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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相干性与多普勒中心频率差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顾及相干性的星载干涉ＳＡＲ成像

算法。在成像处理中，针对待干涉成像的ＳＡＲ回波信号选择一致化的成像参数，充分保证干涉ＳＡＲ复数影

像对之间的相干性，进而得到高质量的干涉图。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成像算法更适用于雷达干涉测量

（ＩｎＳＡＲ）的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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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比较成熟的合成孔径雷达（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

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ＳＡＲ）成像算法有Ｒａｎｇ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Ｒ

Ｄ）算法、二次距离压缩算法
［１］、ＣｈｉｒｐＳｃａｆｌｉｎｇ（ＣＳ）

算法［２］等。但是，目前的ＳＡＲ成像算法针对的是

单次获取数据的成像，目标是使得输出信号具有最

大的信噪比［３］，不能满足ＩｎＳＡＲ中多次获取的雷

达信号需要保持最大相干性的要求。因此，本文提

出了一种顾及相干性的星载干涉ＳＡＲ成像算法，

以尽可能保证所生成干涉图的质量。

１　顾及相干性的星载犛犃犚成像算

法

１．１　相干性及去相干

ＩｎＳＡＲ是一种利用雷达回波的相位信息来

反演地面高程以及高程变化的技术［４，５］。ＩｎＳＡＲ

技术中高质量干涉图的生成，是获取高精度地形

信息的重要前提。评价干涉图质量的一个关键指

标是相干性，相干性是指线性调频信号的载波和

基准信号维持恒定的相位差，而不随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６］。相干性的定义为［７］：

γ＝
犈 狌１狌

［ ］２

犈 狌１［ ］２ 犈 狌２［ ］槡
２
＝ γｅ犼

 （１）

式中，狌１和狌２分别表示主从两复数图像；γ 为复

相干系数；为复相干系数的相位。相干系数

γ 取值位于０～１之间，γ 值越大，则干涉条纹

质量越高，从干涉相位反演地形信息的精度也就

越高［８］。

　　众所周知，ＳＡＲ是一种侧视成像的雷达系统，

这种特殊的成像方式，以及干涉测量机理都会影响

ＩｎＳＡＲ系统的相干性能，形成去相干现象。造成去

相干的主要因素［５，９］有：① 时间去相干；② 几何去

相干；③ 由方位向多普勒中心不一致引起的去相

干。用于干涉的两幅单视复数ＳＡＲ影像，只有在

方位向多普勒频带上具有足够的重叠，才能保证具

有较高的相干性［６］。通过恰当地选取成像的时间

间隔或极化方式，可以有效地抑制时间去相干现

象；而因基线的增加造成的几何去相干，相对于方

位向多普勒中心不一致造成的去相干影响较小。

因此，在成像过程中，需要在方位向上考虑采用一

致化的匹配滤波器，以充分地保证主、从影像间的

相干性，从而获得高质量的干涉图。

１．２　顾及相干性的干涉犛犃犚成像算法

首先，在进行成像处理前，需要进行原始数据

的整合和星载ＳＡＲ平台参数的提取。然后，进行

方位向多普勒参数的估计，将整合后的原始数据

进行多普勒中心估计。本文利用自相关函数估计

法（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ｐｐｌ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ＣＤＥ）
［１０］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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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多普勒中心频率进行估计。该方法利用了方

位向信号的能量谱与其自相关函数是傅立叶变换

对的性质，假设犺０（狀）＝犺′０（狀狋）是一种随机过程，

则它的自相关函数可以表示为：

犚０（犽）＝犈 犺０（犽＋犿）犺

０ （犿｛ ｝） （２）

对此函数进行傅立叶变换得到其功率谱为：

犛０（犳）＝犉 犚０（犽｛ ｝）＝ ∑
∞

犽＝－∞

犚０（犽）ｅ
－ｊ２π犽犜犳

犚０（犽）＝犉
－１ 犛０（犳｛ ｝）＝犜∫

１／２犜

１／２犜
犛０（犳）ｅｊ

２π犽犜犳ｄ犳

（３）

当发生频移时，则有：

犛犺（犳）＝犛０（犳－犳犇犆）犚犺（犽）＝

ｅｊ２π犽犜犳犇犆犚０（犽） （４）

　　时域中，由原始数据直接估计得到的自相关

函数为：

犚^犺（犽）＝
１

犖∑
犖

犻＝１

犺（犽＋犻）犺（犻） （５）

多普勒中心频率就可以估计得到：

犳^犇犆 ＝
１

２π犽犜
ａｒｇ｛^犚犺（犽）｝ （６）

　　经过估计的多普勒中心值，需要通过二次多

项式拟合得到多普勒中心频率犳犇犆与斜距变化的

关系，即

犳犇犆 ＝犳^犇犆０＋犳^犇犆１犫＋犳^犇犆２犫
２ （７）

式中，犫＝ｉｎｔρ
－ρ０

Δ（ ）狉
，Δ狉表示雷达距离向上的采

样间距，ρ表示距离向像素点至天线的斜距，ρ０表

示距离向上第一个像素点至天线的斜距。利用此

方法对主从影像的多普勒中心进行估计后，进行

多普勒中心频率一致化处理，表示为：

犳犇犆０ ＝ （^犳犇犆０
１
＋犳^犇犆０

２
）／２

犳犇犆１ ＝ （^犳犇犆１
１
＋犳^犇犆１

２
）／２

犳犇犆２ ＝ （^犳犇犆２
１
＋犳^犇犆２

２
）／２

犳犇犆 ＝犳犇犆０＋犳犇犆１犫＋犳犇犆２犫
２

（８）

此时的雷达斜视角也变为：

珔
φ＝ φ１＋φ（ ）２ ／２ （９）

使Δφ＝０，从而能够使 γ犪 最大，充分保证主从两

幅影像的最大相干性。另外一个需要计算的参数

是多普勒调频率，它可以从轨道信息计算得到：

犳犚 ＝－２犞狉
２／λρ

犞狉 ＝狏·ｃｏｓ（φ）
（１０）

式中，犞狉表示平台对地面目标的有效速率。由于

对成像质量影响不大，式（１０）忽略了因斜距不同

而造成的高次项［１１］。参数的估计完成之后，就可

以利用ＲＤ方法进行成像处理，然后进行距离压

缩，距离向的匹配滤波器为：

珨犎狉 ＝ｅｘｐ｛ｊ２π（－
１

２
犓狉狋

２）｝，－
犜狆
２
＜狋＜

犜狆
２

犓狉 ＝
犅狉
犜狆

（１１）

式中，犅狉、犜狆分别表示雷达信号带宽和脉冲时宽；

犓狉为距离向调频率。经过距离压缩后，就需要对

压缩后数据进行距离向的徙动校正，由距离向的

徙动量［１２］：

Δρ＝－
λ犳犇犆
２
（狋－狋犮）－

λ犳犚
４
（狋－狋犮）

２ （１２）

狋犮表示雷达方位波束中心经过目标的时刻。经方位

向傅立叶变换后，对于Δρ中的小数部分需要在Ｒ

Ｄ域内进行插值，本文算法是通过对ｓｉｎｃ函数的插

值处理来实现距离徙动校正，采用的是８点的ｓｉｎｃ

插值核，所以式（５）中犖 取值为８。经过距离徙动

校正后的数据，利用方位向匹配滤波器

珡犎犪 ＝ｅｘｐ｛ｊ２π［犳犇犆狋－
１

２
犳犚狋

２］｝，－
犜狊
２
＜狋＜

犜狊
２

犜狊 ＝犔／狏

（１３）

进行方位压缩。式（１３）中犔表示合成孔径的长

度。然后作方位向的傅立叶的逆变换，最后输出

ＳＡＲ的单视复数影像。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及其频谱分析

采用顾及相干性的干涉ＳＡＲ成像方法，利用

ＥＳＡ提供的ＥＲＳ１／２Ｔａｎｄｅｍ 的０级和１级标准

数据产品进行了对比实验。卫星平台的基本参数

参见表１，实验数据覆盖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国张北

地区，该地区为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坝上地区，地形

较为复杂，多为山地。主从影像的成像时间分别是

１９９７年的１０月８日和１０月９日，时间相隔仅１ｄ，

空间基线为３７０ｍ左右，多普勒中心频率差为２９０

Ｈｚ左右，大约占到方位向带宽的１７％，由方位向

频谱不一致造成的去相干影响严重。

表１　实验数据ＥＲＳ１／２平台系统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ＲＳ１／２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参数 ＥＲＳ１／２取值

雷达信号波长／ｍ ０．０５６５６５

脉冲重复频率／Ｈｚ １６７９．８７８

回波信号采样频率／ＭＨｚ １８．９６２４６８

天线长度／ｍ １０

信号脉冲调频率犽狉／（Ｈｚ／ｓ） ４１．９１３７×１０１０

平均轨道平台飞行速度／（ｍ／ｓ） ７５５１

６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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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自相关函数法对主从影像进行多普勒中

心频率的估计，得到二次多项式系数（见表２）。

表２　主从影像多普勒中心频率多项式系数

Ｔａｂ．２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ＤｏｐｐｌｅｒＣｅｎｔｒｉｏｄｆｏｒ

Ｍ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ＳｌａｖｅＩｍａｇｅｓ

多项式系数 主影像 从影像 均值

犳^犇犆０ ４４６．６２９３ １５５．９３３０ ３０１．２８１１５

犳^犇犆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３４

犳^犇犆２ －４．５１７５Ｅ００７ ３．７４９５Ｅ００７ ３．８４Ｅ００８

｜Δ犳犇犆｜ ２９５．５３３２（场景中心）

　　图１为从０级原始数据估计得到的方位向频

谱分布图，图２则给出了对应的１级数据（ＥＳＡ

提供的标准化单视复数影像产品）的方位向频谱

分布。从这两幅图中均可以清晰地看到主从影像

在方位向频谱上的显著差异。如果不进行一致化

的成像处理，会使两干涉影像对的相干性受到抑

制，从而影响生成干涉图的质量。图３描述了０

级数据经本文算法处理后得到的方位向频谱分

布，与图１和图２进行比较不难发现，０级实验数

据经过本文成像算法处理后，不仅得到了一致化

的方位向频谱，而且完整地保留了两影像的频谱

信息。对于１级数据来说，采用方位向带通滤波

虽然可以去除不重叠的方位向频谱部分，但会因

此会造成频谱信息的丢失，破坏了数据的完整性。

图１　０级实验数据处理前

方位向频谱分布

Ｆｉｇ．１　Ａｚｉｍｕｔｈ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Ｌｅｖｅｌ

０ＤａｔａＢｅｆｏ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图２　１级实验数据

方位向频谱分布

Ｆｉｇ．２　Ａｚｉｍｕｔｈ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Ｌｅｖｅｌ１Ｄａｔａ

　　

图３　０级数据经本文成像

算法处理后的方位向频谱分布

Ｆｉｇ．３　Ａｚｉｍｕｔｈ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Ｌｅｖｅｌ０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２．２　实验结果比较

本文通过采用标准的１级数据产品，未进行

多普勒成像参数一致化的ＳＬＣ影像对，与经过本

文成像算法处理得到的ＳＬＣ影像对进行了对比

实验。将成像后数据进行影像配准、干涉成像、去

除平地相位等标准的干涉处理过程后，生成干涉

图并计算出对应的相干图。为了便于显示，在方

位向进行了视数为５的多视处理，距离向保持单

视不变。

图４为由１级数据产品得到的干涉条纹图，

图５为利用０级ＳＡＲ原始数据，采用本文成像算

法，经过多普勒成像参数一致化后作干涉处理得

到的干涉条纹图。本文从条纹图中裁切了４块条

纹较为典型的区域进行分析，区域大小均为４００

×４００。４块典型区域在图４、图５中分别用字母

犪～犱标识出，并用白色方框划定对应区域的位

置。

通过对相干图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两个实验

结果的相干性直方图（见图７）。从两个直方图的

对比中可以看出，采用本文提出的成像算法，实验

结果的相干性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干性的平均值

由１级数据对应的０．４５１６１提高到０级数据对

应的０．６１１４２，如表３所示。

对４块干涉条纹区域犪～犱，利用相位标准偏

差函数［１３］来评定条纹的质量。当相位标准偏差

较小时，则反映出干涉条纹的平滑性越好，缠绕相

位的变化周期内由噪声引起的跳变情况出现较

少。由图７可见，经过本文成像算法处理得到的

ＳＡＲ影像对进行干涉处理后，得到的干涉条纹质

量明显要优于１级实验数据得到的结果。

表３　实验结果相干系数统计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统计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均方差

０级实验数据结果 ０．００００８ ０．９７０５８ ０．６１１４２ ０．２３８１１

１级实验数据结果 ０．０１１９２ ０．９１４４９ ０．４５１６１ ０．１７２０７

３　结　语

经典的ＳＡＲ成像算法，基本出发点是如何从

雷达信号数据中提取高信噪比，目的是获得最佳

的成像效果。但是单幅ＳＡＲ影像信噪比的提高，

并不能保证构成干涉对的两幅雷达影像之间的相

干性，从而使生成的干涉图质量受到影响。本文

７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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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级数据实验

处理后的干涉条纹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Ｇｅｎ

ｅ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ｅｖｅｌ１Ｄａｔａ

　

图５　０级数据实验

处理后的干涉条纹图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Ｇｅｎ

ｅ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ｅｖｅｌ０Ｄａｔａ

　

图６　干涉结果

相干性直方图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７　干涉结果

相位标准偏差对比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Ｐｈａｓ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

提出的顾及相干性的星载干涉ＳＡＲ成像算法，对

原始的ＳＡＲ信号数据在成像处理时，采用一致化

的多普勒成像参数，充分地保证了用于干涉的两

影像之间的相干性，相对于带通滤波更为完整地

保留了频谱信息，最终得到高质量的干涉图。通

过对张北地区ＥＲＳ１／２Ｔａｎｄｅｍ数据进行实验，

表明当两干涉影像对存在方位向频谱差异时，本

文提出的成像算法相对于传统的ＳＡＲ成像算法

更适用于ＩｎＳＡＲ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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