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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聚束模式犛犃犚影像干涉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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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成孔径雷达聚焦成像时，因地球旋转和传感器姿态控制误差而产生的非零多普勒中心在聚焦影像

方位线中引入了线性相位，因此在干涉处理时方位线不能作为基带信号进行重采样。为了确保相位信息在重

采样过程中不出现损失，一般采用内插核调制的方法完成方位线重采样。滑动聚束模式影像因成像的特殊

性，聚焦影像的多普勒中心分布更加复杂，其方位线为时变信号。分析了滑动聚束模式影像点目标的多普勒

历程，多普勒中心在方位线的变化规律，时变信号的内插方法，并通过模拟实验验证非零多普勒中心对内插精

度的影响，最后对ＤＯＲＩＳ软件重采样环节进行改进，即采用新的多普勒中心表达式对内插核进行调制完成影

像重采样，实现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滑动聚束模式影像的干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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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系统在过去的几年

里得到迅速发展，获取的海量数据可为光学遥感

提供重要的数据补充。与光学遥感不同，ＳＡＲ系

统是根据多普勒频移原理，利用接收到的相干回

波数据合成一个更大孔径的天线，从而实现了方

位向分辨率的提高。２００６年以来，陆续发射的

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卫星、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Ｒａｄａ

ｒｓａｔ２等卫星具备了聚束模式成像能力，影像分

辨率可达１ｍ
［１］。卫星成像模式的多元化也进一

步刺激了干涉技术的发展，干涉对象不再是单一

的条带模式数据，而是朝着多传感器多种成像模

式干涉的方向发展［２５］。Ｇａｔｅｌｌｉ首先在波数域空

间讨论了雷达影像干涉的必要条件；在此理论基

础上，Ａｒｎａｕｄ实现了 ＥＲＳＡＳＡＲ的干涉处理，

Ｂａｍｌｅｒ针对 Ｒａｄａｓａｔ卫星ＳｃａｎＳＡＲ成像模式，

提出ＳｃａｎＳＡＲ成像模式的多普勒中心频率估计

方法和干涉处理方法。Ｇｕｃｃｉｏｎｅ分析了Ｓｃａｎ

ＳＡＲ和ＩＭ 数据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相

应的配准方法，最后得到了 ＷＳＭ／ＩＭ 干涉图。

随着星载滑动聚束模式成像的实现，该类数据的

干涉与应用也成为研究的焦点。滑动聚束模式干

涉和传统的条带模式的主要差别在于滑动聚束模

式多普勒中心在方位向上是变化的［６，７］，进行重

采样时需要根据滑动聚束模式数据多普勒中心变

化规律对内插核进行调制，才能保证对影像插值

的正确性。本文着重探讨滑动聚束模式影像点目

标的多普勒历程，多普勒中心在方位线的变化规

律，用一次多项式拟合多普勒中心分布，并通过模

拟实验分析了非零多普勒中心对内插精度的影

响。在开源软件 ＤＯＲＩＳ基础上进行改进，完成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聚束模式影像干涉实验。

１　滑动聚束模式成像

滑动聚束成像模式是指雷达波束在成像过程

中始终照射成像区域的某个虚拟的焦点。在该模

式下，天线辐射区在地面的移动速度既不像条带

模式般与平台的速度相同，也不像聚束模式始终

停留在一个目标点上，而是介于条带模式与聚束

模式之间。该模式的优点就是通过对辐射区在地

面速度的控制实现影像方位向分辨率和成像面积

之间的平衡。

根据ＳＡＲ成像原理，方位向多普勒历程与成

像目标相对于卫星的径向速度有关。滑动聚束模

式成像时方位向上的点目标多普勒历程均发生变

化，如图１所示。图１中横轴为方位线时间狋，纵

轴为多普勒频率犳。其中彩色虚线代表方位线上

不同点目标的多普勒历程。黑色虚线表示方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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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点目标回波多普勒中心。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

参数文件所提供的雷达回波多普勒中心信息也证

明了这一点［８］，如图２所示。图２中多普勒中心

在距离向基本上不变，而方位向呈线性递减趋势，

变化范围为＋６０００～－６０００Ｈｚ。滑动聚束模

式通过该方法延长了方位向成像时间，增加了多

普勒带宽，进而提高了方位向分辨率。聚焦成像

后，其影像频谱也与条带模式不同，特别是干涉处

理时，需要考虑其频谱特性。

图１　滑动聚束模式点目标多普勒历程

Ｆｉｇ．１　Ｄｏｐｐｌ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ｉｎｔＴａｒｇｅｔｏｆ

Ｓｌｉｄｉｎｇ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ｅ

图２　滑动聚束模式原始回波信号多普勒

中心随时间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ｏｐｐｌｅｒ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ｅＲａｗＤａｔａ

在聚焦成像过程中，滑动聚束成像模式利用

方位参考函数点目标校正到零多普勒位置［９］。合

成孔径雷达成像后点目标表达式一般为［１０］：

狊犪犮（τ，η）＝犃０狆狉（τ－２犚０／犮）狆犪（η）×

ｅｘｐ（－犼
４π犚０

λ
）ｅｘｐ（犼２π犳犇犆η）

（１）

式中，犃０ 为常数；狆狉 为距离向冲击响应的幅度；

狆犪 为方位向冲击响应的幅度，均为Ｓｉｎｃ函数；τ、η
分别为方位向、距离向参考时间；λ为雷达波长；

犳犇犆为多普勒中心；犚０ 为传感器到点目标的零多

普勒距离。

式（１）中的包络表明，目标位于τ＝２犚０／犮，η

＝０处时，可见目标被校正至零多普勒位置；其指

数项表明ＳＡＲ距离线为基带信号，而方位线受到

犳犇犆的影响，若犳犇犆不为零，则导致聚焦复影像中

引入线性相位，其方位线不再是基带信号。然而，

滑动聚束成像模式与条带模式不同，其回波多普

勒中心犳犇犆在方位向并不是固定值，致使聚焦影

像方位线成为时变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方

位向采样频率不足，多普勒中心变化导致了影像

方位线频谱出现混叠效应，混叠区域中的每一信

号分量移至基本频率区域，如图３所示。但这并

不影响信号的正确重建。

图３　聚焦影像方位线频谱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ｔｒａ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ＦｏｃｕｓｅｄＡｚｉｍｕｔｈＳｉｇｎａｌ

滑动聚束模式影像的时频特性也可以通过方

位线的短时功率谱体现［１１］。图４为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

影像的１２８条方位线短时功率谱平均处理后的结

果。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功率谱峰值随方位向时

间变化，方位线类似于调频信号，进一步说明了方

位线为时变信号。尽管滑动聚束模式方位向采样

频率（即脉冲重复频率）要高于点目标的回波多普

勒带宽，但由于多普勒中心的变化，依然会出现图

４中方位线短时功率谱混叠的情况。所以针对方

位线进行插值处理时，必须考虑其频谱的特殊性，

选择正确的插值方法。

图４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滑动聚束模式影像

方位线短时功率谱

Ｆｉｇ．４　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Ａｚｉｍｕｔｈ

Ｌｉｎｅｓｉｎ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Ｓｌｉｄｉｎｇ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ｅＩｍａｇｅ

９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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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犛犃犚复影像内插核调制

图像配准和重采样基于配准参数将一幅复影

像经过重采样投影到另一幅复影像的图像空间，

并且要求没有信息损失，是ＳＡＲ干涉数据处理中

的关键步骤。因雷达复信号数据具有有限带宽，

复图像的实部和虚部均为高斯分布，为保存图像

的统计特性和相位信息，对实部和虚部分别进行

重采样［１２］。但ＳＡＲ影像重采样常用的插值函数

具有低通滤波器的性质，只能进行基带信号插值

（如ＳＡＲ影像距离线）。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认为采用Ｓｉｎｃ函数形式的插值方式没有信息损

失，但在数据处理时该函数产生截断，可能导致图

像失真。为了解决插值函数截断产生的振铃效

应，一般采用平滑窗对Ｓｉｎｃ系数加权或者优化后

的插值函数进行插值。如§１所述，非零多普勒

中心引入了线性相位，方位线频谱发生偏移，非零

多普勒中心为方位线频谱中心，进行重采样时仍

然使用这些插值函数易导致相位信息发生泄

露［１３］。非零多普勒中心对方位线重采样精度的

影响可以通过仿真实验来进行评估。本文参考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高分辨率模式（ＨＳ）成像参数

（脉冲重复频率为８２００Ｈｚ，多普勒带宽为７３２３

Ｈｚ），根据影像幅度服从瑞利分布，相位服从均匀

分布这一统计规律来模拟方位线信号，并通过低

通滤波处理生成具有相关性的随机复信号［１４］。

因卫星数据方位线过采样系数（脉冲重复频率与

多普勒带宽的比值）约为１．１，所以对模拟的信号

进行１１倍的过采样，得到参考信号μ，然后对参

考信号进行１０倍的降采样处理，再分别调制不同

的载频，获取测试信号μ狊。最后对信号μ狊进行内

插，得到估计信号μ^。插值相位误差即为φ＝ａｒｇ

［^μ·μ

狊 ］，调制不同载频所产生的插值相位误差

如图５所示。当测试信号为基带信号时，理论上

相位误差应该为零（如图５红线所示）；但事实上

依然会存在一些因插值核所产生的信息泄露造成

的相位误差（如图５（ａ）蓝线所示），其值一般很

小，可以忽略不计。而当测试信号调制为频带信

号时，信号频谱被搬移至高频端，此时具有低通滤

波性质的插值核频谱与测试信号频谱失配，插值

时信息将大量泄露，导致相位误差增大。图５

（ｂ）、５（ｃ）、５（ｄ）分别是调制了载频为８００Ｈｚ、

１６００Ｈｚ、２４００Ｈｚ的插值相位误差示意图。可

以看出，相位误差偏大；载波频率越高，相位误差

越明显，即多普勒中心值越大，其内插相位误差越

大。所以对非基带信号插值时，需要调制插值核

以适应不同的信号频谱。对于时变信号，其局部

信号频谱都是不同的。对此类信号内插时，插值

核也要不断做出调整，适应信号的局部频谱。

图５　不同多普勒中心（载频）插值相位误差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Ｅｒｒｏｒ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ｐｐｌｅｒ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模拟实验证明了多普勒中心是影像重采样正

确与否的关键参数，正确获取多普勒中心表达式

是重采样处理必不可少的一步。雷达回波多普勒

中心变化是由卫星姿态角速率和角加速度决定

的，由于卫星姿态的变化是缓慢且连续的，所以多

普勒中心频率在整景影像内不会出现跳变，在实

际的数据处理中，一般采用多项式进行拟合。考

虑到ＳＡＲ传感器性能的差异，多项式的阶数也可

以适当做出取舍。对于星载条带成像模式数据

（如ＡＳＡＲ，ＥＲＳ卫星），一般认为卫星方位向波

束姿态是不变的，多普勒中心仅在距离向发生变

化，其多项式可以简化为：

犳犇犆（τ，η）＝犪０＋犪１τ＋犪２τ
２ （２）

式中，犪０、犪１、犪２ 为多普勒中心相对于距离向时间

０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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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数项，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犳犇犆为多普

勒中心。

星载滑动聚束模式成像面积很小，如表１中

的数据只有１０ｋｍ×５ｋｍ的覆盖范围，所以距离

向多普勒中心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多普勒中心表

达式也可以简化处理。根据§１的分析可知，滑

动聚束模式聚焦影像的方位线类似于载频随方位

向时间变化的线性调频信号。所以滑动聚束数据

多普勒中心多项式一般为：

犳犇犆（τ，η）＝犪０＋犫０η （３）

式中，犫０ 为多普勒中心相对于方位向时间的一阶

导数。

式（３）仅适用于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的滑动聚

束模式数据。尽管可以从该卫星参数文件中提取

出更高阶的多项式，但由于该卫星姿态控制较好，

方位向多普勒中心近似于线性变化，使用一次多

项式拟合多普勒中心分布已经可以满足干涉精度

的需要［１５］。对于其他可进行滑动聚束模式成像

的卫星传感器，应根据多普勒中心变化情况来选

取合适的多项式阶数。对ＳＡＲ复影像进行干涉重

采样处理时，首先根据多普勒中心多项式计算对应

的每个采样单元的多普勒中心值（多普勒中心即为

方位向线频谱偏移量），再对方位线进行插值。常

用的非基带信号内插方法一般有两种：（１）将信号

先转到基带，插值后再将信号频谱搬移至初始中心

频谱；（２）将基带滤波器直接移至信号中心频谱处。

考虑到计算效率问题，工程应用中一般采用第二种

方法对内插核进行调制，具体公式为：

Ｋｅｒｓｈｉｆｔ＝Ｋｅｒ·ｅｘｐ（犼２π犳犇犆η） （４）

式中，Ｋｅｒ和Ｋｅｒｓｈｉｆｔ分别为调制前和调制后的插

值核。

采用插值核进行内插时，一般要在方位线上

选取邻域内６～８个像素与内插核进行卷积运算。

依据上述算法，完成影像重采样处理后，即可按照

常规的干涉方法及流程进行去平地效应、干涉图

滤波等处理。

３　实验分析

本文采用的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滑动聚束模式

影像拍摄地点为澳大利亚的艾尔斯巨石，周边为

荒漠平原，相干性好。利用ＤＯＲＩＳ软件进行影像

配准不存在问题。但是由于该软件的重采样模块

只支持条带模式影像，其多普勒中心表达式如式

（２），未考虑多普勒中心在方位向的变化。为实现

滑动聚束模式影像的干涉，依据前述内插核调制理

论实现滑动聚束模式重采样处理，即增加一个参数

犫０表示多普勒中心相对于方位向时间的导数，见表

１。重采样时根据多普勒中心表达式对方位线内

插核进行调制，进而实现方位线的内插。影像干

涉处理部分参数如表１所示，其中干涉对的垂直

基线为２３３．７ｍ，对应高程模糊度为３４ｍ。

表１　干涉数据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ａｔａ

拍摄时间 脉冲带宽
多普勒

带宽

脉冲重复

频率

首行多普勒

中心值

末行多普勒

中心值

方位向多普勒

导数犫０

影像中心多普

勒中心犪０

２００９０２２３ ３００ＭＨｚ ７３５８ ８３００ ３２２０．８ －３２１３．３ －８６０５．２ ３．７９８０８

２００９０２１２ ３００ＭＨｚ ７３２３ ８２００ ３２０８．３ －３２３０ －８５３７．８ －１０．８４３

　　根据§２所述重采样插值理论和方法，对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数据进行干涉处理，其结果如

图６所示。在不考虑方位向多普勒中心变化的情

图６　内插核调制后生成的干涉相位图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ｈａｓｅ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ｆｔ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ｂｙ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Ｋｅｒｎｅｌ

况下，沿用条带模式处理方法对实验数据重采样

后，再做干涉处理，结果如图７所示。两幅干涉相

位图均去除了平地效应。

图７　未进行内插核调制生成的干涉相位图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ｈａｓｅ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ｂｙ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Ｋｅｒ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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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巨石周围为荒漠平原，且干涉影像对的高

程模糊度为３４ｍ，平原区的相位值应该基本上保

持不变，如图６所示。而图７中出现了波状条纹，

并且图像下部区域现象较为明显。这是因为图７

在处理过程中没有考虑多普勒中心在方位向的变

化，影像下半部分的多普勒中心与重采样时默认

的多普勒中心值相差较大，从而产生了插值相位

误差。无论是模拟实验还是实际的数据处理，均

证明了滑动聚束模式多普勒中心在方位向的变化

是不可忽略的，否则会发生相位信息的混叠。

复相干系数也可作为衡量干涉图噪声的量化

标准，相干系数的取值范围为［０，１］。若复相干系

数趋近于０，表明失相干严重且相位噪声大；若相

干系数趋近于１，表明相干性好且噪声小。理论

上，如不考虑其他误差源，内插核与方位线频谱中

心差异对干涉图复相干性的影响为：

γ ≈１－
Δ犳
犅α

（５）

式中，Δ犳为插值核频谱中心与多普勒中心的差

值；犅α 为方位向多普勒带宽；γ为相干值。

实际上，影像中每个像元所对应的多普勒中

心都是不同的，对相干性的影响也不同，难以逐个

统计。本文利用相干系数分布图来衡量干涉图噪

声，如图８所示。调制与未调制内插核干涉对的

相干系数直方图相比较，可以看出内插核调制后

的相干系数得到明显提高。

图８　相干系数分布与内插核调制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Ｋｅｒｎｅ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由于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卫星空间基线一般在２００

ｍ以内，并且姿态控制水平较高，聚焦复影像中

心的多普勒中心一般接近于零，因此对于该卫星

的滑动聚束模式干涉处理，一般情况下无须考虑

距离向、方位向滤波。然而对于其他具备聚束模

式成像能力的ＳＡＲ卫星，其干涉处理可能更复

杂，则需要考虑采用距离向、方位向滤波以提高干

涉图质量［１６，１７］。

４　结　语

作为零多普勒投影的滑动聚束模式影像，其

干涉理论和处理流程与条带模式相同。但在影像

重采样时需要考虑因方位向多普勒中心变化而导

致的方位线局部频谱变化。本文在分析滑动聚束

模式影像点目标多普勒历程的基础上，根据方位

线信号频谱特性，基于ＤＯＲＩＳ软件实现了滑动聚

束模式的聚焦复影像的重采样。本文分析了不进

行内插核调制，不同多普勒中心所导致的相位插

值误差，通过模拟数据的对比分析，证明多普勒中

心在影像重采样时的重要性。实例干涉分析结果

表明，采用一次多项式描述滑动聚束模式数据多

普勒中心变化，可以确保辅影像在重采样过程中

相位信息的完整性，从而实现滑动聚束模式影像

的干涉。

欧空局哥白尼计划中的哨兵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Ａ增

加ＴＯＰＳＡＲ成像模式，其影像多普勒中心预计

与滑动聚束模式一样，在方位向也会发生变化，其

干涉处理方法也可以借鉴本文所述方法。

致谢：感谢ＩｎｆｏＴｅｒｒａ公司提供免费数据，感

谢Ｄｅｌｆｔ大学提供免费的ＤＯＲＩＳ软件用于本文

的实验分析。感谢夏耶博士，ＲａｍｏｎＨａｎｓｓｅｎ教

授对本研究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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