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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测量建筑物叠掩量，反演出建筑物高度初值；然后，在相邻建筑物下垫面粗糙度相关的假设下，

对重组后的电磁散射模型进行基于拟模拟退火的参数解算，实现了模型中未知参数的求解以及建筑物高度

的反演。将此方法应用于真实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２ＳＡＲ场景中３座建筑物高度的反演，取得了反演高度相对误差均

小于１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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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单景ＳＡＲ影像进行建筑物高度反演时，

阴影信息、叠掩信息是进行高度反演的重要信息。

然而，在城市建筑密集区，雷达阴影有时很难与其

他暗区如道路、停车场等分开。再者，其他高大建

筑的叠掩或者树木也有可能破坏阴影的形状特

征，使得通过阴影反演建筑物高度的精度降低、甚

至不可行。因此，需要寻找其他方法对基于单景

ＳＡＲ影像的建筑物高度反演方法进行丰富和完

善［１３］。

文献［４］通过模拟实验对电磁散射模型进行

了定量化研究，利用建筑物成像特征中的二次散

射、建筑物阴影与叠掩等３个特征量，在假设一组

建筑物中已有一个建筑物高度已知的情况下，基

于电磁散射模型的定量化计算实现了仿真ＳＡＲ

影像中的建筑物高度反演，表明了利用电磁散射

模型进行建筑物高度反演的可行性。而由于电磁

散射模型中有多个参数未知，如何将其应用于真

实ＳＡＲ场景中的建筑物高度反演，至今仍没有很

好的解决方法。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组合电磁散

射模型中的未知参数，并将由叠掩量反演得到的

建筑物高度作为初值，提出了利用二次后向散射

强度反演建筑物高度的新方法。

１　犛犃犚影像建筑物高度反演模型

在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中，建筑物有３个显著

特征［５］：① 顶底位移，它是由建筑物自身高度造成

顶部先于底部成像而形成的；② 阴影，它是由建筑

物遮挡造成的无雷达回波区［６］；③ 二次散射亮线

区，它是由墙体与地面形成的二面角效应造成的。

１．１　顶底位移、阴影长度与建筑物高度之间的几

何模型

以常规平行六面体建筑物为例，当雷达波正

面照射墙面时，ＳＡＲ距离向上建筑物各部分的成

像特征按照入射角θ与ａｒｃｔａｎ（犺／狑）的大小关系

可分为３种情况，如图１～３所示。

由于墙体与地面形成垂直二面角效应，这使得

所有发生二次散射的电磁波行程相同，并成像于同

一点犃处，因此，犃点将形成强亮点。随着入射角

的变化，二次散射亮点犃的位置相对于屋顶成像

面犅犆的关系有所不同：犃在犅犆之外（图１），犃在

犅犆之端（图２），犃在犅犆之内（图３）。然而无论入

射角如何变化，由于二次散射点犃处的强度较高，

所以，可以较容易地确定线段犅犃的长度，从而得

到建筑物顶底位移量犅犃与建筑物高度犺的关系：

犺＝犅犃／ｃｏｓθ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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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θ＜ａｒｃｔａｎ（犺／狑）时建筑

物成像几何关系

Ｆｉｇ．１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θ＜ａｒｃｔａｎ（犺／狑）

　　

图２　θ＝ａｒｃｔａｎ（犺／狑）时建筑

物成像几何关系

Ｆｉｇ．２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θ＝ａｒｃｔａｎ（犺／狑）

　　　　

图３　θ＞ａｒｃｔａｎ（犺／狑）时建筑

物成像几何关系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θ＞ａｒｃｔａｎ（犺／狑）

　　对于城区，建筑物３次以上的散射贡献较弱，

可以不予考虑［７］。在图１中，二次散射比一次散

射行程多走的距离为狓＝（犫犳＋犳犵），对应成像面

中的距离为犅犃；考虑最远行程的三次散射路径犵

（狅）→犳→犫→犳→犵（狅），这一路径比二次散射路径

狅→犫→犳→犵（狅）多出的行程长度同样为狓。所以，

三次散射的最远成像点为犇，且犅犃＝犃犇。

利用阴影区长度反演建筑物高度的常用公式

为：

犺＝犆犈×ｃｏｓ（θ） （２）

　　由前面对三次散射行程长度的分析可知，犆犈

中一定含有三次散射，并且在入射角θ＜ａｒｃｔａｎ

（犺／狑）时还包含有强度较高的二次散射，因此在

图像中准确确定犆犈的长度较为困难。特别是在

θ＜ａｒｃｔａｎ（犺／狑）时，使用式（２）反演建筑物高度

将变得不可行。

１．２　二次散射与建筑物高度之间的电磁散射模

型

建筑物在ＳＡＲ照射场景中的一般几何关系

见文献［７］。迎向照射方向的建筑物墙体与雷达

飞行方向的夹角为方位角φ，雷达的入射角为θ，

狀^狑 为被照射墙体的法线方向。

文献［７］运用随机粗糙表面电磁散射的基尔

霍夫近似（ＫＡ）方程，根据物理光学（ＰＯ）和几何

光学（ＧＯ）得到了建筑物一次散射、二次散射和三

次散射的电磁散射高频近似解。在计算一次散射

时，可依据反射面的粗糙程度分别使用ＧＯ模型

或者ＰＯ模型。在墙面与地面形成的多次散射

中，考虑到墙面的光滑性，使用ＧＯ模型来计算墙

面上发生反射后的雷达波强度；对于在具有随机

粗糙属性的地面上发生的反射，可以使用ＧＯ模

型或ＰＯ模型进行计算。最终的散射场是各独立

散射过程的非相干叠加。因此，针对墙体与地面

形成的二次散射过程，可以分别使用 ＧＯＰＯ模

型（式（３））和ＧＯＧＯ模型（式（４））
［４］进行解算：

σ
０
＝ 犛狆狇

２犺犾ｔａｎθｃｏｓφｅｘｐ（－４犽
２
０σ
２ｃｏｓ２θ）×

∑
∞

犿＝１

（２犽０σ０ｃｏｓθ）
２犿

犿！
犽２０犾犮

２

犿
ｅｘｐ －

（２犽０犾犮ｓｉｎφｓｉｎθ）
２

４［ ］犿

（３）

σ
０
＝

犛狆狇
２犺犾ｔａｎθｃｏｓφ（１＋ｔａｎ

２
θｓｉｎ

２

φ）ｅｘｐ－
ｔａｎ２θｓｉｎ

２

φ
２σ
２ ２／犾２（ ）［ ］

犮

２π
２ｃｏｓ２θσ

２（２／犾２犮）

（４）

式中，σ
０ 表示雷达的后向散射系数；σ和犾犮 表示地

面粗糙程度的方差和相关长度；犽０ 表示波数（犽０

＝２π／λ），λ是雷达波长；犛狆狇表示散射矩阵的元素，

其中，狆、狇表示电磁波的极化方式（水平或垂直极

化），犛狆狇的具体表示参见文献［７］。这两种模型的

应用需满足以下条件［８］：

犽０犾犮＞６，犾犮
２
＞２．７６σλ （５）

２　基于拟模拟退火的高度反演算法

２．１　输入参数对模型的影响

式（３）、（４）表示的电磁散射模型建立了ＳＡＲ

图像中墙体与地面形成二次散射亮线区处σ
０ 值

与墙体高度犺的函数关系。但在该模型中，有关

反射面物理属性的参数如σ和犾犮未知。对于不同

地形环境中的建筑，其周围下垫面的粗糙参数受

地表材料、环境影响，σ和犾犮这两个参数很难给出

一个普适的经验值。图４为ＧＯＰＯ模型中σ
０ 随

σ∈［０．０１，０．０６］的变化趋势。图４中其他参数的

赋值为：犾＝３０ｍ，犺＝８０ｍ，θ＝４０°，φ＝８°，犾犮＝

０．３７，犳＝５ＧＨｚ，墙面和地面的相对介电常数ε

＝４。可以看出，σ在［０．０１，０．０６］区间变化时，σ
０

值的变动区间为［２８，３５］。因此，地面粗糙度的不

确定性明显影响σ
０ 的计算，故不能随意设定此参

１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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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若要利用电磁散射模型反演建筑物高度，就

必须解决σ和犾犮的参数估计问题。

图４　ＧＯＰＯ模型中σ∈［０．０１，０．０６］时σ０ 的变化范围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ｏｆσ
０ＩｍｐａｃｔｅｄｂｙσｉｎＧＯＰＯＭｏｄｅｌ

２．２　基于电磁散射模型的建筑物高度反演

在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中，高大建筑物的顶底

位移、二次散射亮线等特征非常明显。利用式（１）

可以实现建筑物高度的初步估计。式（１）反演得

到的高度误差主要来自人工图上测量顶底位移量

（ＢＡ）的误差，以及入射角θ的估计误差。利用几

何模型式（１）估计得到的建筑物高度虽然存在误

差，但也具备一定的可信度。利用式（１）得到的高

度估计值，可通过式（３）、（４）来反求出地面粗糙参

数σ和犾犮的初值。

对于相邻的多个建筑物个体，其周围地面的

粗糙程度通常相似，可认为满足同一随机分布。

在这一假设下，可利用多个建筑物个体进行联立

反演，求得未知参数σ和犾犮，以及建筑物高度在相

邻多个建筑物整体约束下的稳定解。具体步骤

为：① 选取相邻的多个建筑物个体，在图上测量

各顶底位移量，通过式（１）计算建筑物高度初值

犺犻；② 利用电磁散射模型和各建筑物高度初值犺犻

反算出每个建筑物周围地面的粗糙参数σ犻 和

（犾犮）犻；③ 取这些σ犻和（犾犮）犻 的平均值，将其代入电

磁散射模型，重新计算各建筑物高度；④ 循环步

骤②、③，直至这个循环系统稳定。

２．３　拟模拟退火的模型解算方法

为求得循环系统的稳定解，设计目标函数：

Ｅｒｒｏｒ＝
１

狀∑狀
犺（狅）犻－犺（犐）犻
犺（狅）犻

（６）

其中，犺（犐）犻、犺（狅）犻 分别表示第犻个建筑物前后

两次（输入、输出）的高度解；狀表示选取的建筑物

总个数。

为取得最优解，本文仿照优化算法中的模拟

退火过程，建立对建筑物高度犺的求解模型：

犺（ｎｅｗ）犻 ＝犺（狅）犻犪＋犺（犐）犻（１－犪） （７）

其中，

犪＝Ｅｒｒｏｒ／（１＋Ｅｒｒｏｒ） （８）

　　该解算模型为了追求解的稳定性而拟合了前

后两次的高度解（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即仿照模

拟退火过程中的加热过程和降温过程而建立，因

此取名为拟模拟退火算法。此方法的基本思想是

按照式（６）得到的Ｅｒｒｏｒ值，设计权重犪，将系统

的输入和输出联合起来考虑，生成犺（ｎｅｗ）犻，即新

得到的建筑物高度。迭代的终点是当Ｅｒｒｏｒ值降

下来、系统得到稳定时。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与计算结果

本文选取的实验数据为一景北京地区的Ｒａ

ｄａｒｓａｔ２图像，ＶＶ极化模式，分辨率为３ｍ，获取

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３月。选取了３座建筑物：“水立

方”（标号１）、“盘古大观”（标号２）与“数字北京大

厦”（标号３），如图５（ａ）所示。图５（ｂ）中是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中截取的对应的光学图像。

图５　实验区３座建筑物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ｅ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ｉｎ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２

ＳＡＲ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Ｉｍａｇｅ

首先对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２图像进行辐射纠正，得到

σ
０ 图像。根据图像分辨率，可实现图上顶底位移

量（ＢＡ）的直接测量与计算。通过提取图像上的

二次散射亮线区，可计算其平均σ
０ 值。３栋建筑

物初始参数（墙面相对介电常数ε、二次散射区平

均σ
０ 值、平均顶底位移量ＢＡ、方位角φ）见表１。

表１　实验区３栋建筑物犌犗犌犗模型的计算输入参数

Ｔａｂ．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ｆｏｒＧＯＧＯＭｏｄｅｌ

标号 ε σ０ ＢＡ／ｍ φ

１ ２．２５ ２．４ ２１．０ ８°

２ ２．１ ６．１ １０１．２ ８°

３ ２．２ ４．４ ６０．１ ８°

　　其他影像相关的参数为θ＝４０°，雷达波频率

犳＝５．４１ＧＨｚ，地面介电常数为ε狉＝４．８。算法中

判断稳定与否的条件式为：

Ｅｒｒｏｒ＝
１

３∑３
犺（狅）犻－犺（犐）犻
犺（狅）犻

≤１％ （９）

２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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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取电磁散射模型时，选取ＧＯＧＯ模型，

在该模型中，地面粗糙参数σ和犾犮 可以以比值形

式进行重新组合，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表２为

本文方法计算结果与直接使用顶底位移量反演结

果的对比。

表２　本文方法与直接几何测量反演的结果对比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ｂｙＬａｙｏｖ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标

号

真

值

／ｍ

顶底位移方法 本文方法

计算结

果／ｍ

绝对误

差／ｍ

相对

精度

计算结

果／ｍ

绝对误

差／ｍ

相对

精度

１ ３０ ２１．０ ９．０ ７０％ ２８．７ １．３ ９５％

２ ８８ １０１．２ １３．２ ８５％ ８３．１ ４．９ ９４％

３ ５７ ６０．１ ３．１ ９５％ ５４．９ ２．１ ９６％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反演的建筑物

高度误差较直接利用顶底位移量反演的绝对误差

更小，相对误差都在１０％以内。这表明了本文算

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３．２　分析与讨论

在高度反演的优化过程中，针对某一特定建

筑物，可能出现某次迭代反演的高度比最后稳定

结果更优的情况。这样看来，好似拟遗传闭环的

设计没有必要，但是当选取多个建筑物进行运算

时，该方法保证了多个建筑物高度反演的整体最

优性。并且也只有选择多个建筑物参与计算，才

能解决电磁散射模型中有多个参数未知的问题，

使得电磁散射模型能够加入到高度反演的过程之

中，从而精化直接由顶底位移几何测量反演出的

建筑物高度。

另外，模型中的加热冷却过程也保证了该模

型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在优化过程的初期，Ｅｒｒｏｒ

的初始值很大，温度很高，式（７）中犺（狅）犻 就有很

高的权重，通过闭环高权重的犺（狅）犻 破坏了这一

根据几何模型形成的稳定状态（顶底位移量反演

的高度解）。利用多个建筑物的高度，逆运算地面

粗糙参数的σ和犾犮的均值来获取建筑物高度反演

的稳定状态。随着迭代过程的进行，Ｅｒｒｏｒ的值

降低，温度降低，达到稳态。

本文算法也存在误差，其主要来自电磁散射

模型中将建筑物考虑成理想立方体，而实际情况

并不完全如此。例如，建筑物的外表常存在其他

结构，如窗户、阳台等。之所以这种方法能获得成

功，是由于这些小部件的存在并不严重影响墙面

平滑，墙面大体形成的镜面反射机制没有遭到破

坏，并且通过二次散射亮线区求平均的办法可以

削弱窗户、阳台的影响。

４　结　语

本文引入了电磁散射模型进行单景高分辨率

ＳＡＲ图像中的建筑物高度反演，并仿照模拟退火

过程的加热冷却过程，构造了一个闭环系统，有

效地解决了由于电磁散射模型中粗糙度参数不确

定导致的反演误差较大的问题。相对于文献［３］

提出的选取已知建筑物高度作为标定值的方法，

本文解算方法不需要提前得知某建筑物的高度，

有效地扩大了电磁散射模型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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