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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严格成像几何模型和辐射定标公式建立了地形辐射校正（ＴＲＣ）模型。通过

实验，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评价了ＴＲＣ模型的有效性。比较了基于投影角和基于当地入射角两种计算有

效散射单元面积的方法，对根据初始定位模型计算有效散射单元面积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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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对ＳＡＲ影像的几何和辐射特性都有强

烈的影响。另外，当需要对同一地区进行多时相、

多角度观测时，虽然地形没变，但由于ＳＡＲ轨道

和观测角度变化导致的成像几何的改变也会引起

同一地面观测单元后向散射观测值的较大改变。

地形引起的后向散射变化应该采用严格的方法加

以校正或补偿，以产生独立于地形变化的只包含

地物表面散射特征信息的ＳＡＲ数据产品
［１］。

在将雷达散射截面或亮度转换为雷达后向散

射系数时，需要通过局地地形和成像几何计算出

有效后向散射单元面积。早期通常采用简化的

ＳＡＲ成像几何通过表面倾斜角
［２］或当地入射角

求得［３５］。这种方法对有效散射单元面积的计算

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的误差［６］。利用严密的

ＳＡＲ距离多普勒（ＲＤ）定位模型可以在地球坐标

空间直接基于矢量运算求出当地入射角、成像面

法线与目标表面法线的夹角（投影角）以计算出有

效散射单元面积［６］。由于该方法对定位模型的精

度要求较高，而且实现流程比较复杂，近几年仍有

学者在发展地形辐射校正实现方法［１，７９］。但总的

来看，目前文献对地形辐射校正实现流程及其有

效性的评价仍不够细致、充分。因此，本文建立了

一种基于严格ＲＤ定位模型和ＳＡＲ影像模拟的

地形辐射校正模型，并利用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实验

数据分析验证了其有效性。

１　原理与方法

１．１　地形辐射校正公式

星载ＳＡＲ有两种最为常见的标准数据产品，

一种是单视斜距（ＳＬＣ）数据产品，一种是多视地

距数据产品（ＭＧＤ）。为了简化用户的辐射标定

处理过程，这些数据一般都在处理过程中进行了

天线增益、距离向传播损失等的复杂标定处理，使

得用户可以利用一个标定系数或一组标定系数

（标定系数查找表）将ＳＡＲ信号转化为雷达散射

截面σ。σ可进一步由式（１）转化为雷达亮度β０：

β０ ＝
σ
犃狊
＝
σ
δ狉δ犪

（１）

式中，犃狊为斜距空间像元的散射单元面积大小。

显然，对每个像元犃狊都是不变的。在遥感应用领

域，为了从ＳＡＲ信号中提取地球生物物理参数，

需要对地面目标的后向散射系数σ
０进行估计。

因此，需要先对ＳＡＲ影像进行σ
０校正。假设地面

一个散射单元的有效散射单元面积为犃，则：

σ
０
＝
σ
犃
＝β

０
δ狉δ犪
犃

（２）

式中，犃的大小由具体地形及雷达成像几何决定。

若假设地球表面是平坦的，则每个像元在地表的

投影面积可近似为：

犃＝
δ狉δ犪
ｓｉｎ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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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为假设地表为椭球表面时计算的雷达入射

角。将式（３）代入式（２）整理后的σ
０校正公式为：

σ
０
＝β

０ｓｉｎα （４）

　　当地形不平坦时，犃对每个像元都可能不同，

需要根据雷达定位模型和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

精确地计算。在图１所示的地固坐标系（ＥＣＲ）

中，犗为地心，犛表示卫星的位置，犛′是星下点位

置，犜为一个具有高程犎 的地表目标点，犜′为其

在地球椭球表面的投影点。犛、犜 在ＥＣＲ坐标系

中的位置矢量分别用犚狊、犚狋 表示，则由犜指向犛

的矢量犚狋狊＝犚狊－犚狋。当地入射角η由式（５）计

算，式（６）是计算投影角ψ 的公式。当地入射

角［１５］和投影角［６］都曾用于犃的计算。

ｃｏｓη＝
狀^·犚狋狊
狀^ 犚狋狊

（５）

ｃｏｓψ＝
狀^· 犚狋狊× 犚狋狊×犚（ ）（ ）狋

狀^ 犚狋狊× 犚狋狊×犚（ ）狋
（６）

式中，^狀是位于犜 处的一个实际地表面元的法线

矢量（见图１），由式（７）或式（８）计算出犃来。

犃＝
δ狉δ犪
ｓｉｎη

（７）

犃＝
δ狉δ犪
ｃｏｓψ

（８）

将式（７）、式（８）分别代入式（２）可得到地形辐射校

正公式：

σ
０
＝β

０ｓｉｎη （９）

σ
０
＝β

０ｃｏｓψ （１０）

图１　ＥＣＲ坐标系中的ＳＡＲ成像几何

Ｆｉｇ．１　Ｓ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ｉｎＥＣ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考察以上公式可见，若在ＤＥＭ 坐标空间对

ＳＡＲ影像（ＳＬＣ或 ＭＧＤ数据产品经辐射定标后

的β０）进行σ
０ 校正，为了确定ＤＥＭ空间一个分辨

单元的β０，就需要确定对应犚狋的ＳＡＲ影像坐标

（犻，犼），还需要确定犚狊、犚狋和狀^３个矢量的值。其

中，犚狋和狀^完全由一个已知的ＤＥＭ 确定，但要求

算对应目标矢量犚狋的ＳＡＲ影像坐标（犻，犼）或卫星

位置矢量犚狊，就需要建立一个高精度的ＳＡＲ定

位模型。本文采用ＲＤ定位模型。

ＲＤ定位模型的参数可以从ＳＡＲ产品的元

数据中完全提取，这种只根据元数据信息建立的

模型称为初始定位模型。为提高定位模型的定位

精度，需要对初始定位模型进行优化［１０］。本文采

用定位模型非参数化优化的方法［１０］。

１．２　地形辐射校正流程

待校正ＳＡＲ影像是多视β０ 影像，称之为真

实ＳＡＲ影像。首先从待校正ＳＡＲ数据产品的元

数据中提取成像参数，建立初始ＲＤ定位模型，用

于计算 ＤＥＭ 每个像元的 ＳＡＲ 影像坐标（犻，

犼）ｓｉｍ，计算结果用查找表（ＬＵＴＡ）保存下来。由

于这个计算过程所采用的定位模型还没有经过优

化，ＬＵＴＡ中保存的ＳＡＲ影像坐标还不是地面

目标在真实ＳＡＲ影像上的实际坐标，而是相当于

模拟ＳＡＲ影像像元坐标：

（犻，犼）ｓｉｍ ＝ＬＵＴＡ｛（犡，犢，犣）ｄｅｍ｝ （１１）

基于ＬＵＴＡ通过ＳＡＲ影像模拟处理，就可以产

生一幅模拟ＳＡＲ影像。同时，也可计算出每个

ＤＥＭ像元的η角和ψ角，从而得到和ＤＥＭ 大小

相同的η和ψ影像。

以模拟ＳＡＲ影像和待校正ＳＡＲ影像为输

入，进行影像间的匹配处理，系统可自动寻找到若

干控制点，这些控制点的坐标分别用（犻，犼）ｓｉｍ和

（犻，犼）ｒｅａｌ表示。利用这些控制点的坐标，就可以

建立模拟ＳＡＲ影像坐标与真实ＳＡＲ影像坐标之

间的多项式方程，利用该方程可计算出任意模拟

ＳＡＲ影像坐标（犻，犼）ｓｉｍ对应的真实ＳＡＲ影像坐

标（犻，犼）ｒｅａｌ，将计算结果保存为查找表ＬＵＴＢ：

（犻，犼）ｒｅａｌ＝ＬＵＴＢ｛（犻，犼）ｓｉｍ｝ （１２）

进一步将ＬＵＴＡ和ＬＵＴＢ合在一起，可以得到：

（犻，犼）ｒｅａｌ＝ＬＵＴＢ｛ＬＵＴＡ｛（犡，犢，犣）ｄｅｍ｝｝

（１３）

　　利用式（１３）求算每个ＤＥＭ 像元对应的真实

ＳＡＲ影像坐标（犻，犼）ｒｅａｌ，将其像元值β０ 重采样到

ＤＥＭ坐标空间，就可得到和ＤＥＭ 大小相同的β０

影像。将β０、η或ψ代入式（９）或式（１０）就可以得

到经过ＴＲＣ校正的σ
０ 影像。

采用查找表方法使得ＳＡＲ影像模拟、匹配、

重采样和最终结果的生成等过程一次完成，简捷

而有效。非参数化模型优化的过程体现在由式

（１１）、（１２）建立式（１３）的过程。但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优化后的模型只用于ＤＥＭ 坐标空间β０ 影

像的生成，即产生ＳＡＲ正射影像，而没有用于η、

ψ影像的重新计算。η和ψ实际上是采用初始定

位模型计算得到的。直观地理解，初始定位模型

的误差似乎会对η、ψ的计算带来较大偏差。因

此，若利用优化后的模型重新计算一次η、ψ，然后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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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成地形辐射校正影像σ
０，该流程应该更加严

密，但这会不可避免地增加计算量。

２　实验区及数据

实验区位于Ｎ３５°５９′～３６°５′、Ｅ１１７°１３′～１１７°

２５′，覆盖区域为山东省泰安市徂徕山林场。该林

场森林覆盖率在８０％以上，主要树种是刺槐、麻

栎、油松和马尾松。基于１∶２万地形图经数字化

得到了实验区像元大小为２ｍ×２ｍ 的 ＤＥＭ。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日，获取了一景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

双极化（ＨＨ和 ＨＶ）、升轨、ＳＬＣ数据，标称空间

分辨率距离向、方位向都为约２０ｍ。２００８年６月

对实验区的６６块刺槐纯林进行了标准地调查，样

地大小为２０ｍ×２０ｍ，样地中心位置利用 ＧＰＳ

进行了定位。

最终的地形辐射校正结果的像元大小应与

ＳＡＲ数据的分辨率相当，因此用于地形辐射校正

前先将２ｍ×２ｍ像元大小的ＤＥＭ 经三次样条

法重采样生成像元大小为２０ｍ×２０ｍ的ＤＥＭ

（见图２），大小为１１３０像元×９３０像元，平均高

程为４３１．８７ｍ，标准方差为２２６．１６ｍ。原始

ＳＬＣ影像像元大小距离向、方位向分别为９．４ｍ、

３．２ｍ。为了降低斑点噪声、减少数据量，进行了

距离向２视、方位向１０视处理，多视后影像像元

大小约相当于地距３０ｍ×３０ｍ。模拟影像将和

多视化影像进行自动匹配处理，因此，模拟影像像

元大小也是３０ｍ×３０ｍ，略大于 ＤＥＭ 像元大

小，这有利于降低模拟影像的欠采样程度。另外，

由于无论是采用ＨＨ极化还是 ＨＶ极化，本实验

都得到了一致的结论，本文仅以 ＨＨ极化为例进

行分析评价。图３是与图２中ＤＥＭ 覆盖范围基

本一致的地球椭球表面地理编码（ＧＥＣ）后的ＨＨ

影像。后续将只采用图３中白色长方形所示的区

域进行结果分析，该区域对应 ＤＥＭ 影像上５６１

像元×４４１像元大小的一个窗口。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正射校正效果评价

模拟影像与真实ＳＡＲ影像自动匹配产生了

１５个控制点，在ＤＥＭ覆盖区域分布比较均匀，也

覆盖不同的海拔高度，距离、方位向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分别为０．７０、０．５７个像元。去除１个距

离向残余误差大于２．０的匹配点后，得到最终的

匹配方程在距离向、方位向的 ＲＭＳＥ 分别为

图２　实验区的

数字高程模型

Ｆｉｇ．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ｅｓｔＳｉｔｅ

　

图３　经过ＧＥＣ校

正后的 ＨＨ极化影像

Ｆｉｇ．３　ＨＨ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

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０．５０、０．４１个像元，表明正射校正误差在１个输

入ＳＡＲ影像像元内。图４是真实ＳＡＲ影像的正

射校正影像，但尚未进行地形辐射校正，可以看到

由于陡峭地形引起的在ＧＥＣ影像上呈高亮度、窄

条状分布的叠掩、严重透视收缩区域（图３）经过

正射校正后形状发生了明显变化，即在地面的覆

盖区域变大。如果正射校正过程达不到像元级精

度，对畸变特征的“拉伸”会出现位置上的错乱，就

不会有图４所示的校正效果。图４只是根据地形

和定位模型将ＳＬＣ影像的像元值经重采样正射

到其地面实际位置，并没有对像元值进行地形辐

射校正，图５才是地形辐射校正后的影像。

图４　未进行地形

辐射校正的正射影像

Ｆｉｇ．４　Ｏｒｔｈｏ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Ｉｍ

ａｇ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ＲＣ

　

图５　地形辐射

校正后的正射影像

Ｆｉｇ．５　Ｏｒｔｈｏ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Ｉｍ

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ＲＣ

３．２　地形辐射校正的有效性评价

地形辐射校正的效果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

方面评价。经过地形辐射校正后的影像（图５）和

图４相比，在陡峭区域由于地形引起的高亮度斑块

（图４）的面积大大降低；在地形畸变相对较轻的区

域（图４、５正中一个东南西北走向分布的区域）影

像纹理特征更加均匀。这些影像特征的改变，定性

地说明了地形引起的后向散射单元面积变化对后

向散射系数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地形辐射校正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地形辐射校

正前后影像后向散射系数与当地入射角的相关性

４２３



　第３５卷第３期 陈尔学等：星载ＳＡＲ地形辐射校正模型及其效果评价

分析来进行评价。图６、７分别是地形校正前、校

正（基于η计算有效散射单元面积）后，后向散射

系数与η的散点分布图。校正之前，后向散射系

数与η具有明显的线性相关性，相关系数狉的绝

对值为０．７３；校正后，狉的绝对值降低到０．２６，由

此可见校正效果是比较显著的。

图６　基于η地形辐射校

正前σ
０ 与η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

ｅｅｎσ
０ａｎｄη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Ｃ

Ｕｓ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

　

图７　基于η地形辐射校

正后σ
０ 与η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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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两种有效辐射单元面积计算方法比较

式（７）、（８）给出了两种有效散射单元面积的

计算方法，差别在于一个用ｓｉｎη，而另一个用ｃｏｓψ
与β０相乘。图８、９分别给出了ｓｉｎη和ｃｏｓψ影像，

显然前者影像像元值普遍比后者大。图１０进一

步给出了η校正结果减去ψ校正结果的差值影像

（差值用ｄＢ表示）的直方图。虽然差值接近０．０

的像元数最多，但有很多像元的差值可达１个ｄＢ

以上，这足以对定量参数的反演产生影响，因此，

比较两种方法的优劣很有必要。图１１是基于ψ
进行地形辐射校正后的σ

０与η的关系图，狉绝对

值为０．１０，与图７相比可知，基于ψ求算有效散

射单元面积更加有利于地形辐射影响的校正，这

与文献［６］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实际应用中建议

采用ψ角进行地形辐射校正处理。

图８　当地入射角的正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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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投影角的余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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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基于初始定位模型计算当地入射角和投影

角的合理性

在本文流程中，当地入射角和投影角是采用

没有经过优化的初始定位模型计算的，前文提到

图１０　基于当地入射角

与投影角校正结果

差值的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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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基于投影角

校正后σ
０ 与η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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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密的流程是采用优化后的定位模型重新计算

这两个角。对这两种流程得到的校正结果（用ｄＢ

值表示）作差值运算，图１２（ａ）为差值影像的直方

图，平均值为－２．８×１０－６ｄＢ，标准方差为２．３×

１０－３ｄＢ，这样小的误差不会对参数的反演产生有

效影响。该实验初始定位模型在距离向斜距误差

约为１１．６个ＳＬＣ像元大小，而方位向的误差约

为１７．６个ＳＬＣ像元大小，分别相当于１０９．０４

ｍ、５６．３２ｍ，但它们相对于卫星到地心的高度（约

７０７ｋｍ）和卫星到地物的斜距（约８４７ｋｍ）来说是

个小量，对η或ψ的计算值的改变是可以忽略的。

因此，可以推断该实验ＳＡＲ数据的初始轨道

模型虽然有误差，但并不会对η、ψ的计算产生显

著的影响，这使得多数情况下采用常规校正流程

不会存在问题。

为了进一步论证该问题，本文假设了一个比

较极端的情况，即在方位向卫星轨道有相当于

５０００个像元的误差，在距离向有相当于１０００个

像元的误差，基于该假设条件下的模型计算犃后

用于校正，得到了以优化后模型校正结果为参考

的偏差影像的直方图（图１２（ｂ））。可见，偏差几

图１２　采用与不采用优化模型校正结果

差值影像的直方图

Ｆｉｇ．１２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Ｃ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ｆｉｎｅｄＭｏｄｅ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ｒＮｏｔ

５２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３月

乎以零为中心对称分布，平均误差为５．１×１０－３

ｄＢ，标准差为０．１４ｄＢ。而实际上现代的星载

ＳＡＲ系统方位向、距离向误差都大约在几十个像

元之内。因此在实际校正处理中，完全可以不考

虑初始轨道误差对有效散射单元面积计算的影

响。

４　结　语

本文建立了基于严格成像几何模型和定标公

式的ＳＡＲ地形辐射校正模型，实验结果表明，校正

前ＨＨ极化后向散射系数与当地入射角显著相

关，校正后相关系数显著降低，而且校正前后影像

纹理特征的对比也表明地形的影响得到了有效去

除，说明本文所建立的方法是正确有效的；比较评

价了两种有效散射单元面积计算方法，发现基于投

影角的方法对去除地形的影响更加有效；还对基于

初始定位模型计算有效散射单元面积的合理性进

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计算结果对初始定位模型误差

并不敏感，因此并不需要利用优化后的模型重新计

算散射单元面积后再生成最终的校正结果。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地形不仅通过改变有效散射单元面

积，而且还通过改变微波在地表覆盖层（森林、农作

物、冰雪等）内的散射过程而引起后向散射系数的

变化，这两者都会对地球生物物理参数的反演产生

影响。本文只讨论了对前者影响的校正，如何对后

者或两者的综合影响进行建模和校正，以提高地球

生物物理参数的反演精度，仍是成像ＳＡＲ遥感领

域的一个亟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致谢：本文所用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数据由日

本ＪＡＸＡ通过ＡＬＯＳ卫星数据应用技术研发项

目（Ｐ３１５０００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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