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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一化法消除全极化犛犃犚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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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中的不一致性问题，提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的归一化消除方法，并使用德国

普拉特灵地区的全极化星载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数据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表明，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中存在分解不一致

的现象，本文提出的归一化方法能够完全去除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的不一致性，即负功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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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化目标分解是解译地物目标和分析地物散

射机理的一种有效工具［１］，对地表覆盖类型的分

类算法和地球物理参数定量反演模型的发展都有

重要意义［２４］。极化目标分解主要包括基于单视

散射矩阵（犛矩阵）的相干分解和基于多视协方差

（犆矩阵）或相干矩阵（犜矩阵）的非相干分解。相

干分解主要包括 Ｋｒｏｇａｇｅｒ分解、Ｃａｍｅｒｏｎ分解，

非相干极化目标分解主要包括 Ｈｕｙｎｅｎ分解、特

征值分解（Ｃｌｏｕｄｅ分解）和基于模型的分解（Ｆｒｅｅ

ｍａｎ分解）。雷达影像中地物的散射实际上是多

种散射类型的叠加，基于模型的分解能最直观地

描述地物散射的物理过程，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Ｆｒｅｅｍａｎ首次提出了基于模型的非相干极化

目标分解方法［５６］，但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方法存在不

一致的现象，表现在分解之后表面散射分量、偶次

散射分量功率为负值［７９］，与实际不符，给地物目

标解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Ａｎ和 Ｘｉｅ等
［８］对

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中的不一致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

基于相干矩阵推导出了引起分解不一致的原因。

Ｌｅｅ和Ｔｈｏｍａｓ
［９］指出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中存在不一

致问题，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为此，本文

对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中的不一致问题进行了分析，在

此基础上，基于协方差矩阵归纳出了产生不一致

的原因，并提出了归一化方法来解决该问题。

１　犉狉犲犲犿犪狀分解

经过多视处理后的３×３全极化ＳＡＲ协方差

矩阵可以写成：

〈犆３〉＝

〈犛ＨＨ
２〉 槡２〈犛ＨＨ犛ＨＶ〉 〈犛ＨＨ犛


ＶＶ〉

槡２〈犛ＨＶ犛ＨＨ〉 ２〈犛ＨＶ
２〉 槡２〈犛ＨＶ犛ＶＶ〉

〈犛ＶＶ犛

ＨＨ〉 槡２〈犛ＶＶ犛ＨＶ〉 〈犛ＶＶ

２

熿

燀

燄

燅〉

（１）

式中，表示共轭；· 表示取模；〈·〉表示多视

处理。Ｆｒｅｅｍａｎ提出的基于模型的三分量分解将

协方差矩阵表示为表面散射、偶次散射和体散射

三种散射机理线性加权和的形式为［６］：

〈犆３〉＝犳狊犆狊＋犳犱犆犱＋犳狏犆狏 （２）

其中，犳狊、犳犱、犳狏 分别表示表面散射、偶次散射和

体散射三种散射机理的贡献；犆狊、犆犱 和犆狏 分别表

示表面散射、偶次散射和体散射协方差矩阵，

犆狊 ＝

β
２ ０ β

０ ０ ０

β


熿

燀

燄

燅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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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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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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熿

燀

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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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３ ０

１／

熿

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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燅３ ０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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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β分别为偶次散射和表面散射参数。则

协方差矩阵可以分解成如下形式：

〈犛ＨＨ
２〉＝犳狊 β

２
＋犳犱 α

２
＋犳狏

〈犛ＶＶ
２〉＝犳狊＋犳犱＋犳狏

〈犛ＨＨ犛

ＶＶ〉＝犳狊β＋犳犱α＋犳狏／３

２〈犛ＨＶ
２〉＝２犳狏／

烅

烄

烆 ３

（４）

可以看出，只有 ＨＶ对体散射有贡献，因此可以

直接估计其贡献。从式（４）的每一项中减去体散

射的贡献后，可得：

犪＝犳狊 β
２
＋犳犱 α

２，犫＝犳狊＋犳犱

犮＝犳狊β＋犳犱
｛

α
（５）

其中，

犪＝ 〈犛ＨＨ
２〉－３〈犛ＨＶ

２〉

犫＝ 〈犛ＶＶ
２〉－３〈犛ＨＶ

２〉

犮＝ 〈犛ＨＨ犛

ＶＶ〉－〈犛ＨＶ

２

烅

烄

烆 〉

（６）

　　根据Ｚｙｌ的研究
［１０］，可以用Ｒｅ（）犮 的符号来

判断是表面散射还是偶次散射机制在残余模型中

占优势，其中，Ｒｅ（ ）· 表示取复数的实部。当Ｒｅ

（）犮 ≥０时，说明表面散射机制占有优势，则α＝

－１，犳狊＞０，那么，

犳狊 ＝ 犫＋犮
２／（犪＋犫＋２Ｒｅ（）犮 ）

犳犱 ＝犫－犳
｛

狊

（７）

β＝ （犮＋犳犱）／犳狊 （８）

当Ｒｅ（）犮 ＜０时，说明偶次散射占有优势，则β＝

１，犳犱＞０，那么，

犳狊 ＝犫－犳犱

犳犱 ＝狘犫－犮狘
２／（犪＋犫－２Ｒｅ（）犮

烅
烄

烆 ）
（９）

α＝ （犮－犳狊）／犳犱 （１０）

同时，根据式（２）和式（３），表面散射功率（犘狊）、偶

次散射功率（犘犱）和体散射功率（犘狏）可分别表示

为：

犘狊 ＝犳狊 １＋ β（ ）２

犘犱 ＝犳犱 １＋ α（ ）２ ，犘狏 ＝８犳狏／
烅
烄

烆 ３
（１１）

２　不一致性分析

１）由式（５）可知，当犪＜０时，犳狊或犳犱 的值小

于０，而实际上，犳狊 和犳犱 作为表面散射和偶次散

射的贡献都必须大于０，这就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因此，犪＜０会造成分解的不一致。对于犫＜０亦

然。

２）由于体散射的功率分量主要由 犛ＨＶ
２ 贡

献，且体散射功率犘狏＝８ 犛ＨＶ
２，总功率Ｓｐａｎ＝

〈犛ＨＨ
２〉＋〈犛ＶＶ

２〉＋２〈犛ＨＶ
２〉，因此可能会

出现体散射过度估计的现象，即Ｓｐａｎ＜犘狏。由此

可以推知，在该种情况下，犪＋（ ）犫 ＜０。

３）当表面散射机制占有优势时，表面散射分

量功率大于０，但是，对于偶次散射功率来讲，可

能会出现犳犱＜０与实际不符的情况，因此，在犳犱

＜０时，根据式（７）和式（８）可以推知，犪犫＜ 犮
２。

４）当偶次散射机制占有优势时，偶次散射分

量所占的功率大于０，但是对于表面散射功率来

说，可能会出现犳狊＜０与实际不符的情况，因此，

在犳狊＜０时，根据式（９）和式（１０）可以推知，犪犫＜

犮 ２。

综合以上４点可知，只要满足式（１２）中的任

一条件时，都会出现分解不一致的现象，即负功率

问题。

犪＜０，犫＜０，犪犫＜ 犮 ２ （１２）

３　不一致性的归一化消除

根据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的不一致性分析，当犪＜０

或者犫＜０时，对应犳犱＜０和犳狊＜０，在该种情况

下，可以理解为表面散射分量以及偶次散射分量

无贡献，所有的功率集中在体散射分量上，因此，

可以设定体散射分量的功率为总功率，表面散射

和偶次散射的分量为零。当犪犫＜ 犮
２ 时，表面散

射机制占有优势，会出现偶次散射分量功率小于

零的情况；同样地，在偶次散射机制占有优势时，

会出现表面散射分量功率小于零的情况。为避免

该种情况发生，在犪犫＜ 犮
２ 时，对犮进行如下归

一化处理：

Ｒｅ（）犮 ｎｅｗ ＝Ｒｅ（）犮 ｏｌｄ 犪犫／ 犮槡
２

Ｉｍ（）犮 ｎｅｗ ＝Ｉｍ（）犮 ｏｌｄ 犪犫／ 犮槡
烅
烄

烆 ２

（１３）

其中，Ｉｍ（ ）· 表示取复数的虚部。归一化处理的

好处在于：① 从物理意义上讲，不改变原有地物

的主导散射类型。根据Ｚｙｌ的研究
［１０］，地物的主

导散射类型是表面散射还是偶次散射，由 Ｒｅ

（）犮 的符号决定，由式（１３）可以看出，归一化处理

后不改变Ｒｅ（）犮 的符号，因此，归一化法能保持原

有散射的类型。②从数学上讲，根据不一致性的

分析，犪犫＜ 犮
２ 时会产生分解不一致的现象，对犮

归一化处理后，能够使得犪犫≥ 犮
２，从而避免了

不一致现象的发生。综上所述，归一化法能在不

改变主导散射类型的情况下，完全去除全极化

ＳＡＲ影像分解不一致产生的负功率。使用归一

化方法的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流程如图１所示。

４　实验与分析

实验采用德国普拉特灵（４８°４６′０７″Ｎ，１２°５１′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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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归一化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的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ｒｅｅｍａ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Ｅ）地区的全极化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数据，影像大小

为方位向１５００像素、距离向１５００像素。该地区

主要包括林地、农田、城区以及水体等地物类型，

其Ｐａｕｌｉ合成图和对应的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影像如图

２所示。对该地区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的结果如图３所

示。

图２　实验区Ｐａｕｌｉ图和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图

Ｆｉｇ．２　Ｐａｕｌｉ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Ｉｍａｇｅｓ

图３　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ｒｅｅｍａ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从图３可以看出，分解出的表面散射分量主

要分布在农田区域，偶次散射主要集中在城区，体

散射主要表现在林地和城区中。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

后，表面散射、偶次散射和体散射中不一致性的点

数统计如表１中括号外的数据所示。可以看出，

分解的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表面散射分量有大量

负值功率点，体散射分量包含有大量过度估计的

点，偶次散射分量无负功率点。分别提取表面散

射不一致的点以及体散射过度估计的点分布图如

图４所示。

表１　不一致性点数统计

Ｔａｂ．１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分量 不一致性点个数 一致点个数 总个数／１０４

表面散射分量 ５１０８１２（０） １７３９１８８（２２５００００） ２２５

偶次散射分量 ０（０） ２２５００００（２２５００００） ２２５

体散射分量 ２９２２７０（０） １９５７７３０（２２５００００） ２２５

图４　表面散射和体散射不一致性点分布

Ｆｉｇ．４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从图４可以看出，表面散射不一致的点一部

分分布在散射类型主要为偶次散射的城区中，这

与之前分析的在主导散射类型为偶次散射的区域

会出现表面散射不一致性的结果相符；体散射过

度估计区域与表面散射一致，因为根据不一致分

析的结果，当表面散射与偶次散射的功率和为负

值时，会存在体散射过度估计的现象。使用归一

化的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的结果如图５所示，不一致性

点数统计如表１中括号内数据所示。

图５　归一化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ｒｅｅｍａ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从图５可以看出，归一化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后的

结果与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结果基本一致，但从表１中

括号内数据可以看出，使用归一化的方法能够完

全消除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中的不一致。为了定量验

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分别在图５所示的三分量合

成图中选取林地区域（犃）、城区（犅）、水体区域

（犆）以及农田区域（犇）进行分析。分别提取四种

地物的功率剖面，结果如封三彩图１所示。可以

看出：① 林地区域主导散射类型为体散射，但也

包含较多的表面散射，而偶次散射分量最少，主要

是由于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的波长较短，雷达波较难穿

透树木达到地表。② 在城区中虽有部分偶次散

射，但体散射分量仍占据大部分，一方面是因为城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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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建筑物与林地可能会有相同的后向散射信

号［１１］；另一方面，由于Ｆｒｅｅｍａｎ模型中体散射分

量主要由 犛ＨＶ
２ 分量贡献，而该分量实际上还包

括表面散射和偶次散射［１２］，致使城区中包含大部

分的体散射分量。③ 从农田区域的功率剖面可

以看出，尽管在农田区域有少部分的体散射分量，

但其主导散射类型仍为表面散射。④ 水体由于

其反射类型主要为镜面反射，后向散射系数较低，

因此在影像中表现为黑色。从其功率剖面也可看

出，虽然三种分量的功率较低，但仍包含有一定量

的体散射。选取样本对水体的各极化通道分量进

行分析，统计结果如图６所示。可以看出，水体在

各极化通道分量的值相差不大，根据式（６）可知，

该区域容易出现犪＜０或者犫＜０的情况，因而出

现了大部分偶次散射和表面散射为零的情形。

图６　水体区域各极化通道分量

Ｆｉｇ．６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ｓ

５　结　语

本文结果表明，Ｆｒｅｅｍａｎ分解中存在分解不

一致的现象，本文提出的归一化方法能够完全去

除由分解不一致产生的负功率现象。林地、农田

区域分解后的结果与实际基本相符，在城区中仍

存在偶次散射分量较少、体散射分量较多的现象，

且水体区域也出现了散射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也

就是说，归一化方法虽然完全消除了负功率现象，

但仍存在部分区域分解结果与实际地物散射机理

不符的问题，这种情况主要由 犛ＨＶ
２ 分量全部贡

献为体散射所致。因此，如何有效地削弱 犛ＨＶ
２

或者选取合适的体散射模型，以增强表面散射和

偶次散射，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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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ＳＡ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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