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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差分滤波思想引入到多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中，以较短基线干涉图解缠结果指导较长基线干涉图

的相位解缠，从而扩展相位解缠的非模糊区间，解决较长基线干涉图中欠采样区域的相位解缠难题。利用由

ＳＲＴＭＤＥＭ和ＳＩＲＣ／ＸＳＡＲ干涉数据获取的ＤＥＭ进行实验，得到了满意的相位解缠结果。

关键词：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多基线；相位解缠；差分滤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多基线ＩｎＳＡＲ获取ＤＥＭ 技术联合利用长、

短基线干涉数据，具有高可靠性和高精度的特

点［１７］。对于多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而言，较短

基线下获取的干涉图虽然包含的高程信息精度较

低，但是条纹稀疏且干涉质量好，相位解缠容易。

考虑到各干涉图之间的联系，可利用较短基线干

涉图的解缠结果指导较长基线干涉图的解缠。

本文借鉴干涉图零中频矢量滤波方法［８］，从

多基线ＩｎＳＡＲ获取ＤＥＭ 的技术原理出发，将差

分滤波思想引入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领域，设计了基

于差分滤波的多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方案。

１　基本原理

图１所示为一机载多天线模式的多基线Ｉｎ

ＳＡＲ几何示意图，犛犻（犻＝１，２，…，犖＋１）分别是各

天线相位中心，犎 为主天线相位中心犛１ 的高，α

是基线水平角，犚犻（犻＝１，２，…，犖＋１）分别是地面

点犘 到犛犻 的斜距，∠犘犛１犛２＝β。从天线相位中

心犛犻（犻＝２，３，…，犖＋１）分别与主天线相位中心

犛１ 形成稳定基线犅犻（犻＝１，２，…，犖），对应于犖 幅

只有基线差异、其他参数均相同的干涉图。

地面点犘的高程犣为：

犣＝犎－犚１ｃｏｓθ （１）

式中，θ为侧视角，θ＝π／２＋α－β。在Δ犛１犛犻犘（犻＝

图１　多基线ＩｎＳＡＲ几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ｎＳＡＲ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２，３，…，犖＋１）中，由余弦定理可得：

β＝ａｒｃｃｏｓ（
Δ犚犻
犅犻
＋
犅犻
２犚１

－
Δ犚犻

２

２犚１犅犻
） （２）

式中，Δ犚犻（犻＝１，２，…，犖）为斜距差，且 Δ犚犻＝

犚犻＋１－犚１。根据式（１）、（２），得：

犣＝犎－犚１ｃｏｓ（
π
２
＋α－ａｒｃｃｏｓ

（Δ犚犻
犅犻
＋
犅犻
２犚１

－
Δ犚犻

２

２犚１犅犻
）） （３）

记λ为雷达波波长，斜距差Δ犚犻可由真实干涉相

位φ犻犪求得。单发多收模式下，φ犻犪与Δ犚犻 的关系

为：

Δ犚犻＝φ
犻犪

２π
λ （４）

φ犻犪是真实干涉相位，而干涉图记录的是值域为

［０，２π）的缠绕干涉相位φ犻。在ＩｎＳＡＲ处理过程

中，需要经过相位解缠和干涉相位偏置参数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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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由φ犻得到φ犻犪，进而由式（３）可得到地面点高

程。

假设在图１所示的几何模型中，在由短至长

排列的基线犅１、犅２、…、犅犖（犖 为基线数）下获取

了同一地区的犖 幅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１、Ｉｎｔｅｒ２、…、Ｉｎ

ｔｅｒ犖。为了得到该地区的高精度ＤＥＭ，需要精确

地解缠最长基线对应的干涉图Ｉｎｔｅｒ犖。

式（３）对Δ犚犻求偏导，则有：

ｄ犣＝
犣

Δ犚犻
ｄΔ犚犻＝

（犚１－Δ犚犻）ｓｉｎθ
犅犻ｃｏｓ（θ－α）

ｄΔ犚犻（５）

Δ犚犻相对于犚１ 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量，式（５）简

化为：

ｄ犣＝
犚１ｓｉｎθ

犅犻ｃｏｓ（θ－α）
ｄΔ犚犻 （６）

联立式（４）和式（６），可得：

ｄφ犻犪 ＝
２π

λ
·犅犻ｃｏｓ

（θ－α）

犚１ｓｉｎθ
ｄ犣＝

２π
犣犻

ｄ犣 （７）

其中，

犣犻

＝

λ犚１ｓｉｎθ
犅犻ｃｏｓ（θ－α）

＝
λ犚１ｓｉｎθ
犅⊥犻

（８）

犣犻
表示引起一个２π干涉相位变化所对应的高

程变化，称为高程模糊数。由式（８）不难看出，高

程模糊数与垂直基线成反比。

在如图１所示的几何模型中，垂直基线之比

等价于基线之比。为简化算法，本文以基线之比

代替垂直基线之比。

由式（７）、（８）可知，干涉图Ｉｎｔｅｒ犻 和Ｉｎｔｅｒ犼（犻

＝１，２，…，犖，犼＝１，２，…，犖，犼＞犻）对应像素的真

实干涉相位微分存在如下关系：

ｄφ犪犻
ｄφ犪犼

＝
犣犼



犣犻
 ＝

犅⊥犻

犅⊥犼

＝
犅犻
犅犼

（９）

即任意两幅干涉图上对应的真实干涉相位微分的

比值正比于垂直基线的比值。由此，利用干涉图

Ｉｎｔｅｒ犻解缠后的干涉相位φ犻 可以构造干涉图Ｉｎ

ｔｅｒ犼的基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
０
犼，相应像素的相位值φ

０
犼

为：

φ
０
犼 ＝

φ犻
犅⊥犻

·犅⊥犼 ＝
φ犻
犅犻
·犅犼 （１０）

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犼 与基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
０
犼 作差分，可

得差分干涉图ＤＩｎｔｅｒ犼：

ＤＩｎｔｅｒ犼 ＝Ｉｎｔｅｒ犼－Ｉｎｔｅｒ
０
犼 （１１）

　　通过差分处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犼 中包含的高精

度高程信息的高频部分被有效地保留并降低到低

频部分；并且，差分干涉图ＤＩｎｔｅｒ犼 的条纹频率较

之干涉图Ｉｎｔｅｒ犼 的条纹频率有了明显的降低，既

有利于滤波处理又有利于相位解缠。

对差分干涉图 ＤＩｎｔｅｒ犼 进行滤波后，可较容

易地进行相位解缠，得到ＤＩｎｔｅｒ犼 的解缠结果，再

结合基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０犼，得到解缠后的干涉图Ｉｎ

ｔｅｒ犼。在此基础上，根据基线参数计算指导下一轮

相位解缠的基准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０犼＋１。

从最短基线下获取的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１ 出发，逐

步推进，直到计算出最长基线下获取的干涉图Ｉｎ

ｔｅｒ犖 的解缠结果为止。

２　方法流程

基于差分滤波的多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流

程方案的要求为：参与多基线相位解缠的最短基

线条件下获取的干涉图干涉质量要好，不存在频

谱混叠问题；较长基线条件下获取的干涉图可以

存在欠采样和频谱混叠现象。

２．１　干涉图和差分干涉图滤波

对于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１ 和所有差分干涉图 ＤＩｎ

ｔｅｒ２、ＤＩｎｔｅｒ３、…、ＤＩｎｔｅｒ犖，在对其进行相位解缠

前，均需进行滤波处理。由于Ｉｎｔｅｒ１ 是最短基线

下获取的最低频干涉图，而ＤＩｎｔｅｒ２、ＤＩｎｔｅｒ３、…、

ＤＩｎｔｅｒ犖 分别是Ｉｎｔｅｒ２、Ｉｎｔｅｒ３、…、Ｉｎｔｅｒ犖 与基准

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０２、Ｉｎｔｅｒ
０
３、…、Ｉｎｔｅｒ

０
犖 差分后的结果，

条纹频率已经降低，其中心频率近似为零，因此，

可采用低通滤波方法或矢量滤波方法实现较好的

滤波处理。

２．２　干涉图和差分干涉图相位解缠

１）计算干涉图（差分干涉图）的质量图。本

文采用伪相干图来评价干涉质量，伪相干系数

μ（狓，狔）的计算式为：

μ（狓，狔）＝

（∑
犿

犻＝－犿
∑
狀

犼＝－狀

ｃｏｓφ（狓＋犻，狔＋犼））
２

（２犿＋１）·（２狀＋１）
＋

（∑
犿

犻＝－犿
∑
狀

犼＝－狀

ｓｉｎφ（狓＋犻，狔＋犼））
２

（２犿＋１）·（２狀＋１）

（１２）

式中，φ（狓，狔）为像素（狓，狔）处的干涉相位值，窗口

大小为（２犿＋１）×（２狀＋１）。

２）区域生长、直接相位积分相结合解缠高相

干区。以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１ 为例，对于标记的高相干

区，选取相干质量较高的像素（狓０，狔０）作为种子，

采用区域生长方法对高相干区进行直接相位积分

相位解缠，解缠后的干涉相位φ１（狓，狔）为：

φ１（狓，狔）＝φ１（狓０，狔０）＋∫ｄφ１ （１３）

其中，ｄφ１ 是经过修正的缠绕干涉相位微分，即

１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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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φ１ ＝

ｄφ１＋２π，ｄφ１ ＜－π

ｄφ１，－π≤ｄφ１ ＜π

ｄφ１－２π，ｄφ１ ≥

烅

烄

烆 π

（１４）

式中，相邻像元（狓１，狔１）和（狓２，狔２）的缠绕干涉相

位微分ｄφ１＝φ１（狓２，狔２）－φ１（狓１，狔１）。

３）利用移动曲面相位拟合方法解缠低相干

区。设干涉图Ｉｎｔｅｒ１ 中的像素φ１（狓，狔）因质量过

低而未解缠，以该像素为中心，选定犿×狀的矩形

窗口。由该窗口内已经解缠完毕的像素φ１（狆，狇）

作为已知数，解算拟合公式中的未知参数，进而得

到φ１（狓，狔）的解缠结果。若采用二次曲面进行相

位拟合，则公式可表示为：

φ１（狓，狔）＝犪０＋犪１狓
２
＋犪２狓狔＋犪３狔

２
＋

犪４狓＋犪５狔 （１５）

其中，犪犻（犻＝０，１，…，５）为６个拟合系数，为了利

用最小二乘平差的思想解算犪犻，需要窗口内至少

包含六个解缠完毕的干涉相位φ１（狆，狇），其中，

狓－犿／２ ≤狆≤ 狓＋犿／２ ，狆≠狓

狔－狀／２ ≤狇≤ 狔＋狀／２ ，狇≠
烅
烄

烆 狔

（１６）

３　实验与分析

采用 ＳＲＴＭ 海南地区９０ｍ 格网间距的

ＤＥＭ以及ＳＩＲＣ／ＸＳＡＲ获取的天山地区１０ｍ

格网间距的ＤＥＭ 仿真了多基线ＩｎＳＡＲ干涉图，

仿真用的ＤＥＭ如图２所示。实验中分别仿真了

无噪声和含噪声的干涉图，其中，仿真的海南地区

无噪声干涉图如图３所示，含噪声干涉图如图４

所示；仿真的天山地区无噪声干涉图如图５所示，

含噪声干涉图如图６所示。

为了充分显示各种解缠方法的特点，在进行

相位解缠实验时，没有计算残差点并在积分时避

开残差点，以避免相位误差的传递，因而解缠结果

直观，能明显看出解缠错误的点及误差传递和积

累情况。

图２　ＤＥＭ

Ｆｉｇ．２　ＤＥＭ

由图３、４可以看出，对应于较长基线的仿真

图３　仿真的海南地区多基线干涉图（无噪声）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ｎ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

ｇｒａｍｓ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ｏｉｓｅ）

图４　仿真的海南地区多基线干涉图（含噪声）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ｎ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

ｇｒａｍｓ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

图５　仿真的天山地区多基线干涉图（无噪声）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ｎ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

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ｏｉｓｅ）

图６　仿真的天山地区多基线干涉图（含噪声）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ｎ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

干涉图中已出现频谱混叠现象。对于这两组仿真

２３０１



　第３６卷第９期 张红敏等：利用差分滤波进行多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

干涉图，采用单基线相位解缠方法进行相位解缠

的结果分别如图７、８所示，采用基于差分滤波的

多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方法进行相位解缠的结

果分别如图９、１０所示。

图７　单基线相位解缠结果（无噪声）

Ｆｉｇ．７　Ｕｎｗ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ｏｉｓｅ）

图８　单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结果（含噪声）

Ｆｉｇ．８　Ｕｎｗ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

图９　基于差分滤波的相位解缠结果（无噪声）

Ｆｉｇ．９　Ｕｎｗ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ｏｉｓｅ）

从图７、８的解缠结果来看，对于较短基线情

况下的干涉图，由于条纹频率较低，采用单基线解

缠方法能够得到正确的解缠结果；而对于较长基

线的干涉图，干涉条纹频率较高，存在干涉相位欠

采样情况，利用单基线相位解缠方法无法得到满

意的解缠结果。对于含噪声的干涉图，解缠效果

更差。从图９可知，利用基于差分滤波的相位解

缠方法，对于各干涉图中的相位欠采样区域也得

到了正确的解缠结果，验证了本文解缠方法的有

效性。由图１０可以看出，存在一定相位噪声的情

况下，利用基于差分滤波的相位解缠方法依然可

以得到良好的解缠效果，从而验证了本文方法对

噪声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图１０　基于差分滤波的相位解缠结果（含噪声）

Ｆｉｇ．１０　Ｕｎｗ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

同样，分别对天山地区仿真的无噪声干涉图

和含噪声干涉图进行了相位解缠实验，结果类似，

篇幅所限，图未列出。

然而，由于２５ｍ基线与５０ｍ基线干涉图的

差分干涉图中存在一些像点的差分干涉相位超出

了能够正确解缠的范围，因而出现了错误解缠区

域（见图１１）。此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基于差分滤

波的相位解缠方法在进行差分干涉图相位解缠时

仍按照非模糊区间［－π，π）进行。为了避免上述

问题的出现，在选取参与解缠的多幅干涉图时，需

选定适合的基线比例关系，以满足所得差分干涉

图中无相位欠采样的条件。针对这种情况，在后

续工作中将对基线比例关系选择问题进行研究。

图１１　错误解缠区域

Ｆｉｇ．１１　ＷｒｏｎｇＵｎｗｒａｐｐｅｄＲｅｇｉｏｎ

为了得到更好的解缠结果，对干涉图进行相

位解缠时，可以选取避开残差点的积分路径，避免

解缠误差的传递和积累。

４　结　语

本文方法以短基线干涉图解缠结果指导长基

线干涉图的解缠，从而扩展了能够解缠的非模糊

区间，解决了长基线干涉图中欠采样区域的相位

解缠难题。本文采用海南和天山地区的仿真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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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进行了多基线ＩｎＳＡＲ相位解缠实验，得到了

理想的解缠结果，验证了基于差分滤波的相位解

缠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为了促进该相位解缠方法的实用化，后续研

究中需要分析各基线之间的比例关系对相位解缠

的影响及正确解缠的最大非模糊区间等问题，以

给出合适于差分滤波相位解缠方法的基线组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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