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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将去平干涉相位和外部ＤＥＭ模拟的地形相位作差分，以降低干涉图的条纹率。然后，采用模

拟的地形相位对差分干涉图的解缠相位进行补偿得到去平干涉图的解缠相位，并用此相位进行基线精化和

高程提取。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可得到高程精度更高的山区ＤＥＭ。与常规干涉算法相比，它不仅可改善解

缠精度，还可得到更加真实且相干性明显改善的相干图，减少因相干性低于解缠时设定的相干性阈值而产生

的高程空洞区。相比于“高程补偿”算法，其可更有效地削弱残余系统相位以及解缠和外部ＤＥＭ引入的随机

相位误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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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ＩｎＳＡＲ技术为ＤＥＭ 的大面积、快速及高精

度获取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１］。基线和解缠

相位是影响干涉ＤＥＭ精度的两大关键。干涉图

基线较短，则基线误差和相位误差引起的高程误

差较大；反之，干涉图基线越长，基线误差和干涉

相位误差引起的高程误差越小，但同时也加剧了

干涉对空间失相干。如何降低长基线干涉图的条

纹率，改善相位解缠的精度，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

相关算法［２，３］。这些算法各有优缺点。针对上述

算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采用外部ＤＥＭ 模

拟的地形相位进行相位补偿的差分提取ＤＥＭ 算

法，并利用我国昆仑山地区的两景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ｍ

模式ＳＬＣ影像进行了差分干涉提取ＤＥＭ实验。

１　星载犛犃犚差分干涉获取犇犈犕

图１为星载ＳＡＲ干涉测高几何模型，犛１、犛２

分别为某时刻天线中心的位置，犎 为主影像天线

中心高度，θ为其局部入射角，犅为干涉基线，α为

基线倾角，犚１、犚２ 分别为主辅影像天线中心到目

标点犘的距离，犺为目标点犘 的高程。犘０ 点与犘

点的主影像斜距相同，且位于参考平面上，其高程

为零；θ０ 为犘０ 点的局部入射角。

图１　ＳＡＲ干涉几何模型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ＳＡＲ

主辅影像精配准之后，将同名点相位相减，即

可得到缠绕的干涉相位。结合图１，可将干涉对

任一像元的真实干涉相位表示为：

φ＝φ１－φ２ ＝－４π（犚１－犚２）／λ （１）

其中，λ为雷达信号波长；干涉相位φ包括平地相

位、地形相位和噪声。

可由式（２）计算像点的高程：

犺＝－
λ犚１ｓｉｎθ

４π犅ｃｏｓ（θ－α）
（φ－φｆｌａ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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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φ－φｆｌａｔ）为地形相位；平地相位φｆｌａｔ＝－

４π犅ｓｉｎ（θ０－α）／λ。

由式（２）可知，要求得犺，必须知道地形相位，

这是一个较复杂的过程。相位解缠是其关键步骤

之一。但是，地形起伏较大区域的长基线干涉图，

条纹密集，同时影像几何畸变现象严重，这些均导

致解缠困难、解缠精度较低。对此，有些学者引入

外部ＤＥＭ辅助干涉图解缠和高程提取，这种基

于“高程补偿”的差分干涉提取ＤＥＭ 方法原理参

见文献［３］。

本文在“高程补偿”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

种采用外部ＤＥＭ的模拟地形相位进行相位补偿

的差分提取ＤＥＭ 的算法，简称为“相位补偿”算

法。相位补偿算法与高程补偿算法的不同之处在

于其以外部ＤＥＭ的模拟地形相位对残余解缠相

位进行补偿，得到去平干涉图的解缠相位，并以此

相位进行基线精化和研究区高程提取，而且是通

过基线精化过程实现高程校正。具体步骤为：

① 将配准、干涉去平后得到的去平干涉相位与外

部ＤＥＭ的模拟地形相位作差分，得到差分干涉

相位，并对其进行滤波以削弱噪声；再以合适的算

法进行相位解缠，得到残余解缠相位。② 以残余

解缠相位和模拟地形相位之和作为干涉图的解缠

相位，即补偿后的相位；之后从参考ＤＥＭ 中选择

若干控制点，并利用高程相位转换关系建立以基

线和绝对相位常数为未知数的函数模型，估算出

基线参数和绝对相位常数。基线精化时，为削弱

残余解缠相位和外部ＤＥＭ的随机误差对控制点

解缠相位的影响，以以控制点为中心形成的３像

素×３像素窗口内像点的平均解缠相位作为其解

缠相位。基线精化后，用补偿后的相位替代式（２）

中的（φ－φｆｌａｔ）求取像点在ＳＡＲ坐标系下的高程。

③ 由于之前得到的高程是在ＳＡＲ坐标系下的，

需将其转换到常用的地理坐标系（如 ＷＧＳ８４）下，

并重采样得到研究区域的规则格网ＤＥＭ。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数据处理

以欧空局提供的两景昆仑山地区的ＥＲＳ卫

星影像的一部分为干涉数据进行实验，影像参数

见表１。影像覆盖范围为３６．４２°～３６．６３°Ｎ，

９１．６２°～９１．８７°Ｅ，面积约为２２×２７ｋｍ
２。研究

区因受大陆气压影响，气候干燥，植被稀少低矮，

且影像的获取时间仅隔１ｄ，所以干涉对的时间失

相干较小。此外，本文算法需采用外部ＤＥＭ 近

似去除干涉图的地形相位，以降低解缠干涉图的

条纹率。本文以高程精度约为２０ｍ 的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４］作为差分所需的外部ＤＥＭ。

表１　主、辅影像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ｃｅ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ａｓｔｅｒ／ＳｌａｖｅＩｍａｇｅｓ

影像 卫星 获取时间 入射角／（°）
平行基线

／ｍ

垂直基线

／ｍ

ＳＬＣ１ ＥＲＳ１ １９９８０９１７ ２３．２９７
－２０７．４３５ －２９２．６５８

ＳＬＣ２ ＥＲＳ２ １９９８０９１８ ２３．２８２

　　以ＳＬＣ１为主影像，图２（ａ）为主影像的灰度

图，可看出研究区为山地地形，中部有一沟壑。由

于其地形起伏较大，主影像无精轨数据，先采用基

于配准偏移量的基线估计方法［５］得到的基线值去

除干涉图平地相位（见图２（ｂ）），可发现大部分区

域能看到密集但清晰的干涉条纹，而左上方和右

下方无法看到清晰的干涉条纹。这可能是因为地

形起伏越大，几何畸变和影像空间失相干越严重。

图２　数据预处理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要得到真实的地形相位，需对图２（ｂ）进行相

位解缠，但在干涉条纹密集的情形下，通常很难得

到精度较高的解缠结果［６］。因此，本文将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模拟的地形相位与去平干涉相位作差分，

得到图２（ｃ）所示的差分干涉图。实际上，该差分

相位包括形变、残余平地、残余地形和大气相位以

及噪声。由于干涉对时间基线仅１ｄ，加之区内气

候干燥，形变相位和大气相位可忽略不计。得到

差分干涉图后，采用改进的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方法
［７］

抑制相位噪声。为了在相同基础上进行比较，采

用同样的方法对图２（ｂ）也进行相同强度的滤波，

并统计两个干涉图滤波后的相位残差点数和相位

差分和［８］（见表２）。相位残差点数和相位差分和

是评价干涉图质量的重要指标，两者越小，干涉图

质量越高，解缠越容易，精度越高。从表２中可以

看出，差分干涉图的两项指标取值均小于去平干

涉图，这表明差分干涉图的质量高于去平干涉图，

其解缠更容易，结果更可靠。由此可见，本文算法

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长基线去平干涉图“解缠难”

的问题，提高解缠的可靠性和精度。将滤波后的

去平干涉图和差分干涉图分别按照常规干涉算

法、高程补偿算法和本文算法进行后续处理，其最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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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果如图３（ｃ）、３（ｄ）、３（ｅ）所示。

图３　研究区域高程图和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Ｍ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表２　差分前后干涉图的相位残差点及相位

差分和统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ａｎｄＳＰ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ｆ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相位残差点 相位差分和

去平干涉图 １９８７ ３．６７２３×１０６

差分干涉图 ６２７ １．６８８８×１０６

２．２　实验结果

图４是差分前后的相干图，可发现差分之后，

相干性明显改善，特别是左上方和右下方，而且只

有极少数区域的相干性低于解缠时设定的相干性

阈值０．３。所以，由此引导差分干涉图的解缠可避

免过多的区域因相干性低于阈值而无法解缠，减少

高程空洞区。而且，差分后的相干性更接近真实相

干性，这是因为主辅影像的相似程度主要是由干涉

相位来衡量的。若采用含有大量地形信息的干涉

对进行相干性估计，则估计的相干性将低于真实的

相干性［９］。差分干涉图仅含有少量的残余地形相

位信息，因此，由其估算的相干性更接近真实相干

性，且相干性明显提高，这与差分之后整个区域基

本上都能看到清晰干涉条纹的情形是相吻合的。

将 本 文 算 法 所 得 ＤＥＭ 分 别 与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ＳＲＴＭ ＤＥＭ、常规干涉ＤＥＭ 及高程补

偿算法所得ＤＥＭ进行精度比较，结果见图３。从

图３中可以发现，本文算法所得ＤＥＭ 与常规干

涉ＤＥＭ、高程补偿算法提取的ＤＥＭ 及研究区已

有的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ＳＲＴＭ ＤＥＭ 的整体趋势是

一致的。但在图３（ａ）、３（ｄ）中有一些离散的高程

隆起点，前者可能是由于这些区域因云雾等无法

图４　差分前后相干图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ｐＢｅｆｏｒｅ／Ａｆ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获取到Ａｓｔｅｒ影像，其高程是由已有的高程数据

填补得到的［３］，致使得到的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高程值

不连续；后者可能是因为该结果是直接由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的斜距高程补偿残余高程得到的，之后的

高程校正又不能有效地削弱随机误差，致使 Ａｓ

ｔｅｒＧＤＥＭ和残余解缠相位中的随机误差仍遗留

在结果中。对此，本文算法在基线精化时，以以控

制点为中心的３×３窗口内像点的平均相位作为

控制点的解缠相位，以削弱外部ＤＥＭ 和残余解

缠相位中的随机误差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为客观

比较高程补偿算法和本文算法的优劣，选择图

３（ａ）中的白色短线进行剖面比较，结果显示于图

３（ｆ）。可以看出，两种算法的精度相当，但高程补

偿算法结果和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之间具有很高的一

致性，两高程剖面线的连续性都不是很好，常出现

一些高程突变点；而本文算法的剖面线变化平滑，

几乎没有什么高程突变点，且与ＳＲＴＭＤＥＭ 的

剖面变化趋势较一致。由此可知，本文算法所得

ＤＥＭ精度受差分所用外部ＤＥＭ 精度的影响比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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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补偿算法小。此外，由差分算法获取的ＤＥＭ

的高程空洞区明显少于常规干涉ＤＥＭ，这是由于

差分后，相干性整体改善，可解缠像点数增加。由

以上分析可知，利用本文算法获取山区ＤＥＭ 是

可行的，且能增加有效高程区域面积。

２．３　高程精度统计与分析

由于研究区没有更高精度的外部ＤＥＭ，考虑

到３″分辨率ＳＲＴＭＤＥＭ是由双天线飞行模式获

取的，影像失相干及基线误差均比重复轨道模式

小，且其高程精度约为１０ｍ
［１０］，将其作为干涉实

验所得ＤＥＭ的精度评定标准。图５（ａ）～５（ｃ）分

别是常规干涉算法、高程补偿算法和本文算法所

得ＤＥＭ 在同一误差区间的误差分布图。比较３

图可发现，在相对平坦的地区，三者精度接近；在

地形起伏大的区域，两种差分算法提取的ＤＥＭ

误差明显小于常规干涉算法。这是因为差分后，

相对平坦区域的相干性变化不大，干涉图残差点

减少不多；而在起伏较大区，相干性改善较大，干

涉图残差点减少多，相位解缠精度得到改善。此

外，差分提取ＤＥＭ的误差主要分布在［－２０，２０］

ｍ之间，主要误差区间明显小于常规干涉ＤＥＭ，

且绝对误差大于３０ｍ的点大都分布在常规干涉

算法无法得到高程信息的区域。这是因为这些区

域地形起伏大，空间失相干和几何畸变严重，差分

之后相干性仍较低，解缠相位误差太大，难以校

正。另外，比较图５（ｂ）和图５（ｃ）可以发现，图

５（ｂ）有一些离散的高程误差隆起点，而图５（ｃ）没

有。表３是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和常规干涉算法、高程

补偿算法及本文算法提取的ＤＥＭ 的误差统计结

果（均不考虑高程空洞区）。可发现，本文算法提

取的ＤＥＭ的误差均值和标准偏差均小于常规干

涉算法和高程补偿算法结果。综合上述比较分析

可知，本文算法不仅能够改善解缠精度，还可削弱

解缠相位和差分所用外部ＤＥＭ 中的随机误差对

高程结果的影响，得到精度更高的ＤＥＭ。此外，

本文算法所得ＤＥＭ的误差均值和标准偏差明显

优于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由此可见，本文算法还可改

善差分所用外部ＤＥＭ的精度。

图５　常规干涉算法、高程补偿算法和本文算法提取的ＤＥＭ的误差图

Ｆｉｇ．５　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ＤＥＭ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ｔｅｒ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表３　犃狊狋犲狉犌犇犈犕、常规干涉犇犈犕、差分

提取犇犈犕误差统计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ｒｒｏｒ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ＥＭａｎｄＤＥ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Ｄｉ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均值／ｍ 标准偏差／ｍ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２．３２９ １１．９４２

常规干涉ＤＥＭ －０．９４２ １９．５４２

高程补偿算法结果 －０．３９８ ９．９９８

本文算法结果 ０．０６５ ７．１５８

３　结　语

１）利用本文算法获取山区ＤＥＭ是可行且有

效的，不仅可改善相位解缠的精度，并可有效地削

弱解缠相位和外部ＤＥＭ中的随机误差对结果的

影响，得到精度更高的ＤＥＭ；还可得到更加真实

且明显改善的相干性，减少因相干性过低而产生

的高程空洞区。

２）利用差分ＩｎＳＡＲ技术获取高精度山区

ＤＥＭ，相干性仍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在部分起伏

大、失相干严重的区域，利用本文提出的差分

ＤＥＭ算法也无法得到较高精度的高程值，因为这

些区域差分之后的相位解缠误差仍较大。

未来的研究将以高分辨率ＳＡＲ影像为源数

据，将差分提取ＤＥＭ算法与多基线技术相结合，

融合不同时段、不同基线长度的干涉图，以获取精

度更高且更可靠的Ｄ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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