距离聚焦深度，

因此可认为犃、犅、犆到接收机的距离基本相等，

不会造成回波的方位空变性。

图２（ｂ）中发射机航向与接收机航向垂直的

方向有一定的夹角γ，直线犃犅犆垂直于接收机航

向。由于发射机在接收机航向方向移动，使得点

目标犆和点目标犇 的回波信号处于同一距离单

元，而点目标犃和犅 则处于较近的距离单元。式

（１０）中Δ犚表示不同方位目标到发射机参考距离

的变化量，该项虽然是方位坐标的函数，但在单站

固定的情况下不会造成回波的方位空变性。如图

２（ｂ）所示，如果不考虑犅 和犆 到接收机的距离

差，那么点目标犆和犇 到发射机的距离相同，因

图２　进行接收机固定等效后的前视双基地

ＳＡＲ模型及点目标距离徙动曲线

Ｆｉｇ．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ｉＳＡＲＡｆｔ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此具有相同的多普勒调频率，可以利用相同的方

位聚焦函数进行方位聚焦。

３．３　前视双基地犛犃犚犆犛算法

通常在进行前视双基地ＳＡＲ成像时，感兴趣

的目标区域是位于接收机正前方的小面积区域。

前面分析表明，在进行前视双基地ＳＡＲ成像时，

接收机正前方区域的目标回波可以等效为单站固

定前视双基地ＳＡＲ的目标回波，并且在进行数据

处理时可以忽略回波信号的方位空变性，因此常

规的单基地成像方法就可适用于对前视双基地

ＳＡＲ正前方小面积区域的成像。ＣＳ成像算法是

一种成熟的单基地成像算法，该算法的优点是在

进行距离徙动校正时可以避免差值运算，计算效

率和成像精度都比较高，因此本文采用ＣＳ成像

算法，并推导了适用于前视双基地ＳＡＲ的匹配函

数。算法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前视双基地ＳＡＲＣＳ算法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ＳＡＲ

Ｃ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对式（１１）表示的回波信号经方位多普勒变

２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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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并令τ＝^狋－ 犚犚０
２＋狓槡

２／犮，犚犜犅＝犚犜犃＋Δ犚，根

据驻定相位原理，变换后的表达式为［１１］：

犛（τ，犳犪）＝ｅｘｐ －ｊπ犓犿（犳犪）τ－
１

犮
犚（犳犪［ ］）｛ ｝

２

·

ｅｘｐ－ｊ２π
犚犜犅

λ
γ（犳犪｛ ｝）·ｅｘｐ－ｊ２π 犚犚０

２
＋狓槡

２

｛ ｝λ
·

ｅｘｐ －ｊ２π犳犪
狓
狏｛ ｝
犜

（１３）

式中，γ（犳犪）＝ １－（犳犪λ／狏犜）槡
２；犚（犳犪）＝犚犜犅／

γ（犳犪）为以方位频率为参数的距离延迟；犓犿（犳犪）

是以方位频率为参数的距离向调频率，

１

犓犿（犳犪）
＝
１

犽
－
λ犚犜犅
犮２

１－γ
２（犳犪）

γ
３（犳犪）

（１４）

　　令犆狊（犳犪）＝１／γ（犳犪）－１，表示距离弯曲因

子，频率变标函数为：

犎ｃｓ（犳犪）＝ｅｘｐ｛－ｊπ犽犿（犳犪；犚ｒｅｆ）·

犆狊（犳犪）τ－
１

犮
犚（犳犪；犚ｒｅｆ［ ］）

２

｝ （１５）

式中，犚（犳犪；犚ｒｅｆ）＝犚ｒｅｆ／γ（犳犪），犚ｒｅｆ为参考距离，通

常选择发射机到测绘带中心线的距离。

将ＣＳ处理后的信号变换到二维频域：

犛（犳狉，犳犪）＝ｅｘｐｊπ
犳
２
狉

犽犿（１＋犆狊（犳犪））
－ｊ２π｛ ·

犚犜犅 ＋犚ｒｅｆ犆狊（犳犪）

犮
犳 ｝狉 ·ｅｘｐ －ｊ２π犚犜犅λγ（犳犪｛ ｝）·

ｅｘｐ －ｊ２π
犚２犚０＋狓槡

２

｛ ｝λ
·ｅｘｐ －ｊ２π犳犪

狓
狏｛ ｝
犜

·

ｅｘｐｊΘ（犳犪；犚犜犃｛ ｝） （１６）

式中，Θ（犳犪；犚犜犃）＝－
２π
犮２
犽犿（犳犪）犆狊（１＋犆狊）（犚犜犅－

犚ｒｅｆ）
２为ＣＳ操作带来的残留相位项。

经过ＣＳ变标处理后，不同距离单元的回波

信号具有相同的距离弯曲曲线，因此可以在频域

统一进行校正。进行距离向处理时，用到的距离

徙动补偿函数、距离向压缩函数和剩余相位补偿

函数的表达式分别为：

犎２（犳狉，犳犪）＝ｅｘｐｊ２π
犚ｒｅｆ犆狊（犳犪）

犮
犳｛ ｝狉 （１７）

犎３（犳狉，犳犪）＝ｅｘｐｊπ
犳
２
狉

犽犿（１＋犆狊（犳犪｛ ｝）） （１８）
犎犪（犳τ，犳狋）＝ｅｘｐ（ｊΔ（犳狋）） （１９）

方位距离压缩函数为：

犎犪（犳τ，犳狋）＝ｅｘｐ －ｊ２π
犚犜犅

λ
γ（犳犪｛ ｝） （２０）

　　对进行方位压缩后的回波信号进行方位

ＦＦＴ变换，就可以得到最终的前视双基地ＳＡＲ

图像。

４　算法仿真

仿真１　系统仿真参数如表１所示。仿真

中，雷达具有图１（ａ）所示的工作关系，接收机对

目标进行前视照射，飞机都作匀速飞行。

　　经计算，理论上方位分辨力为１．５ｍ，对文献

［１１］的公式（５．３）进行推导，可得到单基地ＳＡＲ

的距离聚焦深度为Δ犚狇＝１６ρ
２
犪／λ。同理可知，单

站固定双基地ＳＡＲ的距离聚焦深度计算公式为

Δ犚狇＝４ρ
２
犪／λ≈２９７ｍ。

表１　仿真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参数值 参数 参数值

载频 １０ＧＨｚ 发射机速度 ３００ｍ／ｓ

信号带宽 ８０ＭＨｚ 接收机速度 １５０ｍ／ｓ

脉冲长度 ２μｓ 接收机距离 ５ｋｍ

ＰＲＦ ３００Ｈｚ 发射机距离 １５．５ｋｍ

接收机照射方向 前视 航向夹角 １０°

发射机照射方向 正侧视 合成孔径角度 １．１５°

　　根据式（７），该仿真实验的单基地等效的约束

条件是接收波束宽度为１．８４°，测绘区域方位宽

度为１６０ｍ。本次仿真中共有１５个目标点，测绘

区域方位宽度为４００ｍ。经计算，参考距离上方

位２００ｍ的点目标到接收机的距离为５０００．３９

ｍ，因此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可以不用考虑方位空

变性的影响。

仿真结果（图４（ａ））和表２的数据分析显示，

在前视情况下，使用本文的ＣＳ成像方法能够很

好地对回波信号进行聚焦，并且目标区域的方位

宽度大于式（７）的计算结果。

仿真２　发射机斜视角为５°，发射机航向与

接收机航向垂直，其他仿真参数不变，仿真结果如

图４（ｂ）所示，可以明显看出不同方位点目标由于

到接收机的距离不同而分布在不同的距离单元

上，这种距离变化会引起回波信号的方位空变性，

但是在前视双基地ＳＡＲ系统中，前方的目标区域

比较窄，引起的徙动较小，因此在进行成像时，可

以忽略由该徙动造成的空变性。

图４　仿真成像结果

Ｆｉｇ．４　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０３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表２　点目标聚焦质量

Ｔａｂ．２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ｉｎｔＴａｒｇｅｔｓ

距离向 方位向

ＰＳＬＲ／ｄＢＩＳＬＲ／ｄＢ ＲＥＳ／ｍ ＰＳＬＲ／ｄＢＩＳＬＲ／ｄＢ ＲＥＳ／ｍ

犃 －１３．１７ －１０．８４ １．８８ －１３．１８ －９．９５ １．５４

犅 －１３．１２ －１０．９５ １．８８ －１３．２０ －９．９４ １．５３

犆 －１３．３０ －１０．８８ １．８９ －１３．１８ －９．９５ １．５４

　　本文仅对前视双基地ＳＡＲ进行了初步的研

究，并且没有能够得到前视双基地ＳＡＲ实际有效

成像范围的计算式，对需要考虑方位空变性的大

范围目标区域的精确成像方法还需要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袁修孝，吴颖丹．缺少控制点的星载ＳＡＲ遥感影像

对地目标定位［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３５（１）：８８９１

［２］　汪沛，王岩飞，张冰尘，等．基于局部条纹频率估计

的二维高斯滤波方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

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１０）：８６８８７１

［３］　ＣａｒｄｉｌｌｏＧＰ．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ｔｏ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Ａ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ＩｎｔＳｙｍｐＡｎｔｅｎ

ｎａ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ａｌｌａｓ，ＴＸ，１９９０

［４］　蔡复青，何友，王捷，等．一种新的双基地ＳＡＲ地面

距离分辨率计算方法［Ｊ］．电子与信息学报，２００８，

３０（９）：２０６５２０６８

［５］　刘?，杨建宇，张晓玲，等．星机双基地ＳＡＲ二维频

普解析表达式求解方法研究［Ｊ］．电子与信息学报，

２００８，３０（９）：２０７３２０７６

［６］　ＮａｓｈａｓｈｉｂｉＡ Ｙ，ＵｌａｂｙＦＴ．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ＡＲＩｍａ

ｇｉｎｇ：ＡＮｏｖｅ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Ｕ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２００７

［７］　ＲｉｎｇｌｉｎｇＢＤ，ＭｏｓｅｓＲＬ．ＰｏｌａｒＦｏｒｍａ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ＡＲ［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ｅｒｏ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４，４０（４）：１１４７

１１５８

［８］　ＢａｌｋｅＪ．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ｄａｒ

［Ｃ］．Ｒａｄａｒ，Ｔｏｕｌｏｕｓｅ，２００４

［９］　ＢａｌｋｅＪ．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ｏｆ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Ｓｙｎ

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ｄａ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５

［１０］陈晓龙，丁赤飚，梁兴东，等．改进的接收机固定双

站ＮＬＣＳ成像方法［Ｊ］．电子与信息学报，２００８，３０

（５）：１０４１１０４６

［１１］保铮，邢孟道，王彤．雷达成像技术［Ｍ］．北京：电子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５７１６５

第一作者简介：蔡复青，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双基地合成孔径雷达

成像算法。

Ｅｍａｉｌ：ｃｆｑ１９７４０４＠１６３．ｃｏｍ

犆犛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犳狅狉犉狅狉狑犪狉犱犔狅狅犽犻狀犵犅犻狊狋犪狋犻犮犛犃犚

犆犃犐犉狌狇犻狀犵
１
　犎犈犢狅狌

１
　犔犐犖犡狌犲狔狌犪狀

１
　犛犗犖犌犑犻犲

１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Ｎａｖａｌ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８８ＥｒｍａＲｏａｄ，Ｙａｎｔａｉ２６４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ｃｈｉｒｐｓｃａｌｉｎｇ（Ｃ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ｉＳＡＲ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ｉｔｓ

ｓｉｇ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ｓｅｉｔｈ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ｉＳＡＲｉｓ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ＢｉＳＡＲｂｙ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ｌｉｎ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ｚｉｍｕｔｈ

Ｄｏｐｐｌ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ｈｅ

ＢｉＳＡＲｃｈｉｒｐｓｃａｌ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ｗｍａｔｃ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ｉ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Ａ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ｉＳＡＲ；ｃｈｉｒｐｓｃａｌ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ＡＩＦｕｑ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ｒａｄａｒｓｉｎ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ｂｉｓｔａｔｉｃＳ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ｃｆｑ１９７４０４＠１６３．ｃｏｍ

４０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