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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极化合成理论的犛犃犚目标最优极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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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Ｓｔｏｋｅｓ矩阵以及极化合成原理推导出一种解算目标最优接收功率的新算法。该算法充分利用

了Ｓｔｏｋｅｓ矩阵及范数原理，在计算目标最优接收功率上的精度优于传统算法，计算过程比传统算法简单、直

接，且易于实现，不仅适用于完全极化波，而且适用于部分极化波和完全非极化波。实验证明，该算法可得到

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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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雷达极化的研究开始

受到广泛的关注［１］。由于全极化雷达影像可以获

得更多与地物有关的信息，因此出现了很多基于

全极化雷达影像的地物信息提取新算法［２，３］。其

中，目标的最优极化是全极化ＳＡＲ影像特征提取

的重要算法之一。

散射矩阵常被用于描述地物的极化特性，在

每个散射目标对应的相位和椭率角固定的情况

下，散射矩阵可以描述该地物目标的全部电磁散

射现象，符合互易性的原理，且每个元素都为复

数［４］。Ｓｔｏｋｅｓ矩阵是散射矩阵的变换形式，其对

称矩阵且含有正定矩阵的性质，反映了雷达接收

到的后向散射回波功率与雷达收发天线之间的关

系。对一个可识别目标，散射矩阵和Ｓｔｏｋｅｓ矩阵

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５］。

任何地物目标都能通过不同收发天线极化状

态的参数组合得到最大的接收功率，这种参数的

组合方式即目标的最优极化［６］。传统的目标最优

极化基于散射矩阵，但由于散射矩阵的复矩阵形

式，给计算带来了很大困难，且花费较多的时

间［７］。此外，四维搜索算法是目前计算目标最优

接收功率较常用的方法，但此算法需要在收发天

线的四维空间中搜索目标的最优极化状态，对于

每一个像素点，此算法都需要１６２００次计算才可

以得出地物目标的最优接收功率，且需耗费大量

的时间［８］。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Ｓｔｏｋｅｓ矩阵

和极化合成原理计算目标最优接收功率的新算

法。

１　基于极化合成的目标最优极化

１．１　极化合成

基于散射矩阵或Ｓｔｏｋｅｓ矩阵，根据收发天线

的不同极化组合状态计算地物目标的最优接收功

率的过程叫作极化合成。采用极化合成方法可使

全极化ＳＡＲ影像表现出比传统单极化、双极化更

加明显的优势。如果散射矩阵或Ｓｔｏｋｅｓ矩阵已

知，则任意收发天线极化组合下的目标回波功率

可通过极化合成算法得到。

在接收天线极化状态一定的情况下，接收能

量可以表示为天线有效接收面积和回波密度的乘

积。结合Ｓｔｏｋｅｓ矩阵及极化合成的原理，接收天

线接收到的地物回波功率可以通过下式得到：

犘（φ狉，χ狉，φ狋，χ狋）＝犽（λ，θ，）犑
Ｔ
狉·犓·犑狋 （１）

式中，犑狉和犑狋分别是收发天线的Ｓｔｏｋｅｓ矢量；犓

是目标的Ｓｔｏｋｅｓ矩阵。同时，犑狉和犑狋是（φ狉，χ狉）

和（φ狋，χ狋）的函数，φ和χ为椭率角和椭圆方位角，

它们共同描述了ＳＡＲ天线的极化状态，其取值范

围分别为 －π／２，π／［ ］２ 和 －π／４，π／［ ］４ 。φ狉、χ狉、

φ狋、χ狋的不同组合产生了不同的接收功率，其极化

合成公式表达为：

犘（φ狉，χ狉，φ狋，χ狋）＝犽（λ，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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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ｃｏｓ２φ狉ｃｏｓ２χ狉

ｃｏｓ２φ狉ｓｉｎ２χ狉

ｓｉｎ２φ

熿

燀

燄

燅狉

犓

１

ｃｏｓ２φ狋ｃｏｓ２χ狋

ｃｏｓ２φ狋ｓｉｎ２χ狋

ｓｉｎ２φ

熿

燀

燄

燅狋

（２）

１．２　基于极化合成的目标最优极化

本文推导了一种基于目标Ｓｔｏｋｅｓ矩阵和极

化合成理论标最优接收功率算法［９］。根据式（２），

目标的接收功率可以表示为收发天线Ｓｔｏｋｅｓ矢

量和目标Ｓｔｏｋｅｓ矩阵的乘积。为了简化计算，定

义犽（λ，θ，）＝１。对于完全极化波，式（２）可以表

示为：

犘（φ狉，χ狉，φ狋，χ狋）＝

１

２

１

ｃｏｓ２φ狉ｃｏｓ２χ狉

ｃｏｓ２φ狉ｓｉｎ２χ狉

ｓｉｎ２φ

熿

燀

燄

燅狉

犓

１

ｃｏｓ２φ狋ｃｏｓ２χ狋

ｃｏｓ２φ狋ｓｉｎ２χ狋

ｓｉｎ２φ

熿

燀

燄

燅狋

（３）

式中，１／２是完全极化波系数，因为接收天线的

Ｓｔｏｋｅｓ矢量元素满足：

ｃｏｓ２φ犻ｃｏｓ２χ（ ）犻
２
＋ ｃｏｓ２φ犻ｓｉｎ２χ（ ）犻

２
＋

ｓｉｎ２φ（ ）犻
２
＝１，犻＝狉或狋 （４）

因此，收发天线的范数等于槡２。根据柯西不等式

和矩阵范数相容性的原理，接收功率的绝对值一

定小于目标Ｓｔｏｋｅｓ矩阵和收发天线Ｓｔｏｋｅｓ矢量

范数的乘积［１０］，即

犘 ≤
１

２
犑Ｔ狉 · 犓 · 犑狋 （５）

　　基于Ｋｅｎｎａｕｇｈ最优极化原理，最大接收功

率可以推导得：

犘 ＝
１

２
犑Ｔ狉犓犑狋 ≤

１

２
犑Ｔ狉犓 ２ 犑狋 ２ ≤

１

２
犑Ｔ狉 ２ 犓 ２ 犑狋 ２ ＝ 犓 ２ ＝犜ｍａｘ （６）

　　对于给定的犓，目标最大接收功率即为犓的

最大特征值，即其谱范数：

犘ｍａｘ＝犜ｍａｘ＝ 犓 ２ （７）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完全极化波，发射天线的

Ｓｔｏｋｅｓ矢量为对应于犓 最大特征值犜ｍａｘ的酉矢

量犺ｍａｘ，接收天线的Ｓｔｏｋｅｓ矢量为犓犺ｍａｘ，则：

犑狋ｍａｘ＝
槡２犺ｍａｘ
犺ｍａｘ

，犑狉ｍａｘ＝
槡２犓犺ｍａｘ
犓犺ｍａｘ

（８）

　　因此，本文算法与传统的 Ｋｅｎｎａｕｇｈ最优极

化算法等价。

２　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新算法的有效性，本文应用Ｆｌｅｖｏｌ

ａｎｄ地区的 ＡＩＲＳＡＲ全极化数据作为感兴趣区

域计算目标的最优接收功率。ＮＡＳＡ／ＪＰＬＡＩＲ

ＳＡＲ侧视雷达系统是应用合成孔径原理获取不

同频率和极化状态下地物散射回波的高分辨率影

像，空间分辨率为１２ｍ×１２ｍ
［１１］，影像数据集包

含了每一个像素点对应的四种收发天线极化组合

（ＨＨ，ＨＶ，ＶＨ，ＶＶ）下的回波信息。这些数据用

Ｓｔｏｋｅｓ矩阵的形式压缩存储。这种数据格式便

于雷达后向散射测量以及其他多种应用的计算

（ｈｔｔｐ：／／ｓｏｕｔｈｐｏｒｔ．ｊｐｌ．ｎａｓａ．ｇｏｖ／ｄｅｓｃ／ＡＩＲＳ

ｄｅｓｃ．ｈｔｍｌ）。

在实验中，应用本文提出的算法和传统的四

维搜索算法极化目标最优极化影像。基于极化合

成的目标最优极化算法过程如下：① 在原始影像

中选取感兴趣区域作为目标区域，计算此区域的

平均协方差矩阵；② 根据目标平均协方差矩阵计

算此区域的平均Ｓｔｏｋｅｓ矩阵；③ 计算Ｓｔｏｋｅｓ矩

阵的最大特征值犜ｍａｘ和对应于最大特征值的特征

向量犺ｍａｘ；④ 计算目标区域的最大接收功率σｍａｘ；

⑤ 将酉矢量犺ｍａｘ归一化至槡２犺ｍａｘ／‖犺ｍａｘ‖，为最

大接收功率下发射天线的Ｓｔｏｋｅｓ矢量，式中的槡２

是为了满足发射天线为完全极化波；⑥ 最优极化

下接收天线的Ｓｔｏｋｅｓ矢量为犓犺ｍａｘ，归一化后为

槡２犓犺ｍａｘ／‖犓犺ｍａｘ‖；⑦ 对于整个影像，每个像素

点的最优接收功率可由等式犘＝犑Ｔ狉犓犑狋／２得到，

则目标区域的最优接收功率即为Ｓｔｏｋｅｓ矩阵的

最大值。详细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极化合成的最优极化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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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得到最优接收功率影像。

为了评价新算法的处理结果，本文应用目视分析

和数据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图２给出了本文算法

和传统四维搜索算法的结果。可见，对于任何一

个感兴趣的区域，本文算法在提高目标区域的功

率值上都比传统的四维搜索算法有了提高，且可

以仅凭Ｓｔｏｋｅｓ矩阵信息得到其最优接收功率值。

在将感兴趣区域与邻接区域比较时，可以发现目

标区域与邻接区域在功率影像上存在明显的亮度

差异，此差异将为包括目标识别和影像分类在内

的影像解译提供有效的影像基础。

图２　新算法和四维搜索算法计算最优接收功率的结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Ｉｍａｇｅｓｂ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４Ｄ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图３显示了目标区域原始功率和新算法计算

得到的功率的散点图。对任何一个感兴趣的区

域，新算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其功率值。通过功率

散点图可以看出，原影像的功率明显小于最优接

收功率，且新算法使得感兴趣区域目标地物的功

率分布更加集中，可使感兴趣区域目标的识别与

提取更加容易、准确。通过表１可以进一步看出，

本文算法可以直接得到目标的最大接收功率，且

不需要迭代，有效地提高了运算效率。

３　结　语

本文在对极化合成原理及目标Ｓｔｏｋｅｓ矩阵

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矩阵范数和相容性原理，提出

了基于范数理论的目标最优极化算法。该算法计

算得到的最优接收功率影像中，目标区域与背景

区域间表现出明显的亮度差异，使识别更加容易、

准确，且不需要迭代，提高了运行效率。该算法不

仅适用于完全极化波，而且也适用于部分极化波

和完全非极化波。然而，本文算法仍存在一些缺

陷，如最小接收功率难以通过此算法计算得到，这

需要进一步研究。

图３　感兴趣区域功率散点图

Ｆｉｇ．３　ＰｏｗｅｒＰｌｏ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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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典型地物最优接收功率不同计算方法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ｆｏｒ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地物
四维搜索 简化算法 范数理论法

功率值 迭代次数 功率值 迭代次数 功率值 迭代次数

小麦 ９．５９０８０５×１０－３ １２２３５ ９．５９０８０６×１０－３ １５ ９．６５０１６４×１０－３ 不需

水体 １．５７７３１１×１０－２ １２９１０ １．５７７３１２×１０－２ １３ １．５７７４７５×１０－２ 迭代

亚麻 ４．３２０７７１×１０－３ １３０５４ ４．３２０７７１×１０－３ ２８ ４．３２１７７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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