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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验证了聚类分析用于卫星雷达测高波形分类的可行性。针对雷达测高波形的特征，提出了移动最小

欧氏距离算法，并以该距离作为相似性统计量进行聚类分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卫星的

近岸波形为例，比较了最短距离法、最长距离法、类平均法和最小方差法等４种聚类方法的聚类效果，结果表

明最小方差法效果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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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波波形是卫星雷达测高的原始观测数据，

目前已被广泛用于改善近海或非海洋表面测高数

据的质量［１４］，即通过对测高波形进行重跟踪，更

精确地计算出雷达脉冲的往返时间，进而改正地

球物理数据记录（ＧＤＲ）中的距离观测值。波形

重跟踪的方法很多，但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性，只

能提高在某些测高环境下的测高精度，这是因为

不同性质的反射面会产生不同的回波波形。因

此，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测高数据质量，必须根据波

形形状选择合适的重跟踪算法。基于这一目标，

Ｂｅｒｒｙ等人曾开发了一个专家系统用于陆地测高

波形数据的处理［３］。对波形进行准确地分类与识

别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此外，由于波形形状与

反射面的性质直接相关，故波形分类还可用于研

究地球表面的散射特性、粗糙度及覆盖物等性质。

雷达测高波形的分类一直没有较好的方法。

最简单的做法是根据重心偏移法（ＯＣＯＧ）计算得

到的几个参数（重心位置、宽度、振幅、前缘中点位

置）来进行分类，但这种方法只能简单识别海洋波

形和非海洋波形，不能对复杂的非海洋波形进行

分类。Ｌｅｅ等人根据镜面反射特性和波形的能量

分布特征给出了一种区分镜面反射波形与准散射

波形的算法［４］。ＤａｂｏＮｉａｎｇ等人基于非参数函

数数据分析理论提出利用模型曲线进行波形分类

的方法［５］，将波形分类方法研究推进了一步，但从

实验结果来看该方法仍有待改善。聚类分析是进

行数据分类的一种常用方法，广泛用于研究生物

学、医学和化学等众多领域中的分类问题。近年

来，许多学者将其用于测绘数据处理，得到了较好

的效果［６，７］。本文将研究利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

雷达测高波形分类的可行性。

１　测高波形

测高波形是雷达回波功率随时间变化的曲

线，由测高仪的自动增益装置在设定的时间范围

内对回波功率进行多次采样得到。根据测高仪的

工作原理，测高波形一般可分为热噪声、上升区和

下降区３个部分。上升区回波功率逐渐增大，称

为波形的前缘；下降区功率逐渐衰减，称为后缘。

前缘中点是与海面高度相关的量，波形重跟踪就

是要根据波形重新确定前缘中点的位置，以获取

精确的距离观测值。有关测高波形的详细描述及

其产生的基本原理，可参阅文献［８］。

测高波形简单地可分为海洋波形和非海洋波

形。海洋波形主要在开阔海洋表面上形成，形状

比较规则，可用一个函数模型来表示，是卫星测高

最初设计的标准波形。不同于海洋波形的均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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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海洋波形，主要来自冰面、海冰混合区、陆地、近

岸等非开阔海洋表面。由于反射面性质各异，非

海洋波形的形态也就非常复杂。例如，冰面上主

要是镜面反射，因此波形表现为前缘和后缘都极

陡的尖峰状。在近海区域，有的波形接近海洋波

形，有的波形则受到海岸或岛屿反射信号的影响

而产生严重变形。以 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Ｔ／Ｐ）卫

星为例，图１给出了穿过台湾海峡的第３８周１６４

号降弧上的１６个近岸波形样本，这些样本显示了

近海区域的测高波形非常复杂。从这１６个样本

的形状看，可以分为以下４类：① 海洋型（如波形

１３、１４），这类波形具有较陡的前缘，但后缘下降速

度缓慢；② 尖峰型（如波形１５、１６），波形的前缘和

后缘都非常陡，波形宽度极窄，形状像一根针刺，

这类波形是由镜面反射形成的；③ 宽峰型（如波

形１、２），相比尖峰波形这类波形有更长的后缘以

及更宽的波峰，而且在后缘上还有一些小的污染，

可能是因为观测区域内有小的岛屿；④ 双峰或多

峰型（如波形７、８），具有两个或多个明显的波峰。

图１　雷达波形样本

Ｆｉｇ．１　Ｒａｄａｒ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对样本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

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在事物类别未知的情况下把研

究对象按照一定的规则分成若干类，类的数目和结

构根据观测数据的特征来确定。系统聚类法是目

前国内外最常使用的一种聚类方法，其基本思想

是：先将每个样本各自看成一类，然后确定类与类

之间的相似性统计量，并选择最接近的两类或若干

个类合并成一个新类，计算新类与其他各类之间的

相似性统计量，再选择最接近的两类或若干类合并

成一个新类，直到所有样本都合并成一类为止［９］。

聚类分析进行分类的依据是样本间的接近程

度或相似程度，可以用距离或相似系数来衡量。

定义不同的距离量度和相似性量度就可能产生不

同的聚类结果，本文研究选取欧氏距离作为相似

性统计量。由于卫星测高仪接收到的波形不仅与

反射面性质有关，还与卫星至反射面的距离有关，

这使得有些波形虽然形状相似，在时间上（横轴方

向）却可能有平移，它们应属于同一类波形。考虑

到这种平移性，用移动最小欧氏距离作为两个波

形之间的距离，移动最小欧氏距离的计算公式为：

犱２（犘，犘′）＝ ｍｉｎ
－犽０≤犽≤犽０

∑
犖－ 犽

犻＝ 犽

（犘犻＋犽－犘′犻－犽）｛ ｝２ 　（１）

式中，犱（犘，犘′）是两个波形犘、犘′之间的距离，犘犻

表示波形犘 的第犻个阀门的功率值，犖 为波形总

阀门数，对于犜／犘 卫星犖＝６４。犽是位移参数，

取值为±犽０之间的整数，对于犜／犘卫星的波形取

犽０＝８。由式（１）可以计算得到各样本波形之间的

距离矩阵，利用距离矩阵即可进行聚类，生成系统

聚类谱系树图。

类与类之间的距离有很多算法，根据类间距

离的计算方法的不同，有多种不同的聚类方法，各

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对以下

４种方法的分类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最短距离

法（ｓｉｎｇｌｅｌｉｎｋａｇｅ）、最长距离法（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ｉｎｋ

ａｇｅ）、类平均法（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ｎｋａｇｅ）和最小方差法

（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ａｇｅ）。设犌犿、犌狀表示两个类，类中的样

本数分别为犖犿、犖狀，犇犿狀为这两个类之间的距离。

最短距离法、最长距离法和类平均法将犇犿狀分别

定义为犌犿类中各样本与犌狀类中各样本两两之间

距离的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

最短距离法：

犇犿狀 ＝ ｍｉｎ
犘∈犌犿

，犘′∈犌狀

犱（犘，犘′） （２）

　　最长距离法：

犇犿狀 ＝ ｍａｘ
犘∈犌犿

，犘′∈犌狀

犱（犘，犘′） （３）

　　类平均法：

犇犿狀 ＝
１

犖犿犖狀
∑

犘∈犌犿
，犘′∈犌狀

犱（犘，犘′） （４）

最小方差法又称离差平方和法，它将类间距离

犇犿狀定义为：

犇犿狀 ＝犖犿犖狀犱
２（珚犘，珚犘′）／（犖犿＋犖狀） （５）

式中，珚犘、珚犘′分别是犌犿、犌狀类中样本的平均值，该

方法并类时总是使得并类后的类内离差平方和增

量最小。

３　结果与分析

以图１给出的１６个波形为例，采用移动最小

欧氏距离作为相似性统计量，分别利用最短距离

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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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长距离法、类平均法和最小方差法进行聚类

分析。由于各个测高波形的振幅不同，在聚类分析

前需将波形作规格化处理，规格化采用如下公式：

珟犘犻＝
犘犻－ｍｉｎ（犘）

ｍａｘ（犘）－ｍｉｎ（犘）
，犻＝１，…，６４ （６）

式中，ｍｉｎ（犘）、ｍａｘ（犘）分别是波形犘的最小功率

值和最大功率值，珟犘犻是波形犘 经规格化后的功率

值，０≤珟犘犻≤１。对规格化后的波形进行聚类分析，

得到的系统聚类树如图２所示。

图２　波形样本系统聚类树图

Ｆｉｇ．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Ｔｒｅｅｓｏｆ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ｍｐｌｅｓ

　　 由图２可以看出，当把所有波形分为两类

时，四种聚类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均把波形

１１１４归为一类，其他波形归为另一类，这种分类

正好把海洋波形和非海洋波形区分开。分成３类

时，最短距离法、类平均法和最小方差法的结果相

同：｛１１１４｝、｛７，８｝、｛１６，９，１０，１５，１６｝。除了海

洋波形外，还把多峰型波形区分出来。而最长距

离法的结果稍有不同，把｛１，２，５８｝归为一类。分

为４类时，最长距离法和最小方差法的分类效果

最好，与前面的分析结果较为吻合，其中｛１１－１４｝

为海洋波形、｛７，８｝为多峰型、｛１，２，５，６｝为宽峰

型、｛３，４，９，１０，１５，１６｝为尖峰型；最短距离法和类

平均法的分类效果稍差，因为它们把海洋波形分

成了两类，具体的分类结果参见表１。综合以上

分析，利用聚类分析对测高雷达波形分类可以有

效区分各类波形，当以移动最小欧氏距离作为相

似性统计量时，采用最小方差法聚类效果最好。

表１　不同聚类方法的分类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分类数 最短距离法 最长距离法 类平均法 最小方差法

２
｛１１１４｝

｛１１０，１５，１６｝

｛１１１４｝

｛１１０，１５，１６｝

｛１１１４｝

｛１１０，１５，１６｝

｛１１１４｝

｛１１０，１５，１６｝

３

｛１１１４｝

｛７，８｝

｛１６，９，１０，１５，１６｝

｛１１１４｝

｛１，２，５８｝

｛３，４，９，１０，１５，１６｝

｛１１１４｝

｛７，８｝

｛１６，９，１０，１５，１６｝

｛１１１４｝

｛７，８｝

｛１６，９，１０，１５，１６｝

４

｛１２１４｝

｛１１｝

｛７，８｝

｛１６，９，１０，１５，１６｝

｛１１１４｝

｛７，８｝

｛１，２，５，６｝

｛３，４，９，１０，１５，１６｝

｛１１，１２｝

｛１３，１４｝

｛７，８｝

｛１６，９，１０，１５，１６｝

｛１１１４｝

｛７，８｝

｛１，２，５，６｝

｛３，４，９，１０，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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