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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压缩感知方法解决ＳＡＲ三维层析成像中的频谱估计问题，弥补了传统谱估计方法的一些缺陷，

准确重建了来自不同散射目标的回波信号。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地区分影像中同一像元中的

多个散射体，而且可以较为准确地获取目标散射体相对强度分布及高程信息，为目标的分类和识别提供更多

依据，显现出对数据量要求较少及抗噪声性能强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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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析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技术通过在不同高

度位置多次获取的ＳＡＲ影像数据的相干组合，在

高程方向上形成合成孔径，具备对观测对象的三

维成像能力。然而，ＳＡＲ层析技术对数据集有较

高的要求，采用常规的参数或非参数估计方法往

往会造成其在高程向对观测对象的欠采样，严重

影响其成像结果。

本文将压缩感知方法运用到ＳＡＲ三维层析

成像中来，利用其在频谱估计方面的优势，对雷达

回波信号重建和恢复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１　犛犃犚层析成像原理

ＳＡＲ三维层析成像充分利用了成像结果中

轨道高程向变化引入的频率覆盖，通过多基线重

复观测的方式对同一地区成像，相当于在垂直于

视线的方向上建立了一个等效合成孔径，从而实

现了散射体高程向的高分辨率成像［１］。

设系统在距离／方位向位置为 狓０，狉（ ）０ 处，获

得聚焦复测量值犵狀 狓０，狉（ ）０ ，其实则为沿狊方向上

所有回波信号的积分［２］：

犵狀 ＝∫
Δ狊

γ（狊）ｅｘｐ（－ｊ２πξ狀狊）ｄ狊 （１）

式中，狀（狀＝１，２，…，犖）表示以犫狀 为基线的第狀

次重复观测；γ（狊）表示沿斜距狊方向上散射体反

射率函数分布；Δ狊为斜距向照射范围；ξ狀＝－２犫狀／

λ狉（ ）０ 为空间频谱；λ为波长。

式（１）为连续空间系统模型，可以通过对连续

的反射率函数离散化处理近似为：

犵＝犚γ （２）

式中，犵为犵狀；犚为犖×犔的测量矩阵；γ为离散

的犔 维反射系数矢量。ＳＡＲ层析技术的目标就

是获取每一个距离／方位向分辨率单元的反射率

剖面。

实际上，式（２）所描述的离散系统模型可以简

单地看作是二维傅立叶变换［３４］，利用它的逆过

程，理论上可以获得任意一个距离／方位向分辨率

单元内单个甚至是多个散射体的高程信息。

２　基于压缩感知的层析犛犃犚频谱

估计

　　设狓（狀）∈犚犖×１为传统采样得到的信号，长度

为犖，通过压缩感知
［５６］可以找出它的犕 个编码

测量狔（犿），长度为犕（犕＜犖），它们之间的关系

为狔＝Φ狓，其中，Φ∈犚犕×犖称为传感矩阵或测量

矩阵，Φ的每一行可以看作是一个传感器，它与信

号相乘，拾取了信号的一部分信息。拥有了这犕

个测量和Φ 就可以近乎完美地重构原始信号。

另外，若原始信号狓（狀）不具有稀疏性，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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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正交稀疏变化由系数向量狊表示，即狓＝

Ψ狊，Ψ称为信号狓 的稀疏基。那么，测量过程还

可以写为：

狔＝Φ狓＝ΦΨ狊＝Θ狊 （３）

　　由于信号测量值维数犕 小于信号维数犖，因

此，无法直接从式（３）中求解出信号狓。然而，式

（３）中狊是犓 稀疏的，即仅有犓 个非零系数，于是

根据压缩感知理论，可以通过求解式（３）的逆问题

先求解出稀疏系数狊，然后代入狓＝Ψ狊，从而将原

始信号狓 从 犕 维测量值狔 中准确地重建出

来［７８］。信号稀疏重建最直接的方法则是通过０

范数求解式（３）的最优化问题：

ｍｉｎ
狊
‖狊‖０　ｓ．ｔ．狔＝Θ狊 （４）

　　文献［７］给出并证明了传感矩阵Φ 必须满足

的约束条件———限制等距特性 ，即对于任意的犓

稀疏矢量υ，要求矩阵Φ 都能够保证如下不等式

成立：

１－δ（ ）狊 ‖υ‖
２
２ ≤ ‖Φυ‖

２
２ ≤ １＋δ（ ）狊 ‖υ‖

２
２

（５）

　　将压缩感知理论应用到雷达成像中也需要解

决相应的３个问题，即雷达回波信号的稀疏表示、

压缩感知雷达成像信号的获取以及处理方法。对

于Ｘ波段高分辨率星载层析ＳＡＲ而言，斜距向

的待重建的回波信号γ可以看成是一种稀疏信

号，在空间域中由一个或者两到三个位置以及幅

度相位信息未知的散射体构成，即γ在单位正交

基底（Ψ＝犐）下是稀疏的。根据式（１）、（２），传感

矩阵Φ＝犚是随机离散傅立叶采样矩阵，与单位

正交基犐有最好的非相关性。因此，犓 稀疏信号

γ可以通过１范数最小化求解准确地重构出来：

ｍｉｎ
γ
‖γ‖１　ｓ．ｔ．犵＝犚γ （６）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实验分为模拟数据和真实高分辨率雷达

数据两部分。实验数据集为２３景德国柏林地区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分辨率星载聚束影像
［９］。

３．１　模拟数据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作为传统层析ＳＡＲ频

谱估计常用到的截尾奇异值分解（ＴＳＶＤ）方

法［１０１１］和本文使用的压缩感知方法（ＣＳ），分别获

取斜距狊方向反射函数重建剖面图，其中，狊１、狊２

分别为模拟同一分辨率单元内的两个不同位置的

散射体坐标。

图１　ＳＶＤ和ＣＳ方法模拟数据实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ｔ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ＶＤＷｉｅｎｅｒａｎｄＣＳ

　　显示压缩感知重建信号获得的响应函数图像

类似光谱线，重点是当同一像元中的两个散射目

标逐渐靠近时，对于 ＴＳＶＤ而言，如图１（ｃ）和

１（ｄ）所示，当两个散射体在０ｍ和３４ｍ时开始

出现混叠，而当分别为０ｍ和１２ｍ时则完全无

法区分。而压缩感知方法则依然能够提供两条非

常准确和清楚的谱线，完美地区分出两个不同的

散射目标［１２］。

３．２　高分辨率星载犛犃犚数据实验

实验区域选取在德国柏林市中心，实验对象

为一栋四星级酒店，高１２５ｍ。在酒店正前方有

一栋较矮的附楼与酒店主体相连，雷达波从图中

由左至右方向照射。图２（ａ）、２（ｂ）分别从不同角

度给出了实验目标场景与雷达入射波面之间的关

系。主体建筑部分外立面与其附楼存在较大范围

的叠掩，如图所示，雷达影像中附楼墙面与地面非

常明显地形成二次散射条带［１３］。实验选取图

２（ｃ）阴影所示部分，分布在叠掩区域内，既是建筑

物上同时也是地面二次散射条带上的若干个散射

点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通过奇异值分解和压缩感

知的方法进行频谱估计，重建回波信号。图３给

出了沿条带分布的８个点目标（犘１～犘８）信号重

建结果沿斜距向剖面图。

图３所示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分别从

处于８个不同位置的单一分辨率单元中，将位于

地面和建筑物上的两个散射体几乎全部准确地区

分出来。虽然受到环境及噪声等因素的干涉（如

犘８），但是信号重建结果仍然比较理想。同时，压

７５４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缩感知方法相对于ＴＳＶＤ的优势也非常明显，表 现出更好的区分能力。

图２　雷达照射建筑物波面及实验选取散射点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ａｔｔｅｒｓ

图３　图２（ｃ）中直线标注区域内８个分辨率单元（犘１ 至犘８）斜距向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８Ｐｉｘｅｌｓ（犘１犘８，ＭａｒｋｅｄｉｎＦｉｇ．２（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ｌｏｎｇ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表１　像元散射点位置分布与斜距向、距离向

及高程向距离／ｍ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ａ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ｌｏｎｇ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ｍ

犘１ 犘２ 犘３ 犘４ 犘５ 犘６ 犘７ 犘８

ＧＰ －８ ５ －７ １ －８ －１ １ ０

ＦＰ ８２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１９

ＦＰＧＰ ９０ ８７ １０７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３ １０８ １１９

（ＦＰＧＰ）×

ｃｏｓθ
７８ ７５ ９３ ９４ １０２ ９８ ９４ １０３

（ＦＰＧＰ）×

ｓｉｎθ
４５ ４４ ５４ ５４ ５９ ５７ ５４ ５９

　　对上图中的实验结果还可以再进一步作定量

分析。表１给出了重建信号获得的两个散射体精

确的位置信息，通过之前图２（ｄ）给出的几何关系

（ＧＰ为地面点目标的位置，ＦＧ为建筑物墙面上

散射点目标的位置，θ为入射角），可以计算出两

个散射目标的垂直高程差Δ犺（（ＦＰＧＰ）×ｓｉｎθ）以

及地面距离（（ＦＰＧＰ）×ｃｏｓθ），而由于二次散射

本身就出现在地面，那么实际上Δ犺就等同于建

筑物上散射点的高程。

另一方面，在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上量得酒店主体

到附楼二次散射区域的地面距离为７５～１２０ｍ，

另外，根据酒店建筑高度（１２５ｍ）和其与二次散

射叠掩部分的楼层位置（１０～２０层之间），可以估

算出分布在建筑外立面上的散射点高度Δ犺在４０

～７０ｍ之间。这些数据与表１所示建筑物高程

和地距长度的计算结果均较为吻合。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压缩感知方法对层析ＳＡＲ进行频

谱估计，重建回波信号，并利用模拟以及星载高分

辨率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传统层析

ＳＡＲ技术，该方法不仅具有区分星载高分辨雷达

影像中同一像元中多个散射体的巨大潜力，而且

还可以较为准确地获取目标散射体强度分布以及

高程信息，增强了同一距离方位散射单元目标的

分辨能力，为目标的分类和识别提供了更多依据，

而且在图像处理上显现出其对数据量要求较少以

及抗噪声性能强等优势。

８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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