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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全极化数据提取了多种极化特征，分析其对人工地物、裸地、农田、林地、水体５

种典型地物的提取能力。实验结果表明，利用全极化ＳＡＲ影像提取的极化特征可以较好地区分城市典型地

物类型，并且全极化数据的地物区分能力优于双极化数据。对于单一时相的数据分类结果而言，人工地物与

其他非人工地物的极化特征差别最大，水体与林地也较容易区分，而裸地和农田容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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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单极化ＳＡＲ影像相比，全极化ＳＡＲ影像

可以通过测量地面每个分辨单元内的极化散射矩

阵将目标的散射能量、相位以及极化特征统一起

来，从而能够相对完整地描述地物目标的几何与

物理特性。近年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利

用全极化ＳＡＲ影像进行地物信息提取，特别是地

表覆盖分类方面的研究［１４］。不过，对于将全极化

ＳＡＲ影像包含的各种特征信息应用于地表覆盖

分类的有效性，目前尚缺少较为系统、综合的分析

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 Ｌ 波段 ＡＬＯＳ

ＰＡＬＳＡＲ全极化影像为实验数据，从中提取了多

种极化特征，比较分析了这些特征对于城市典型

地物类型的提取区分能力，并确定了其中最优的

极化特征组合，以便为利用全极化ＳＡＲ数据进行

城市地表覆盖分类提供有效的参考。

１　极化特征与定量评价指标

１．１　极化特征

对于全极化ＳＡＲ影像，一般通过极化散射矩

阵来描述微波的散射特性：

［犛］＝
犛犎犎 犛犎犞

犛犞犎 犛
［ ］

犞犞

（１）

其中，犛狆狇表示采用狆 极化方式发射、狇极化方式

接收的复散射系数。

计算极化相关系数的通用公式为：

ρ犪犪犫犫 ＝
〈犛犪犪犛


犫犫〉

〈犛犪犪犛

犪犪槡 〉 〈犛犫犫犛


犫犫槡 〉

（２）

其中，表示复数共轭；＜·＞表示整体平均；犛犪犪

和犛犫犫分别表示两个正交的极化基。圆极化相关系

数采用左旋右旋圆极化基犛犔犔与犛犚犚，而线性极化

相关系数采用水平垂直线性极化基犛犎犎和犛犞犞。

ρ犚犚犔犔 ＝
〈犛犚犚犛


犔犔〉

〈犛犚犚犛

犚犚槡 〉 〈犛犔犔犛


犔犔槡 〉

（３）

ρ犎犎犞犞 ＝
〈犛犎犎犛


犞犞〉

〈犛犎犎犛

犎犎槡 〉 〈犛犞犞犛


犞犞槡 〉

（４）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圆极化相关系数可以很

好地区分人工地物与非人工地物，而线性极化相

关系数有助于提高非人工地物之间的区分能

力［５］。

同极化相位差和交叉极化相位差分别为：

ΔΦ犎犎犞犞 ＝ａｒｃｔａｎ
Ｉｍ 犛犞犞犛

（ ）犎犎

Ｒｅ犛犞犞犛
（ ）犎犎

（５）

ΔΦ犎犎犎犞 ＝ａｒｃｔａｎ
Ｉｍ 犛犎犞犛

（ ）犎犎

Ｒｅ犛犎犞犛
（ ）犎犎

（６）

　　不同散射机制的相位差不同，理想情况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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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极化相位差而言，偶次散射对应的相位差为

１８０°，奇次散射对应的相位差为０°，体散射介于二

者之间［６］。

上述４种特征参数通常被称为极化相干参

数，还有些非相干参数也可以描述目标的极化特

征，如总功率（ＴＰ）、同极化比（狉０）、交叉极化比

（狉狓）、交叉极化指数（ＸＰＩ）等。

ＴＰ＝σ
０
犎犎 ＋σ

０
犎犞 ＋σ

０
犞犎 ＋σ

０
犞犞 （７）

狉０ ＝
σ
０
犞犞

σ
０
犎犎

（８）

狉狓 ＝
σ
０
犎犞

σ
０
犎犎

（９）

ＸＰＩ＝
２σ

０
犎犞

σ
０
犎犎 ＋σ

０
犞犞

（１０）

式中，σ
０
狆狇表示以狆极化方式发射、狇极化方式接收

的回波信号功率。总功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区分

不同散射机制，一般偶次散射的总功率较强，而奇

次散射和体散射的总功率相对来说比较弱。交叉

极化比对体散射较为敏感；同极化比反映了目标

对犞犞 和犎犎 波的敏感差异程度。

１．２　定量评价指标

本文选取最佳特征组合指数因子和目标分类

因子两个指标对各极化特征的地物区分能力进行

定量评价。最佳特征组合指数因子（ＯＩＦ）
［７］的计

算公式为：

ＯＩＦ＝∑
狀

犻＝１

犛犻／∑
狀

犼＝１

狉犻犼 （１１）

式中，狀代表特征个数；犛犻代表第犻个特征的标准

差；狉犻犼代表特征犻和特征犼之间的相关系数。若

ＯＩＦ越大，则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越小，包含的信息

量越大，且信息冗余量越小，分类效果越好。

目标分类因子是一种距离因子，用来评价地

物目标的可分性，其计算公式为［６］：

犱犻犼 ＝
珔
χ犻－

珔
χ犼

σ犻＋σ犼
（１２）

式中，珔χ犻和σ犻分别表示第犻类的均值和方差。犱犻犼

越大，则第犻类与第犼类地物目标之间的可分性

越好，越有利于获得较高的分类精度。

２　典型地物极化特征实验分析

实验区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境内，地理范围为

１１７．０３°～１１７．２５°Ｅ，３６．０８°～３６．２６°Ｎ。实验区

内典型地物覆盖类型有人工建筑、道路、农田、林

地、水体以及少量裸地。实验数据采用日本宇航

局ＡＬＯＳ卫星搭载的ＰＡＬＳＡＲ传感器于２００６

０９２５获取的Ｌ波段全极化ＳＡＲ影像，其地面分

辨率约为２５ｍ。同时，还选取了２００６０９２３获取

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影 像 和 ２００５０５１７ 获 取 的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以及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影像作为辅助

数据，用作提取各种典型地物的样本数据。

计算极化特征前，先对影像进行滤波、辐射校

正、多视等预处理；然后，根据式（３）～（１０）计算极

化特征，并利用１″分辨率的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数据

对各极化特征影像进行几何校正，结果如插页Ⅱ

彩图１所示。为了便于对比分析，对同极化比、交

叉极化比、总功率和交叉极化指数进行了对数拉

伸，即转化为ｄＢ值表示，而交叉极化和同极化相

位差的单位为（°）。

考虑到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全极化影像的空间

分辨能力有限，本文选取了人工地物、农田、水体、

林地和裸地５种典型地物样本进行具体分析。选

取样本时，首先，参照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以及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影像确定地物类型；然后，对照ＴＭ 影像绘

制ＡＯＩ，ＡＯＩ分布情况如插页Ⅱ彩图２所示。利

用ＡＯＩ对极化特征影像进行裁剪，统计并绘制得

到各类地物样本在不同极化特征组合坐标系下分

布的散点图，如插页Ⅱ彩图３所示。

由插页Ⅱ彩图３可以看出５种典型地物的极

化特征分布情况。其中，人工地物的交叉极化相

位差都集中在０°和１８０°附近，圆极化相关系数在

０．４～１之间，要比其余４种地物大得多，而线性

极化相关系数却很低，在０．５以下。另外，由于人

工地物以二次反射为主要散射机制，其在各个极

化通道的后向散射强度都很大，总功率也很高，但

是极化通道间的比值却很低。总体来说，人工地

物最容易与其余４种地物区分开。

在４种非人工地物中，水体的圆极化相关系

数、线性极化相关系数、后向散射强度以及总功率

都表现为最低，只是在不同通道间的极化比值以

及相位差上易与农田产生混淆。

林地的相位差在０°～１８０°之间，其交叉极化

通道的后向散射强度较高，这主要是因为交叉极

化对体散射较敏感，而林地的散射机制以体散射

为主。另外，由于Ｌ波段波长较长，对植被冠层

的穿透能力较强，因而有可能会探测到树干与地

面形成的二面角反射，导致林地的同极化通道后

向散射强度也较高，但是由于介电常数较低，其后

向散射强度要弱于人工地物。

裸地与农田是５种地物中最不易区分的，这

有可能与农田的表面覆盖状态有关。由于实验数

据是在９月获取的，选取的农田样本处于收割状

态，植被覆盖率不高，导致雷达波探测的主要是植

９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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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下方的土壤，使得农田样本表现出的极化散射

特性与裸地相近。采用不同季节获取的多时相极

化ＳＡＲ数据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总体看来，人工地物最容易与其他地物类型

区分开。其余４种非人工地物中，林地可以通过

总功率或交叉极化后向散射系数提取，水体可以

通过总功率、同极化通道后向散射系数或线性极

化相关系数提取。在单时相影像上，农田和裸地

最难区分，它们只在线性极化相关系数和ＸＰＩ特

征上有所差别。

３　各极化特征的地物区分能力分析

本文统计了上述５种典型地物样本各种极化

特征的均值与标准差，结果如图１所示。柱状图

上方直线的长度表示标准差的大小。

由图１可以看出，５种地物的均值在线性极

化相关系数、总功率和ＸＰＩ３种特征上差别较大，

标准差在线性极化相关系数、圆极化相关系数、总

功率３种特征上最小。因此，从定性的角度初步

判断，线性极化相关系数、圆极化相关系数、总功

率和ＸＰＩ这４种极化特征具有较高的地物区分

能力。另一方面，交叉极化特征的地物区分能力

要高于同极化特征。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推断，

本文将上述１１种极化特征分成３组，并采用两个

定量指标对各组特征的地物区分能力进行了评

价，结果分别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表明，第一组极化特征（即ρ犚犚犔犔、ρ犎犎犞犞、

ＸＰＩ和ＴＰ）的ＯＩＦ值最大，这说明利用全极化数

据提取的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最低，包含的信息量

最大；而只利用两个极化通道数据提取的极化特

图１　各地物极化特征均值与标准差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表１　最佳特征组合指数因子

Ｔａｂ．１　ＯｐｔｉｍｕｍＩｎｄｅｘＦａｃｔｏｒｓ

特征组合 ＯＩＦ

ρ犚犚犔犔＋ρ犎犎犞犞＋ＸＰＩ＋ＴＰ ２５．２２６１

σ０犎犎＋σ０犎犞＋狉狓＋φ犎犎犎犞 １０．５７８４

σ０犎犎＋σ０犞犞＋狉０＋φ犎犎犞犞 ８．０３９３

征所得到的ＯＩＦ值相对较低，并且ＨＨ和ＨＶ通

道的组合要比 ＨＨ 和 ＶＶ通道的组合的ＯＩＦ值

略大，这充分说明了全极化ＳＡＲ影像可利用的信

息要比双极化影像的信息丰富。

表２　典型地物目标分类因子

Ｔａｂ．２　Ｔａｒｇｅ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地物类型

特征组合

ρ犚犚犔犔＋

ρ犎犎犞犞＋

ＸＰＩ＋ＴＰ

σ０犎犎＋σ０犎犞＋

狉狓＋

φ犎犎犎犞

σ０犎犎＋σ０犞犞

＋狉０＋

φ犎犎犞犞

裸地和农田 ４．５７２６ ０．２２２８ ０．２３９２

裸地和人工地物 １４．０５３９ ０．７６９３ ０．５１７３

裸地和林地 ５．６７５３ １．２２３０ ０．８２２６

农田和人工地物 １３．３６１７ ０．７７５５ ０．６６４８

农田和林地 ４．９１３７ １．１８３３ １．１００６

人工地物和林地 ９．５３９３ ０．２２７０ ０．４２６６

水体和农田 ３．０３９６ ０．４１１２ ０．４５６７

水体和林地 ３．１８７３ ２．２７００ １．７０８８

水体和人工地物 ８．８６３３ １．２５４１ ０．８８８５

水体和裸地 ４．３７８３ ０．６６１３ ０．７０５６

　　由表２可以看出，不同极化特征组合的地物

区分能力相差较大，而同一特征组合对不同地物

的区分能力也有所不同。从不同特征组合之间的

比较来看，利用４个通道的全极化数据提取的特

征组合，其地物区分能力最好，分类因子都在３以

上，最高可达到１４．０５３９，远大于两种双极化特征

组合的分类因子值；而仅用双极化数据提取的特

征，其分类因子多分布在０～１之间，最大的仅为

２．２７；两个双极化特征组合的地物区分能力相当，

其平均分类因子仅相差０．１５左右。由此可以看

出，总体上全极化数据对地物的区分能力要明显

优于双极化数据。

另一方面，对不同类型的地物两两比较，总体

上，人工地物与非人工地物之间的区别相对较明

显，其中人工地物与裸地的目标分类因子最大；非

人工地物之间，裸地和农田的区分能力较低。林

地可以利用 ＨＨＨＶ双极化特征来提取，这是因

为植被以体散射为主要散射机制，对交叉极化回

波较敏感，利用交叉极化通道的数据能够较好地

探测出植被。裸地或水体可以利用 ＨＨＶＶ 双

极化特征进行提取，这两种地物与雷达波作用产

生面散射，对同极化回波较敏感，因此能够被同极

化雷达波较好地探测到。

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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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上面选取的３组特征中，ρ犚犚犔犔、

ρ犎犎犞犞、犡犘犐和犜犘这４种全极化特征对地物的区

分能力最好。为了进一步验证这４种全极化特征

在城市地表覆盖分类中的应用潜力，本文采用支

持向量机分类方法对实验区进行分类，分类结果

如插页Ⅱ彩图４所示。

对分类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田和裸地有

一定混淆，这是由于实验数据为秋季获取的影像，

农田大多被收割，导致其极化特征与裸地很相似；

人工地物的提取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尤其可以将

面积较小且在ＴＭ上不明显的城镇很好地提取出

来；山地地区的分类结果并不准确，这是由于山地

地形起伏复杂，而目前缺少顾及地形起伏的全极化

ＳＡＲ影像辐射纠正算法，山区的辐射纠正结果效

果较差，造成了分类结果的不准确。对分类结果进

行定量的精度评价，得到混淆矩阵如表３所示。

表３　全极化特征分类结果混淆矩阵

Ｔａｂ．３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样本数据
参考数据

人工地物 裸地 农田 林地 水体 总和 使用者精度／％

检

测

结

果

人工地物 ４３ ３ ０ ４ ０ ５０ ８６．００

裸地 ０ ９ ３ ５ ０ １７ ５２．９４

农田 ０ ３ ２９ ４ ０ ３６ ８０．５６

林地 １３ ４ ５ ６７ ０ ８９ ７５．２８

水体 ２ ０ １ ２ ３ ８ ３７．５０

总和 ５８ １９ ３８ ８２ ３ ２００

生产者精度／％ ７４．１４ ４７．３７ ７６．３２ ８１．７１ １００

总体精度＝７５．５０％　　　ＫＡＰＰＡ＝０．６５１１

４　结　语

１）利用４个极化通道数据提取的圆极化相

关系数、总功率、交叉极化指数与线性极化相关系

数组合的特征所包含的信息量最大，信息间的冗

余程度最低，能够将人工地物、农田、水体、裸地和

林地这５种典型地物较好地区分开，尤其对人工

地物和非人工地物两大类的区分能力较强。

２）利用圆极化相关系数、线性极化相关系

数、总功率与交叉极化指数这４个全极化特征进

行城市地表覆盖分类，精度可达到７５．５％。其中

人工地物的提取精度最高，而裸地较容易与其他

地物相混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训练样本

及分类方法中各参数的选取恰当与否以外，还和

４种极化特征本身的地物区分能力有直接关系。

由于缺少实验数据，本文只对泰安地区Ｌ波

段全极化影像进行了实验分析，此结论对其他波

段影像以及其他地区的通用性还有待进一步验

证。因此，今后的研究一方面应着重于选取更加

有效的极化特征，并且还可以结合影像的纹理特

征、几何特征等多种信息，进一步提高地物区分能

力；另一方面，应采用不同波段、不同地区的ＳＡＲ

影像进行进一步实验，以便验证结论的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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