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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ＰＳＩｎＳＡＲ干涉测量技术中，主影像的选择直接影响后续的形变相位提取及沉降信息解算。在综合

考虑空间垂直基线、时间基线和多普勒中心频率对影像去相干影响的基础上，将三因素的相干性测度映射到

三维空间，构成三个质点，通过对三质点的质心的研究来衡量三因素对影像相干性的综合影响，构建一种新的

主影像选择模型。以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北京地区２８景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影像为试验数据，分别采用该模型及综

合最大相关系数模型进行主影像选择，并进行实际干涉处理，以生成干涉图及相干系数均值，对两种方法主影

像选取结果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与直接以去相干因素的相干测度乘积构建的综合相关系数模型相比，

该方法选取的主影像更为合理，与其他辅影像总体干涉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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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
［１］由于能逐步分离时序影像

大气延迟、轨道误差及ＤＥＭ 误差，在区域地表形

变探测上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为提高形变监测

精度，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通常使用二十几景甚至更多

影像，选择其中一幅为主影像，将其他影像与主影

像进行干涉计算。因此，主影像的选择优劣，直接

影响干涉图质量和后续的形变信息提取。

对于主影像的优化选取，目前主要围绕去相

干因素选择及模型组织形式两个方面进行。Ｚｅ

ｂｅｒ等
［２］指出引起时序ＳＡＲ影像失相干的因素

主要 为 时 间 基 线、空 间 有 效 基 线、多 普 勒

（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及系统热噪声；Ｆｅｒｒｅｔｔｉ等
［１，３］

在ＰＳＩｎＳＡＲ提出之初主要基于时间基线进行公

共主影像选取；Ｚｈａｎｇ
［４］等利用时空基线距的相

干性测度乘积进行主影像选择；Ｈｏｏｐｅｒ
［５］综合考

虑时空基线及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对ＳＡＲ影像相

干性的影响，利用三个因素相干测度乘积选取主

影像。陶秋香［６］等利用时空基线及多普勒中心频

率构建三基线矢量和最小模型进行主影像选择。

潘斌等［７］利用空间聚类思想对时空基线和多普勒

中心频率特征空间进行分析，选择主影像，但阈值

设定较为主观，聚类方法也不够严密。龙四春［８］

把ＧＰＳ数据融合在综合最大相干系数主影像选

取模型中以去除大气延迟影响。

在主影像选取时，去相干因素的模型组织方

式对主影像选择结果也有较大影响。应用较多的

综合相关系数模型及三矢量和模型等，分别以不

同去相干因素相干性测度的乘积或加和形式构建

主影像选取模型，以综合衡量时空间基线和

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差对影像间的相干性总体影

响。但在表达多参数综合作用时，不论直接从参

数和还是参数乘积的角度去衡量，以往研究均未

给出完备的数学推理［２９］。为了构建更优的主影

像选取模型，本文对去相干因素组织形式进行研

究，根据质心思想，经过数学推导，提出一种去相

干因素组织表达新方法，在采用相同去相干因素

的前提下，通过与综合最大相干系数主影像选取

方法的对比分析，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１　犛犃犚影像去相干因素分析

在ＰＳＩｎＳＡＲ干涉测量中，主辅影像相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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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干涉测量结果越可靠；反之，去相干越严重，

形变监测能力越差。除因重复轨道干涉测量引起

的时间去相干外，电磁波穿过路径的大气特征和

几何成像位置等均会导致影像去相干。时间基线

越长，两次成像地表形变及气候条件差异越大，去

相干越严重；空间基线越大，雷达对地面入射角差

异越大，几何去相关越严重；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差

异越大，去相干也越严重。干涉对相干性主要受

雷达系统热噪声、时空基线距、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

的影响。因此，从时序ＳＡＲ影像中选取主影像，

需综合考虑各去相干因素的影响，选择一幅与其

他影像总体相干性最大的影像。

时空基线、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率差对影像间相干性

的数值测度，用分段函数表达：

犳（狓，犪）＝
１－

狓
犪
，狓＜犪

０，狓≥

烅

烄

烆 犪

（１）

式中，狓为去相干因素；犪为去相干因素对应临界

值；犳（狓，犪）为该去相干因素对影像间的相干性测

度。

当基线距及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率差小于对应临界值

时，取值越大，影像间相干性越小；当超过临界值

时，相干性测度为０，完全失相干。临界值与ＳＡＲ

影像类型相关，空间垂直基线计算公式为犅犆＝

λρ／２犚ｃｏｓ
２
θ，ＡＳＡＲ影像空间垂直基线为９３５ｍ，

时间基线多为６～９ａ，ＡＳＡＲ影像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

频率差临界值为１６５２Ｈｚ。

犳（犜，犜犮）、犳（犅，犅犮）、犳（犇，犇犮）分别表示两幅

影像间的时间基线、空间有效基线以及Ｄｏｐｐｌｅｒ

频率差的相干性测度。

系统热噪声主要由雷达系统增益、天线特性

等固有特性决定，对固定雷达系统而言，系统热噪

声对所有ＳＡＲ影像去相干程度一致，因此在主影

像选择时，可不加以考虑，也可设为常值。

２　改进的最优主影像选取模型

２．１　综合最大相关系数模型

选定参与主影像选择的去相干因素之后，将

去相干因素以一定的形式进行组织，通过计算，选

择一幅与其他影像总体相干程度最高的主影像，

以达到最优总体干涉效果。由去相干因素相干性

测度表达式（１）可知，在临界基线取值范围内，三

种去相干因素与相干性测度呈单调递减关系。应

用广泛的综合最大相干系数方法正是据此利用所

有辅影像与待选主影像的去相干因素相干性测度

乘积和的形式构建模型，进行主影像优化选取，如

式（２）：

ｍａｘ（γ犿）＝ｍａｘ（∑
犖

犽＝１

犳（犜
犽，犿，犜犮）

α·

　　犳（犅
犽，犿，犅犮）β·犳（犇

犽，犿，犇犮）
θ） （２）

式中，犖 为影像数；犿 为待选主影像；犜犽
，犿、犅犽

，犿、

犇犽
，犿为第犽 景与第犿 景影像的时、空基线距及

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差；而犜犮、犅犮、犇犮 表示两幅影像

时空基线距及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率差临界值；α、β、θ为各

因素去相干指数因子，代表贡献权重，解决各因素

对相干性贡献程度不一致的问题。

这种以相干性测度乘积的形式构建的主影像

选取模型及后来提出的三基线加和求最小的主影

像选择模型，均可获得相对不错的效果；但在综合

衡量去相干多种因素总体影响时，不论单纯从参

数加和还是乘积的角度去衡量，相关研究并未给

出完备的数学推理依据。

２．２　本文主影像选择模型

本文在已有模型基础上，通过完整数学推导，

构建一种去相干因素组织新方法，进行主影像优

化选择。本文侧重于多种去相干因素相干性测度

组织方法的研究。为便于对比本文方法和综合最

大相关系数方法中去相干因素组织形式对选取结

果的影响，在两种方法中分别采用相同的去相干

因素，即均设定系统热噪声为常数，选择传统时间

基线、空间垂直基线和多普勒中心频率进行主影

像选取试验。

物理学中，常利用物体质心来代替物体所有

点进行研究，以忽略物体复杂形状给研究带来的

不便。由于时空基线距及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率差中单个

因素与影像间的总体相干测度均呈单调关系，且

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因此可将三个去相干因素

视为特征空间中的三个质点，借鉴质心思想，利用

三个质点的质心代替三个独立质点，研究去相干

因素对影像间的总体去相干影响，进而推导一种

新的去相干因素组织模型，来衡量该景影像与待

选主影像的综合相干性测度。

将时间基线、空间垂直基线及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率

差的相干测度映射到三维立体空间。如图１所

示，坐标轴分别为犜 测度、犅测度及犇 测度。三

坐标轴上的点（犳（犜
犽，犿，犜犮），０，０）、（０，犳（犅

犽，犿，

犅犮），０）及（０，０，犳（犇
犽，犿，犇犮））分别表示第犽景与

第犿 景影像的时间基线相干性测度、空间基线相

干性测度以及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差相干性测度。

为了综合衡量三个相互独立的相干测度的总

体影响，计算三个相干测度的质心，利用质心衡量

５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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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相干测度。同时考虑到时空基线以及

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差对影像去相干贡献的差异，

引入不同去相干因素的贡献权重，在立体空间中，

权重视为三个质点对应的质量，而三个相干性测

图１　第犽景与犿 景的相干性测度三维空间

Ｆｉｇ．１　３ＤＳｐａｃｅｏｆｔｈｅ犽ａｎｄ犿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

度为对应矢径。

　　设时空基线距、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率差的权重分别

为δ、ε、φ，根据质心计算公式，第犽景与第犿 影像

的相干性测度的质心犣犽，犿位置如式（３）。由于质

心犣犽，犿的三个坐标轴的值均为对应的相干性测

度，因此质心到原点的距离，即为第犽景与第犿

景影像的综合相干测度如式（４）。

本文根据质心思想构建主影像选取模型，以

与其他影像综合相干测度最大为原则进行主影像

选择，模型表达如式（５）。ＰＳＩｎＳＡＲ干涉测量一

般要求不低于２５景影像。衡量影像是否为最佳

主影像时，在满足ＳＡＲ影像完全不相干数量最少

的前提下，要求根据本文模型计算得到主影像与

其他辅影像总体相干性测度最大。

犣犽，犿 ＝
δ（犳（犜

犽，犿，犜犮），０，０）＋ε（０，犳（犅
犽，犿，犅犮），０）＋φ（０，０，犳（犇

犽，犿，犇犮））

α＋β＋θ
＝

　
（δ犳（犜

犽，犿，犜犮），ε犳（犅
犽，犿，犅犮），φ犳（犇

犽，犿，犇犮））

δ＋ε＋φ
（３）

Γ犽，犿 ＝
δ
２
犳（犜

犽，犿，犜犮）
２
＋ε

２
犳（犅

犽，犿，犅犮）
２
＋φ

２
犳（犇

犽，犿，犇犮）
２

槡 ）

δ＋ε＋φ
（４）

ｍａｘ（Γ犿）＝ｍａｘ（∑
犖

犽＝１

Γ犽，犿）

ｉｆ　（犜
犽，犿
＜犜犮牔犅

犽，犿
＜犅犮牔犇

犽，犿
＜犇犮）

　Γ犽，犿 ＝
δ
２
犳（犜

犽，犿，犜犮）
２
＋ε

２
犳（犅

犽，犿，犅犮）
２
＋φ

２
犳（犇

犽，犿，犇犮）
２

槡 ）

δ＋ε＋φ

ｅｌｓｅ　Γ犽，犿 ＝０ （５）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选取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年北京地区２８景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降轨影

像进行主影像选择试验，影像覆盖北京平原区，研

究区范围为８０ｋｍ×１００ｋｍ，并以综合最大相关

系数模型为对比试验。

３．１　本文模型及综合相关系数模型结果

以处于时间中间的第１５景（２００７年９月５日获

取）影像为参考基准，计算其他２７景影像与参考基

准的时空基线距以及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率差，如图２所示。

图２　影像集时空基线距及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差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ｃ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Ｄｏｐｐｌ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ｅｔ

　　图２中，影像空间基线距最大为１６２７．３ｍ；

时间基线最大达１９２５ｄ；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差最

大为８１．４４４Ｈｚ。结合雷达系统参数，计算空间

垂直基线及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差临界值，分别为

９３５．４７８ｍ及１６５２．４１６Ｈｚ。对于时间基线，认

为６ａ内影像间相干性可以接受，但在长时序地

６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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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形变监测中一般没有具体上限。试验数据最大

基线距及对应系统临界值见表１。影像最大空间

垂直基线超过临界值９３５．４７８ｍ，最大Ｄｏｐｐｌｅｒ频

率差８１．４４４Ｈｚ，远小于临界值１６５２．４１６Ｈｚ。为

提高相干性测度数值表达的准确性，试验时，分别

选择９３５．４７８ｍ、１９２５ｄ及８１．４４４Ｈｚ作为模型中

时空基线及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率差临界值犅犮、犜犮、犇犮。

表１　犃犛犃犚系统临界值及试验数据最大基线

Ｔａｂ．１　ＡＳ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ａｎｄＭａｘ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ｏｆ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空间垂直基线／ｍ
时间基线

／ｄ

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率

差／Ｈｚ

影像系统临界值 ９３５．４７８ 无 １６５２．４１６

试验数据最大基线 １６２７．３ １９２５ ８１．４４４

　　根据式（２），利用综合最大相关系数模型选取

主影像。权重因子α、β、θ分别取（１，１，１）、（２，１，

１）、（１，２，１）、（１，１，２）、（２，２，１）、（２，１，２）、（１，２，

２）、（２，２，２）８种组合，分别以１～２８景影像为待

选主影像，计算８组权重组合下的综合相关系数

γ犿，以及８组权重组合下的综合相关系数均值，并

对２８景影像的综合相关系数均值进行大小排序。

图３（ａ）为８组权重组合下，各影像为待选主影像时

的综合相关系数γ犿 以及８组综合相关系数均值曲

线图；图３（ｂ）为各影像综合相关系数均值由大到

小排序曲线。从图３（ａ）可以发现，虽然不同权重组

合下三种去相干因素的综合相关系数数值及变化

曲线细节存在差异，但９条曲线总体变化趋势一致

性较好，模型计算结果稳定；８组权重组合变化曲

线及均值曲线均显示第２２景影像的综合相关系

数最大，排序为１，为该方法选取的最优主影像。

图３　综合相关系数模型主影像选择选取结果

Ｆｉｇ．３　Ｍａｓ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根据式（５），δ、ε、φ按照前文中８组权重组合

取值，利用本文方法分别计算各影像为待选主影

像时８组权重下的综合相干性测度Γ犿，以及８组

权重综合相干性测度均值，并对２８景影像综合相

干测度均值进行排序。同时根据 ＡＳＡＲ雷达系

统去相干临界值，计算各景影像为待选主影像时，

与其他辅影像间的失相干个数。图４（ａ）为８种

权重组合下的综合相干测度以及８组综合相干测

度均值的变化曲线，图４（ｂ）为对２８景影像的综

合相干测度均值由大到小的排序序号图。从图４

中可以看出，８组权重下，２８景影像综合相干测度

曲线虽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是总体变化趋

势非常一致，均在第２０景影像处获得最大值，表

明本文模型较为稳定，权重取值差异不会导致主

影像选择结果的显著不同。

根据本文方法计算得到的综合相干测度均值

图４　本文模型主影像计算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ａｓ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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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其他影像的不相干个数，进行主影像选取。

如图５所示，第２０景影像与其他影像不相干个数

为０，且综合相干测度均值最大，排序为第１，表明

该影像与其他影像总体相干度最好，该景影像即

为本文模型计算得到的最优主影像。对于综合相

关系数模型选取的第２２景影像，根据本文方法计

算结果，总体相干测度排序仅为第４，且与第４景

影像空间基线距超过临界值，完全失相关，因而第

图５　各影像综合相干测度均值排序

序号及不相干个数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ｒ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

Ｉｍａｇｅｂ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２０景影像与其他影像的总体干涉效果优于第

２２景。

３．２　本文模型及综合相关系数模型结果对比

为定量评价第２２及第２０景影像与其他影像

的总体干涉效果，分别以这两景影像为主影像做

干涉计算，干涉图如图６所示。分别对以第２２及

第２０景影像为主影像时，与其他辅影像的时空基

线距及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频率差最大值、最小值、均方

差，以及所有干涉对相干系数均值进行统计，统计

结果见表２。图６（ｂ）中干涉条纹更加明显，总体

干涉视觉效果优于图６（ａ）。从表２中的统计结

果可以发现，第２０景为主影像时，相干系数均值

也大于第２２景影像，时空基线距及Ｄｏｐｐｌｅｒ中心

频率差的最大值均小于第２２景影像为主影像时

的对应值，进一步表明第２０景影像与辅影像间的

总体干涉效果优于第２２景影像。试验结果表明，

本文利用质心思想，将三去相干因素投影到三维

空间，以三个质子的质心代替三去相干因素进行

完备的数学推导和模型组织，构建去相干因素组

织模型，在衡量三去相干因素对影像去相干的总

体影响时，与传统直接以去相干因素乘积进行描

述的方法相比更为合理。

图６　第２２景及２０景影像为主影像的干涉图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Ｎｏ．２０ａｎｄＮｏ．２２

表２　第２２景及２０景影像为主影像时相关参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Ｎｏ．２０ａｎｄＮｏ．２２

影像编号 基线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相干系数均值

综合相关系数

模型结果编号２２

犜 １６４５ ６８１．２５ ６２１．９９

犅 ９３７．８５２４ ３２０．７７３３ ２６３．４７８５ ０．２７７０６５

犇 ６１．１７９２ １０．３９３２ １１．０９５２

本文模型结果

编号２０

犜 １５７５ ６４８．７５００ ５８９．６３６８

犅 ８６１．３３７９ ３５６．９３１２ ２４２．３８２９ ０．３９４０４３

犇 ５８．５４８３ １０．２０５２ １１．４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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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１）在传统去相干因子的基础上，本文将每景

影像与待选主影像的三个相干性测度映射到三维

空间，将在立体空间的投影视为三个质点，利用质

心代替三个质点来衡量三个相干性测度的综合作

用，构建了一种新的去相干因素组织模型。与综

合相关系数模型相比，本文模型选择得到的主影

像与其他影像总体干涉效果更好。

２）在相同去相干因子的基础上，本文以质心

思想推导的去相干因子组织模型进行主影像优化

选择，选取效果优于传统直接以去相干因子乘积

进行主影像选择的效果，表明本文模型去相干因

素组织方式较传统模型更为合理。

３）在不同权重组合下，本文模型均可获得一

致的主影像选取结果，表明本文模型是稳定和可

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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