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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有效的高分辨率ＳＡＲ目标特征提取与识别方法，根据ＳＡＲ图像目标对多尺度Ｇａｂｏｒ滤

波器组的不同响应，充分利用多尺度信息及尺度间的相依性提取新的多尺度特征，该特征综合考虑了ＳＡＲ图

像目标的宏观和微观固有的尺度特性，从而更能反映目标的本质特征；并利用Ｆｉｓｈｅｒ核映射使得非线性变换

比线性变换更能刻画实际中的复杂模式。实验给出了 ＭＳＴＡＲ数据库中三类目标特征的空间聚类及分类情

况，结果表明了该多尺度特征的有效性。

关键词：多尺度；ＳＡＲ图像；２ＤＧａｂｏｒ滤波器；核Ｆｉｓｈｅｒ鉴别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由于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卓越的空间信息获

取能力以及在国防、环境等方面的战略意义［１］，因

此它在军用和民用方面取得了广泛的应用。ＳＡＲ

目标识别技术在战场感知方面非常重要，已成为

国内外研究的热点［２，３］。目标识别技术主要有基

于模板的方法和基于模型的方法两种，其中基于

模型的方法代表了ＳＡＲ目标识别技术的发展方

向。在这两种方法中，很多算法都是直接针对原

图像在单一尺度上对目标特征的分析［４，５］，没有

体现目标固有的多尺度特性。

本文针对ＳＡＲ目标识别问题，提出了一种有

效的高分辨率ＳＡＲ目标特征提取与识别方法。

在自然界中，许多现象都具有多尺度特征或多尺

度效应，人们对现象或过程的观察及分析也往往

是在不同尺度上进行的。所以，从多尺度分析的

角度进行特征提取才能更全面地刻画目标的本质

特征，而且目前，多尺度分析方法已经有了研究基

础，在图像的各种处理算法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

效果［６８］。本文根据ＳＡＲ图像目标对多尺度Ｇａ

ｂｏｒ滤波器组的不同响应，充分利用多尺度信息

及尺度间的相依性提取新的多尺度特征。通过核

函数Ｆｉｓｈｅｒ多重判别分析提供了一种合理的降

维方法，降维后，目标的类内离散度变小，类间离

散度增大。

１　目标多尺度分析

１．１　２犇犌犪犫狅狉多尺度

基于尺度空间理论的高斯线性微分算子都是

各向同性或近似各向同性的，但是目前此类方法

所选用的高斯微分核函数无法对图像频域信息进

行方向选择，经常会遗失部分频域内的方向信息，

导致其适应性降低。Ｇａｂｏｒ滤波器方法
［９］成为描

述视觉信号接收场响应模型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在纹理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为了优

化检测不同尺度下的局部特征，就需要不同尺度

的滤波器。２ＤＧａｂｏｒ函数通常表示为一个高斯

函数被复正弦函数调制成犚２→犆上的复值函数：

犵（狓，狔）＝
１

２πσ狓σ狔
ｅｘｐ

－狓
２

２σ
２
狓

＋
－狔

２

２σ
２［ ］
狔

·

ｅｘｐ犼（犝狓＋犞狔［ ］） （１）

式中，σ狓和σ狔分别为高斯包络在犡 和犢 方向上的

标准差，它们决定了高斯包络的空间扩展。对其

进行二维傅立叶变换得：

犌（狌，狏）＝ｅｘｐ｛－２π
２［σ

２
狓（狌－犝犳）

２
＋

σ
２
狔（狏－犞犳）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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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犝犳＝犝／２π、犞犳＝犞／２π是滤波器径向中心

频率犉＝ 犝２犳＋犞
２

槡 犳的两个轴的分量；φ＝ｔａｎ
－１

（犞犳／犝犳）为滤波器在频域内的旋转角度。频率中

心由原点移到（犝犳，犞犳）处，是二维Ｇａｕｓｓｉａｎ函数

在两个频率轴上发生平移之后的结果。

１．２　犛犃犚图像的犌犪犫狅狉多尺度分析

本文采用的２ＤＧａｂｏｒ滤波器可以选择的尺

度较多，如狓坐标变化尺度、狔坐标变化尺度、角

度的变化。由于图像经过该多尺度变化以后，目

标尺寸不变，很容易建立像素在多尺度之间的统

计相依关系。由于目标图像对不同尺度、不同角

度的Ｇａｂｏｒ响应不同，因此，如果目标特征在原

始尺度具有一定的可区分性，对图像进行多尺度

分析，可以有效提高目标的识别率。增加多个尺

度的信息可以丰富目标特征，但是持续增大尺度，

会使不同目标的差异变小，而且太多的尺度也会

给计算增加负担。针对 ＭＳＴＡＲ数据，本文选择

了１０个变化的角度以及４个狓、狔坐标变化尺度。

图１为某个ＳＡＲ图像及其Ｇａｂｏｒ多尺度响应的

图像序列。

图１　ＳＡＲ图像的Ｇａｂｏｒ多尺度序列

Ｆｉｇ．１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ＧａｂｏｒＦｉｌｔｅｒ

２　多尺度特征提取与识别

２．１　图像预处理

目标位置的平移、旋转以及不均匀的散射都

会对特征提取和分类算法的性能产生影响［１０］。

图像预处理的目的是调整每幅目标图像的目标位

置和幅度信息。预处理步骤如下：① 以图像中目

标为中心切割出新的目标区域尺寸大小为６４像

素×６４像素；②原幅度数据对数归一化。

２．２　多尺度特征提取

把不同尺度图像中位于同一位置的各个像素

按照一定的顺序串成向量，这样就把多尺度的信息

综合起来［１１，１２］。某个目标图像的像素个数为犕×

犖，经过多尺度分解以后，多尺度的像素信息值为

犕×犖×犛个，其中每一个像素点具有犛维特征。

如果仅仅把多尺度分解的值作为目标的特征，特征

值数目比较大，不利于进一步识别。本文对多尺度

信息进一步量化提取目标特征的方法如下：

１）采用§２．１的方法对图像进行预处理，获

得新的像素个数为犕×犖 的目标图像；

２）获得目标图像的犛＝狊×狑 个Ｇａｂｏｒ多尺

度图像，其中，狓、狔坐标变化尺度选择狊个，角度

选择狑个；

３）把不同尺度图像中位于同一位置的各个

像素按照一定的顺序串成向量，得到目标的多尺

度信息，这样，目标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点具有犛

维信息；

４）为了防止某一个尺度下特征值的变化过

大，把每一个多尺度图像序列归一化为均值为０、

方差为１的数据；

５）把某一类目标的多尺度图像归一化，如果

有犳幅图像，多尺度信息维数为 犳×犕×（ ）犖 ×

犛，然后用聚类算法获得此类目标的犱个犛维，即

犱×犛维的聚类中心；

６）按照上面的步骤获得所有类目标的聚类

中心，如果有狀类目标，每一类目标有犱个聚类中

心，则将犿＝狀×犱个犛维聚类中心作为所有类目

标的聚类中心，且对这些聚类中心进行１到犿 的

标号；

７）计算每一个目标的多尺度特征。针对某

个具体的图像，首先按照１）～４）步获得目标的多

尺度信息，然后计算它对总体聚类中心的量化程

度，即寻找每个像素多尺度信息到最近聚类中心

的标号ｍｉｎ
犱

犼＝１
ｄｉｓ（狓犻，狔犼），其中，狓犻为目标中第犻个像

素的多尺度信息值，狔犼为第犼个聚类中心的值，这

样就获得了此ＳＡＲ图像目标新的多尺度特征。

２．３　核犉犻狊犺犲狉鉴别分析

Ｆｉｓｈｅｒ鉴别分析就是通过最大化鉴别函数

式，找到一组最佳鉴别向量构成投影矩阵犠，样

本在投影矩阵犠 上的投影作为提取的特征。线

性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是把输入空间的样本数据投

影到一条直线上，使得在这条直线上的样本的投

影分开得最好。线性判别函数简单方便，经常用

一些简单的模式来分类，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模式

往往比较复杂，不是线性可分的，这时，可以通过

某种映射将非线性空间转化为线性空间。为此，

核Ｆｉｓｈｅｒ鉴别分析（ｋｅｒｎｅｌＦｉｓｈｅ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ＫＦＤＡ）引入非线性映射
［１３，１４］，核函数必

须满足 Ｍｅｒｃｅｒ条件。

设犡＝｛狓１，狓２，…，狓犖｝表示训练样本集，共有

犖 个样本，分属于犮类模式，其中，狓犻是一个狀维

列向量。第犻类样本子集为犇犻（犻＝１，２，…，犮），样

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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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个数为犖犼，首先定义非线性映射Φ：犚
狀
→犎，狓

→Φ（）狓 ，将样本空间从原始输入空间映射到高维

隐特征空间。经过非线性映射Φ，在特征空间 犎

上，应用Ｆｉｓｈｅｒ鉴别准则函数：

犑（ ）犠 ＝ 犠Ｔ犛Φ犅犠 ／犠
Ｔ犛Φ犠犠 （３）

　　在隐特征空间犎 中，分别计算类间离散度矩

阵犛Φ犅和类内离散度矩阵犛
Φ
犠：

犛Φ犠 ＝∑
犮

犻＝１

犛Φ犻 ＝∑
犮

犻＝１
∑
狓∈犇犻

Φ（）狓 －犿Φ（ ）犻 ·

　 Φ（）狓 －犿Φ（ ）犻
Ｔ

犛Φ犅 ＝∑
犮

犻＝１

狀犻 犿
Φ
犻 －犿（ ）Φ 犿Φ犻 －犿（ ）Φ Ｔ

犿Φ犻 ＝
１

狀犻 ∑Φ（）狓 ∈犇犻

Φ（）

烅

烄

烆
狓

考虑到犠 可以由Φ 狓（ ）１ 、Φ 狓（ ）２ 、…、Φ 狓（ ）犖 线性

表示，即

犠 ＝∑
犖

犻＝１

α犻Φ 狓（ ）犻 （４）

　　将式（４）代入式（３），并在运算中用核函数犽犻，犼

＝犽狓犻，狓（ ）犼 代替犉 空间Φ 狓（ ）犻 与Φ 狓（ ）犼 的内积，

得：

犑（）α ＝ α
Ｔ犓犅α ／α

Ｔ犓犠α （５）

其中，

α＝ α１，α２，…，α（ ）犖

犓犅 ＝
１

犮（犮－１）∑
犮

犻＝１

犕犻－犕（ ）犼 犕犻－犕（ ）犼
Ｔ

犓犠 ＝
１

犮∑
犮

犻＝１

１

犖犻∑狓∈犡犻
犽狓－犕（ ）犻 犽狓－犕（ ）犻

Ｔ

犕犻＝
１

犖犻 ∑狓∈犡犻
犽狓１，（ ）（ 狓 ，∑

狓∈犡犻

犽狓２，（ ）狓 ，…，

　　∑
狓∈犡犻

犽狓犿，（ ））狓

犽狓 ＝ 犽狓１，（ ）狓 ，犽狓１，（ ）狓 ，…，犽狓犿，（ ）（ ）狓 Ｔ

　　最大化式（５）的最优解向量α为广义特征方

程犓犅α＝λ犓犠α 的前犱 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

量，则在 犎 空间中，任何样本Φ 狓（ ）犻 在特征向量

犠 的投影（即狔＝犠
Ｔ
Φ（）狓 ＝∑

犖

犼＝１
α犼犽 狓犼，（ ）狓 ）使得

投影坐标所对应的点的总体类内距离最小，类间

距离最大。获得样本在投影矩阵犠 上的投影后，

就可以采用经典的方法进行分类。

３　测试结果及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说明

本实验采用 ＭＳＴＡＲ数据库中实测的ＳＡＲ

地面军事车辆目标数据。ＭＳＡＴＲ数据是由美国

ＤＡＲＰＡ／ＡＦＲＬ ＭＳＴＡＲ 项 目 组 提 供 的 实 测

ＳＡＲ地面静止军用目标数据，分辨率为０．３ｍ×

０．３ｍ。其中，每类目标像的方位覆盖范围均为

０°～３６０°，本文采用ＢＴＲ、ＢＭＰ２以及 Ｔ７２三类

目标进行测试和训练。

针对 ＭＳＴＡＲ数据的目标分类识别主要经

过三个过程：① 对图像进行预处理；② 提取多尺

度特征；③ 采用核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对特征进行降维，

使得类内离散度变小，类间离散度增大，并进一步

确定目标的种类。图２比较形象地描述了多尺度

特征的提取过程。图２最下面的图像为提取的某

同一角度下三个目标的多尺度特征。

图２　ＭＳＴＡＲ三类目标的多尺度特征提取过程

Ｆｉｇ．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ｒｅｅ

ＭＳＴＡＲＣｌａｓｓＯｂｊｅｃｔｓ

３．２　与其他方法的比较

使用 同 样 的 训 练 图 像 和 测 试 图 像 提 取

ＰＣＡ
［１５，１６］特征和本文的多尺度特征，并采用同样

的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进行测试。其中，Ｆｉｓｈｅｒ判别

分析使用的核函数为高斯径向基。不同特征的核

Ｆｉｓｈｅｒ映射结果如图３所示。每一类目标的测试

图像为８０幅，训练图像为１００幅。Ｆｉｓｈｅｒ多重判

别分析提供了一种合理的降维方法，降维后，目标

的类内离散度变小，类间离散度变大。从图３可

以看到选取的ＰＣＡ特征在投影空间的映射情况，

其类内聚集程度和类间分散程度在训练图像和测

试图像中的结果都不如本文多尺度特征效果好。

ＰＣＡ算法只是提取了目标的主要成分特征，

由于目标图像小，且很难辨别，因此用于分类识别

的细节成分反而被忽略了。本文提取的多尺度特

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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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特征的核Ｆｉｓｈｅｒ映射结果

Ｆｉｇ．３　ＫｅｒｎｅｌＦｉｓｈｅｒＣｌｕｓｔｒｅ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征相当于对原始图像数据扩展到多个尺度，使得

信息量更加丰富，并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所有像

素数据的分布情况，没有忽略信息。提取的多尺

度特征克服了ＳＡＲ图像对方位的敏感性，不需要

按照方位角建立特征库，使得识别变得较为简单。

Ｆｉｓｈｅｒ多重判别分析本质上说是一种非线性

的目标提取方法，且提供了一种合理的降维方法，

实现了原始训练样本向新的空间的投影，可以采

用经典的方法来设计分类器。本文分类算法采用

了最大最小距离、类平均距离法、支持向量机方法

进行测试，这些方法的识别率几乎相同，说明本文

方法提取的特征是非常有效的。针对图３中目标

特征空间的映射分布给出了使用ＳＶＭ 方法的分

类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ａ）为ＰＣＡ特征的训

练及测试分类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到ＰＣＡ特征的

误分类较多；图４（ｂ）为本文经过多尺度特征提取

及核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准则后，使用ＳＶＭ 方法的分类

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方法无论是训练图像，还是

测试图像，其分类结果都比较准确。其中，最左侧

一列图像的黑色的小圆圈表示ＳＶＭ 算法选择的

支持向量，每个图中的黑色实线划分了三类目标

的分界区域。

４　结　语

本文选取的目标特征从多尺度多方向对目标

进行特征提取，增加了目标在多个尺度的响应信

息，并进一步提取了新的有效的目标多尺度特征，

克服了在某一固定的尺度下分析图像，不能表现

出图像本身固有的多尺度特性。该算法还克服了

依据角度建立特征库识别的问题，虽然ＳＡＲ随角

度变化时，目标图像的变化差异比较大，但是本文

采用这种多尺度特征提取出的目标不随角度变

化，只需将目标旋转到标准方位角，提取出它的多

尺度特征，就可以按照训练获得分类参数，计算目

标的类别信息，并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图４　ＳＶＭ方法的分类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ＳＶＭ

参　考　文　献

［１］　尤红建，付琨．基于分布模型差异的ＳＡＲ变化检测

［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３３（５）：

４５４４５６

［２］　郦苏丹．ＳＡＲ图像特征提取与目标识别方法研究

［Ｄ］．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０１

［３］　贺志国，陆军，匡纲要．图像特征提取与选择研究

［Ｊ］．信号处理，２００８，２４（５）：８１３８２３

［４］　ＲｏｓｓＴ，ＷｏｒｒｅｌｌＳ，ＶｅｌｔｅｎＶ，ｅｔ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Ｒ

ＡＴ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ＭＳＴＡＲ

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ＳＰＩＥＣｏｎｆｏｎ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ＳＡＲ，Ｂ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ｍ，ＷＡ，１９９８

［５］　胡利平，刘宏伟，吴顺君．基于两级２ＤＰＣＡ 的

ＳＡＲ目标特征提取与识别［Ｊ］．电子与信息学报，

２００８，３０（７）：１７２２１７２６

［６］　焦李成，孙强．多尺度变换域图像的感知与识别：进

展和展望［Ｊ］．计算机学报，２００６，２９（２）：１７７１９３

［７］　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Ｓｕｔｅｒ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ｉ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Ｋｅｒｎｅ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

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Ａｌａｓｋａ，２００８

９４９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８月

［８］　ＡｚｚａｂｏｕＮ，ＰａｒａｇｉｏｓＮ，ＧｕｉｃｈａｒｄＦ，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Ｉｍａｇｅ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

ＮｏｉｓｅＭｏｄｅｌｓ［Ｃ］．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Ｍｉｎ

ｎｅｓｏｔａ，ＵＳＡ，２００７

［９］　ＫａｍａｒａｉｎｅｎＪ．Ｌｏｃ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Ｇａ

ｂ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ｕｔ．ｆｉ／～ｊｋａｍａ

ｒａｉ，２００２

［１０］张新征，黄培康．ＳＡＲ目标多尺度概率密度估计与

识别［Ｊ］．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２００８，３０（６）：９９９１

００４

［１１］ＬｅｕｎｇＴ，ＭａｌｉｋＪ．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ｐｐ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ｘｔ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１，４３（１）：２９４４

［１２］ＺｈｕＳｏｎｇｃｈｕｎ．Ｆｉｌｔｅｒｓ，Ｒａｎｄｏｍ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Ｍａｘｉ

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ＦＲＡＭ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ｏ

ｒｙｆｏｒＴｅ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１９９８，２７（２）：１０７１２６

［１３］厉小润，赵光宙，赵辽英．改进的核直接Ｆｉｓｈｅｒ描述

分析与人脸识别［Ｊ］．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２００８，４２（４）：５８３５８９

［１４］ＷａｎｇＹｕｃｈｅｎｇ，ＳｕｎＤｏｎｇｍｅｉ．ＦｅａｔｕｒｅＦｕｓｉｏｎｏｆ

ＰａｌｍｐｒｉｎｔａｎｄＦ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ＦＤＡ［Ｊ］．Ｔｈｅ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

［１５］王世，贺志国．基于ＰＣＡ特征的快速ＳＡＲ图像目

标识别方法［Ｊ］．国防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３０（３）：

１３６１４０

［１６］刘爱平，周焰，关鑫璞．改进的 ＡＳＭ 方法在人脸定

位中的应用［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７，３３（１８）：２２７

２４１

第一作者简介：刘爱平，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ＳＡＲ图像多尺

度分析、目标识别。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ａｉｐｉｎｇｇｘｐ＠１６３．ｃｏｍ

犃狀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犕犲狋犺狅犱犳狅狉犜犪狉犵犲狋狊犉犲犪狋狌狉犲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犪狀犱

犚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狅犳犎犻犵犺犚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犛犃犚犐犿犪犵犲狊

犔犐犝犃犻狆犻狀犵
１，２
　犔犐犝犣犺狅狀犵

１
　犉犝犓狌狀

２
　犢犗犝犎狅狀犵犼犻犪狀

２

（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ａｖ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７１７Ｊｉｅｆａｎｇ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ＷｅｓｔＳｉｈｕａｎＲｏａｄ，Ｈａｉｄ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ｆｅａ

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ｓｔｏ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Ｇａｂｏｒｆｉｌｔｅｒｓ，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ａｒ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ｉｓｎｅｗ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ｍ

ｂｉｎｅｓｔａｒｇｅｔ’ｓ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ｉｔｅａｓｙ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ｍｏｒ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ｈａｔａｄｏｐｔｓｋｅｒｎｅｌＦｉｓｈｅｒ

ｉｓｍｏｒｅ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ｈａ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ｆｅａｔｕ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２ＤＧａｂｏｒｆｉｌｔｅｒ；ｋｅｒｎｅｌＦｉｓｈｅ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ＵＡｉｐｉ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ａｉｐｉｎｇｇｘｐ＠１６３．ｃｏｍ

０５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