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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对地观测系统，分析了高分辨率ＳＡＲ传感器和Ｔａｎｄｅｍ观测星座与相干性

之间的关系，并利用间隔１ｄ的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Ｔａｎｄｅｍ数据生成了祁连山区的ＤＥＭ。提出通过对无地形

变化的差分干涉相位进行滤波来提取大气和轨道误差引起的测量偏差，探讨了实验干涉数据去相干的因素，

并将生成的ＤＥＭ与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进行了对比。

关键词：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雷达干涉测量；数字高程模型；串飞模式；相干性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是意大利宇航局和国防部

建设的空间对地观测系统，它的星座由４颗太阳

同步轨道卫星组成，每颗卫星都搭载具有多个成

像模式的Ｘ波段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
［１］。ＣＯＳ

ＭＯＳｋｙＭｅｄ不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的观测能

力，其成像分辨率和定位精度都远高于上一代雷

达遥感卫星。同时，为了满足雷达干涉测量（Ｉｎ

ＳＡＲ）的要求，它的星座设计可实现观测时间间隔

仅为２０ｓ的串飞模式，即 Ｔａｎｄｅｍ模式，以降低

时间去相干和大气效应对干涉测量的影响。

１　犆犗犛犕犗犛犽狔犕犲犱干涉测量

干涉测量的本质是利用回波信号的相干性来

获取所需要的信息，相干性就意味着干涉测量的

可靠性［２］。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的高带宽ＳＡＲ传

感器和时间间隔极短的Ｔａｎｄｅｍ观测星座能够极

大地保持干涉数据之间的相干性，使其干涉测量

的精度能够达到生成ＤＥＭ的要求。

１．１　高带宽与相干性

高带宽的ＳＡＲ传感器不仅意味着具有更高

的成像分辨率，对于星载ＩｎＳＡＲ而言，雷达带宽

越大，越能够克服每次重复观测之间方位向和距

离向频谱不一致引起的去相干［３］。

１）ＳＡＲ影像之间的方位向频谱偏移是由成

像时雷达波束的斜视角不同而造成的［４］。在重轨

干涉中，由于观测姿态和地形起伏的变化，每次成

像的斜视角都有差异，因此，干涉像对间的方位向

频谱偏移不可避免。这就要求ＳＡＲ传感器有足

够大的方位向带宽，使干涉像对的方位向频谱有

更多的重叠，以保持相干性。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

在Ｓｔｒｉｐｍａｐ模式下的方位向带宽为３１００Ｈｚ，是

ＡＳＡＲ和ＡＬＯＳ方位向带宽的２倍，则同样的方

位向频谱偏移量对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的影响为

ＡＳＡＲ和ＡＬＯＳ的１／２。

２）ＳＡＲ影像之间的距离向频谱偏移是由成

像时雷达波束的侧视角不同而造成的。与方位向

的情况类似，距离向的带宽越高，频谱偏移的影响

就越小，相干性就保持得越好，并且其临界基线也

就越长。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在 Ｓｔｒｉｐｍａｐ模式下

的距离向带宽为７３．５ＭＨｚ，远高于 ＡＳＡＲ 和

ＡＬＯＳ十几 ＭＨｚ的距离向带宽。在垂直基线为

３００ｍ、地面坡度为０的情况下，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

的距离向频谱偏移约为４ＭＨｚ，这仅占ＣＯＳＭＯ

ＳｋｙＭｅｄ距离向带宽的５％。在侧视角与 ＡＳＡＲ

相同的情况下，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的临界基线为

２８００ｍ，而ＡＳＡＲ的临界基线仅为１１００ｍ。

１．２　犜犪狀犱犲犿观测模式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的Ｔａｎｄｅｍ观测星座能够

获取时间间隔极短的干涉像对，重轨干涉的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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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将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对于同一观测目标，观

测间隔越短，时间去相干就越小［５］。星载高分辨

率Ｘ波段ＳＡＲ传感器保持时间相干性的能力低

于中低分辨率的 Ｃ 波段和 Ｌ 波段 ＳＡＲ 传感

器［３］，因 此，Ｔａｎｄｅｍ 观 测 模 式 对 ＣＯＳＭＯ

ＳｋｙＭｅｄ的干涉测量应用至关重要。

Ｔａｎｄｅｍ观测模式不仅可以提高相干性，还

可以降低大气效应对ＩｎＳＡＲ测高的影响。重轨

干涉不能同时获取干涉像对，观测的大气状况会

发生变化，使得干涉相位受大气影响而发生改

变［６］。大气往往会使干涉相位发生半个到一个周

期的变化，导致ＩｎＳＡＲ测高产生系统偏差或局部

的偏差［７，８］。若干涉像对获取的时间间隔足够

短，大气在观测间隔中的变化很小或基本不发生

变化，此时会大大地削弱大气效应对ＩｎＳＡＲ测高

的影响。由此可见，除非在恶劣天气下，间隔２０ｓ

的Ｔａｎｄｅｍ观测模式受大气影响非常小。

２　干涉实验与分析

实验所使用的数据是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的

Ｔａｎｄｅｍ干涉像对，时间间隔为１ｄ。实验区域位

于甘肃省祁连山西部大雪山，此处地形复杂，高程

变化剧烈，平均海拔为 ３９００ｍ，最小高程约

２６００ｍ，最大高程约５５００ｍ，相差近２９００ｍ。

实验区覆盖了祁连山１２号冰川，即透明梦柯冰

川，它是祁连山区最大的极大陆型冷性复式山谷

冰川［９］。干涉像对的覆盖范围见图１，从图中可

见此处的山区有大量的积雪。主影像的幅度图见

图２，影像内一大半的区域为山区，在这些区域存

在阴影和叠掩。冰雪、阴影和叠掩都会成为干涉

去相干的因素。

图１　实验区覆盖范围

Ｆｉｇ．１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

　　
图２　主影像幅度图

Ｆｉｇ．２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Ｍａｐ

ｏｆＭａｓｔｅｒＤａｔａ

２．１　干涉处理流程

干涉像对的详细参数列于表１，此影像对的

垂直基线较短，高程模糊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

大气相位和轨道误差都会造成较大的高程误差。

此外，在影像上没有控制点来进行最后的地理校

正和高程校正。因此，ＤＥＭ的生成必须借助于低

分辨率的ＤＥＭ来去除大气相位和轨道误差引起

的测量误差［１０］。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的距离向带宽

很高，距离向频谱偏移的影响非常微小，在干涉处

理时不必进行距离向滤波。但这对干涉影像的多

普勒中心频率相差近８００Ｈｚ，占方位向带宽的

２５．７％，这对相干性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必须进

行方位向滤波，保留影像对在方位向频谱中重叠

的部分。

为了估计出大气相位和轨道误差造成的高程

趋势性偏差，本文在实验中使用了差分干涉，外部

ＤＥＭ为分辨率９０ｍ的ＳＲＴＭ。高程趋势性偏

差在差分干涉相位图上表现为缓慢变化的低频信

号，而外部ＤＥＭ 的高程误差和相位噪声则表现

为高频信号，因此，通过对差分相位图的低通滤波

可提取出这种偏差。最后，对干涉相位进行补偿。

表１　犆犗犛犕犗犛犽狔犕犲犱干涉像对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ｉｒｓ

主／从影像获取时间 ２００９０６０３／２００９０６０４

成像模式 Ｓｔｒｉｐｍａｐ

时间基线 １ｄ

垂直基线 ６３ｍ

高程模糊度 －１６４ｍ

极化方式 ＨＨ

方位向／距离向采样间距 ２．２１ｍ／１．６３ｍ

方位向／距离向带宽 ３１０６．９Ｈｚ／７３．５ＭＨｚ

主／从影像多普勒中心频率 ５５４．７Ｈｚ／－２４２．８Ｈｚ

成像幅宽 ４０ｋｍ×４０ｋｍ

２．２　去相干分析

实验区干涉像对的去相干主要集中在山区，

在这些区域是无法进行相位解缠的。为了避免引

入误差，这些区域的高程用ＳＲＴＭ 进行填充。为

了解释去相干现象，本文将相干图地理编码后投

影到地理坐标下，与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光学影像进行

对比，初步探讨去相干的原因。

地理编码后的相干图见图３，为了凸现出去

相干部分，将相干系数最低值设为白色，最高值设

为黑色；实验区域的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光学影像见图

４。将两图对比可看出，相干图中犃 区域内的去

相干分布和形态，与光学影像中所对应的犃′区域

内的冰雪分布和形态基本一致。冰雪对雷达信号

的反射很弱，且实验数据的获取时间是６月份，冰

雪会融化并移动，因此，可初步断定这些去相干主

要是由冰雪引起的。

相干图的犅区域和犆 区域内也有部分的去

相干，这些区域的地形较为平坦，地势较低，在光

６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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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相干系数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ｐ

ＡｆｔｅｒＧｅｏｃｏｄｉｎｇ

　
图４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光学影像

Ｆｉｇ．４　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

ｉｎ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

学影像中对应的犅′区域和犆′区域内并无冰雪分

布，考虑到数据获取时间处于融雪季节，其去相干

的原因可能为：部分山区的冰雪会融化而形成季

节性的河流流入这些区域［９］，使其土壤湿度发生

较大改变而造成去相干；这些区域还会有植被生

长，Ｘ波段对植被敏感且不能穿透它，一天的时间

基线足以造成去相干［３］。

２．３　实验结果及评价

干涉地形相位经过估计出的相位偏差补偿并

解缠，再转换为高程，然后通过地理编码投影到大

地坐标系下生成ＤＥＭ。实验最终生成了分辨率

约为１０ｍ×１０ｍ的ＤＥＭ，如图５所示（称之为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ＤＥＭ）。ＩｎＳＡＲ测得高程为大

地高，需要将其转换为正常高，实验使用ＥＧＭ９６

模型计算高程异常，则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ＤＥＭ的

高程参考基准为ＥＧＭ９６，参考坐标系为 ＷＧＳ８４。

由于缺少实测的高精度验证数据，本文以覆

盖同一地区的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为参照对 ＣＯＳ

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ＤＥＭ 进行评价。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是由日本经济产业部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

建立的全球ＤＥＭ，其分辨率约为３０ｍ，它的垂直

精度为２０ｍ，水平精度为３０ｍ。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的参考基准与本文实验所使用的基准一样，但其

分辨率低于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ＤＥＭ，在比较二者

时必须进行重采样。

本文 实 验 选 取 了 ３ 个 区 域 对 ＣＯＳＭＯ

ＳｋｙＭｅｄＤＥＭ 和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的剖面进行对

比和分析，选取的区域在图５中用犃、犅、犆３个矩

形标注。在进行剖面分析时，将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过采样到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ＤＥＭ的经纬格网下，

由于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的水平定位精度为３０ｍ，将

其投影到分辨率为１０ ｍ 的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

ＤＥＭ上会有一定的偏差，且其垂直精度为２０ｍ，

因此，剖面的定量分析是不可靠的，本文仅对剖面

进行了定性对比。

图５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Ｔａｎｄｅｍ数据生成的ＤＥＭ

Ｆｉｇ．５　ＤＥ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

ＴａｎｄｅｍＤａｔａ

图６显示了３个区域的剖面对比，从中可见，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 ＤＥＭ 的 剖 面 与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的剖面吻合得很好。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分

辨率较低，其剖面显得平滑，而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

ＤＥＭ的剖面表现出了更多的细节，高分辨率的优

势非常明显。

图６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ＤＥＭ与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的剖面对比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ＤＥＭａｎｄ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３　结　语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在雷达干涉测量领域有着

很大的研究和应用价值，它不仅具有高分辨率的

优势，其高带宽的传感器和Ｔａｎｄｅｍ观测星座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相干性，保证了干涉测量的精

度。通过对无地形变化的差分干涉相位进行滤

波，可提取大气和轨道误差引起的测量偏差，补偿

地形相位以去除测量偏差。冰雪、植被和潮湿的

土壤会使Ｘ波段ＳＡＲ干涉数据发生去相干，通

过选择季节和天气进行观测可降低这些因素的影

７５０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９月

响。另外，Ｌ波段的ＳＡＲ传感器可减弱这些类型

的去相干，多频率的雷达干涉测量也是今后发展

的趋势。

致谢：感谢东方道迩公司提供 ＣＯＳＭＯ

ＳｋｙＭｅｄＴａｎｄｅｍ数据、日本ＥＲＳＤＡＣ提供 ＡＳ

ＴＥＲＧＤＥ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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