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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量化质量图和优先队列的快速相位解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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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海军工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武汉市解放大道７１７号，４３００３３）

摘　要：提出了一种量化质量引导的快速相位解缠算法。在质量图中采用整数表示相应相位点的质量，引入

由静态数组和双链表组成的优先队列，建立相位质量与静态数组下标的对应关系，利用双链表保存具有相同

质量值的相位点，保证了所有相位点按照质量值的非递减顺序排列，极大地提高了传统质量引导相位解缠算

法的效率。对ＩｎＳＡＲ和仿真ＩｎＳＡＳ数据的实验证明了该算法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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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Ｐ７５１

　　干涉合成孔径雷达（ＩｎＳＡＲ）或声纳（ＩｎＳＡＳ）都

是根据复图像衍生出的真实相位差信息提取高程

信息。已有的相位解缠算法［１３］可分为路径跟踪算

法和最小范数法两类。路径跟踪算法可分为枝切

法［４］、质量引导算法［５］、掩膜算法、最小不连续算

法［６］和残差补偿算法［７］。最小范数法将相位解缠

问题转化为最小化目标全局函数，这类算法解缠的

结果比较平滑，但是计算效率极低。此外，文献［８］

提出的基于网络流的相位解缠算法和文献［９］提出

的区域生长算法也广泛应用于相位解缠。

ＩｎＳＡＳ系统是一种高分辨率成像系统，但是

处理过程中数据量庞大，在已有的相位解缠算法

中，只有枝切法满足对时间的要求，但是枝切法容

易形成解缠“死区”。质量引导算法思想简单，在

提供较好质量图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较好的解缠

结果，但是已有的质量引导算法［１］解缠时间远远

不能满足实时ＩｎＳＡＳ系统处理的要求。相位解

缠算法不仅要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其求解时间

也必须被应用所接受，特别是实时信号处理系统。

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量化质量引导的相位解缠

算法。

１　算法描述

１．１　质量引导相位解缠算法

缠绕相位φ（狓，狔）和解缠相位φ（狓，狔）之间的

关系如下：

φ（狓，狔）＝犠［（狓，狔）］＝ｍｏｄ｛（狓，狔），２π｝，

０≤φ（狓，狔）＜２π

式中，犠 是缠绕运算。相位解缠就是从缠绕相位

数组中恢复连续真实相位的过程。按照文献［１０］

提出的模型，相位解缠可以通过对缠绕相位主值差

的缠绕值进行求和运算实现。但是在实际情况中，

由于残差点的出现，使得解缠过程变得极其复杂。

质量引导算法是一种路径跟踪解缠算法，解

缠顺序完全取决于质量图。然而，文献［１］中描述

的算法是在相位解缠过程中采用有序数组来维护

相位节点的有序排列。插入新相位节点时，需要

进行大量的数据搬移操作，以维护相位排列的有

序性，效率低下，并且随着待解缠相位数组大小的

增加，其效率迅速降低，以致无法在实时处理中应

用。文献［１１］中采用查找表来维护相位的有序排

列，插入新相位节点维护相位节点的有序排列时，

不需进行数据搬移操作，但是在寻找合适插入点

位置时，需要进行大量的比较查询操作，降低了相

位解缠的效率。

１．２　优先队列与量化质量图

优先队列犎 由一个静态数组和多个双链表

组成。数组的第犻个位置用ｂａｓｅ［犻］表示，它存放

第犻个双链表ｌｉｓｔ［犻］的首地址。双链表的基本构

造单元是一个包含多种值的节点，每一个节点中

间包含两个指针：一个前向指针和一个后向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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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是一个包含两个双链表的优先队列。

图１　包含两个双链表的优先队列

Ｆｉｇ．１　Ａ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ＱｕｅｕｅｗｉｔｈＴｗｏＤｏｕｂｌｙＬｉｎｋｅｄＬｉｓｔｓ

在 优 先 队 列 上 定 义 了 ３ 个 基 本 操 作：

①Ｃｒｅａｔｅ（犎），创建一个优先队列犎。②Ｉｎｓｅｒｔ

（犻，犎），向优先队列 犎 中按照节点犻的关键值插

入节点犻。③Ｆｉｎｄｃｌｏｓｅｓｔ（犎），在优先队列犎 中

查找具有最大关键值的节点，并从优先队列中将

该节点删除。这３个基本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很

低。Ｃｒｅａｔｅ（犎）和Ｉｎｓｅｒｔ（犻，犎）的时间复杂度是

犗（１），Ｆｉｎｄｃｌｏｓｅｓｔ（犎）的时间复杂度是犗（狀），狀

是静态数组的维数。优先队列上的这３个基本操

作足以满足量化质量引导相位解缠算法的需求。

质量图是衡量缠绕相位数据对应像素点质量

好坏的二维数组，它可以根据配准后的相干系数

确定。在没有相干系数图时，也可根据缠绕相位

数据自身计算，如伪相关图、相位导数变化图和最

大相位梯度图。传统质量图求解时，质量值都归

一化到［０，１］区间，通常较大的质量值对应像素的

相位可信度较高。在量化质量图中，相位质量值

必须采用整数进行表示，质量值的划分等级数

狀Ｌｅｖｅｌ应首先被确定。

对于传统质量图 犕犿，狀，相应的量化质量图

犕犔犿，狀的确定方法为：犕犔犿，狀＝ｒｏｕｎｄ（犕犿，狀×

狀Ｌｅｖｅｌ），其中，ｒｏｕｎｄ（·）是取最邻近整数值操

作。从图２可以看出，随着量化质量等级的增加，

量化质量值和连续质量值之间的映射关系越来越

精确。

１．３　量化质量引导相位解缠及其查询过程优化

图３展示了量化质量引导相位解缠算法的工

作流程。图３（ａ）是一个量化的相位质量图，矩形

框中的整数值表示对应像素的量化相位质量。首

先，具有最高质量值的像素点犃３被选作解缠的

起始点，标记为深色，并且将该像素节点按照其相

位质量值插入到如图３（ｂ）所示的优先队列。由

于其相位质量值为７，因此该节点被ｂａｓｅ［７］所

指。然后节点犃３从优先队列中选取并删除，并

对其邻近节点犃２、犅３和犃４进行解缠，如图３（ｃ）

所示。解缠后，将犃２、犅３和犃４对应的节点按照

图２　不同质量等级的量化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Ｌｅｖｅｌ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

其质量值插入到优先队列中，如图３（ｄ）所示，遇

到相同质量值的像素点时，后插入的节点置于双

链表首部。在从优先队列中提取最高质量像素点

时，也从对应双链表首部取出。在图３（ｃ）已解缠

像素边缘选取具有最高质量点的像素点犃２，等价

于在优先队列图３（ｄ）中选取具有最大下标索引

的非空指针。节点犃２从优先队列中删除，其未

解缠邻域节点犃１和犅２解缠后，按照其对应的相

位质量值插入到优先队列中，如图３（ｅ）、３（ｆ）所

示。这个迭代过程一直持续到优先队列变为空为

止，以确保所有的像素被解缠。

图３　相位解缠过程及对应的优先队列

Ｆｉｇ．３　Ｕｎｗｒａｐｐ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Ｑｕｅｕｅ

在已解缠像素边缘查找具有最高相位质量值

的已解缠像素点等价于在优先队列中查找具有最

大下标索引的非空指针。由于在相位解缠过程

中，查找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每次从优先

３４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３月

队列中插入或删除一个像素节点，不需每次从数

组末尾查找第一个非空指针。在优先队列中，保

留一个全局指针狆Ｃｕｒｒｅｎｔ，初始化时，指向优先

队列末尾。假设一个新的像素点插入到优先队列

中，其质量值为ｃｕｒＶａｌｕｅ，新插入点的位置为

狆Ｉｎｓｅｒｔ，由于插入节点之前，狆Ｃｕｒｒｅｎｔ后的指针

都为空，因此，狆Ｃｕｒｒｅｎｔ的新位置计算式为：

狆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Ｉｎｓｅｒｔ，狆Ｉｎｓｅｒｔ≥狆Ｃｕｒｒｅｎｔ

狆Ｃｕｒｒｅｎｔ，狆Ｉｎｓｅｒｔ＜狆｛ Ｃｕｒｒｅｎｔ

　　采用优化查找过程后，在像素质量量化等级

增加的情况下，可显著减少查询时间。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量化质量引导解缠算法的效率，对

干涉相位图Ｌｏｎｇ’ｓＰｅａｋ（图４（ａ））和仿真ＩｎＳＡＳ

干涉图（图５（ａ））进行了测试。测试系统配置如

下：ＣＰＵｐ４２．４Ｇ，ＭＥＭＯＲＹ２Ｇ，操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软件环境ＶＣ６．０。在实验中，相位

质量图采用３×３窗口内的最大相位梯度图，质量

值越大，对应的相位质量越高。相位质量等级数

设为１０００。Ｌｏｎｇ’ｓＰｅａｋ干涉数据来源于文献

［１］中的实验数据，该干涉图是根据其数字高程模

型产生的，大小为１５２像素×４５８像素，对应的量

化质量图见图４（ｂ），本文算法的解缠结果见图

４（ｃ），解缠结果与传统质量引导算法的解缠结果

差见图４（ｄ），白色区域表示两种算法的解缠结果

相同。从图４（ｄ）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区域两种

算法的解缠结果相同，不同解缠区域仅位于低质

量相位区域。

图５（ａ）是一幅ＩｎＳＡＳ干涉数据仿真图，仿真

参数如下：脉冲带宽为４０ｋＨｚ，载频为１５０ｋＨｚ，

脉宽为１０ｍｓ，声速为１５００ｍ／ｓ，采样率为８０

ｋＨｚ，脉冲重复间隔为２００ｍｓ，子阵长为０．０８ｍ，

基线长为０．０８ｍ，行车速度为１．５ｍ／ｓ，其距离和

方向上的采样点数分别为７２００和１３５０。本文

算法的解缠结果如图５（ｂ）所示，解缠结果平滑，

比较理想。

表１是量化质量图引导算法和传统质量引导

算法的计算效率比较。对于质量引导算法，质量

图的计算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表２中各算法的计

算时间不包括质量图的计算时间，Ｌｏｎｇ’ｓＰｅａｋ

和仿真ＩｎＳＡＳ干涉图的质量图求解时间分别为

２５ｍｓ和 ４６４１ ｍｓ。从表 １ 可以看出，对于

Ｌｏｎｇ’ｓＰｅａｋ小数据量的干涉图，效率优势还不

太明显。本文设计的实时系统需要在１２ｓ内完

图４　Ｌｏｎｇ’ｓＰｅａｋ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ｓｔｏｎＬｏｎｇ’ｓＰｅａｋ

图５　仿真干涉数据实验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ｓｔ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成仿真ＩｎＳＡＳ干涉图的相位解缠，而本文算法完

成相位解缠只需４５４２ｍｓ，加上质量图的计算时

表１　本文算法与传统质量引导算法效率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ｕｉｄ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缠绕数据
绝对计算时间／ｍｓ 相对计算时间／％

传统算法 本文算法 传统算法 本文算法

Ｌｏｎｇ’ｓＰｅａｋ ６２ １７ １００ ２７

仿真数据 ４８７７０３ ４５４２ １００ ０．９３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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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共计９１８３ｍｓ，满足实时ＩｎＳＡＳ系统处理的要

求。从表１还可看出，相对处理时间随着缠绕数

据的增加显著减小。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量化质量引导相位解缠算法，

其解缠结果和传统质量引导算法同样精确，但是效

率显著提高。量化质量图的引入建立了相位质量

值与静态数组下标的对应关系，优先队列的设计使

得相位解缠过程中只需按照相位点的整数质量值

在对应的双链表中进行相位点的插入、删除操作，

即可维护相位点按照质量值的有序排列，极大地提

高了质量引导算法求解的效率。实验结果表明，该

算法解缠结果理想，效率远远优于传统的质量引

导算法，并可用于实时干涉信号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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