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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遥感数据可以有效地估测平均树高、生物量、蓄积量等森林生物学参数。但是

遥感数据精度易受ＳＡＲ系统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造成森林参数反演精度降低甚至异常。遥感系统的全链路

模拟可以将遥感过程的各类影响因素解耦，获取大量具有指定参数特征的遥感数据，有利于对不确定性因素单

独或联合分析。建立了ＳＡＲ三维森林场景全链路模拟模型，基于ＥＳＡＲ样地参数及数据验证了模型的有效

性，并以森林高度反演这一典型的林业应用为对象，定量分析了运动补偿残余相位误差这一典型的ＳＡＲ系统

不确定性因素对反演精度的影响程度，得到了残余相位误差与高度反演ＲＭＳＥ测量结果之间的关系曲线。

关键词：合成孔径雷达；森林高度反演；全链路模拟；ＲＭＳＥ测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ＴＰ７９　　　　文献标志码：Ａ

　　利用合成孔径雷达（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

ｄａｒ，ＳＡＲ）遥感手段进行森林调查和制图已成为

一种有效的途径。森林资源的定量反演建立在掌

握地理学和生物学规律的基础上，是根据ＳＡＲ观

测信息和森林微波散射模型求解或推算描述森林

生物学应用参数的过程。反演的困难在于应用参

数往往不是反映遥感数据特征的主导因子，只与

遥感信息弱相关［１］。因此，遥感过程每个环节引

入的误差、不稳定等因素都会对定量反演精度造

成影响，导致反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２］。ＳＡＲ系

统不确定性因素对传统ＳＡＲ应用（以图像辐射性

能为主要对象）的影响已得到了大量的研究和分

析［３］。但是，林业遥感应用不仅对图像的辐射精度

有要求，更对图像的相位精度（特别是干涉精度、极

化精度）有较高要求，而目前从森林参数反演精度

出发对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定量分析仍较为欠缺。

目前，分析ＳＡＲ系统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反演

精度影响的方法主要有基于实测数据和基于模拟

数据两种。实测数据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从影像出发难以解耦，因此分析结果可能耦合各

类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且数据来源有限，难以

获取误差量的确切值。而通过数据模拟可解决这

一问题。一方面，在模拟过程中，便于将各种不确

定性因素解耦，可以分别进行模拟，也可以联合模

拟，有利于对不确定性因素单独或联合分析；另一

方面，采用模拟的手段可以获取大量的可变参数

的遥感数据，可弥补实测数据的不足，有利于建立

不确定性因素与反演精度之间较完整的定量化关

系。其中，文献［４，５］采用ＰｏｌＳＡＲｐｒｏｓｉｍ
［６］模拟

的方式分别分析了通道不平衡对极化干涉性能和

森林高度估计的影响，以及极化串扰和通道不平

衡对极化相干最优的影响。

但是，基于模拟数据的分析结果其可靠性建

立在模拟模型的准确度之上。ＰｏｌＳＡＲｐｒｏｓｉｍ是

典型的ＳＡＲ林业遥感模拟软件，采用ＳＡＲ图像

直接模拟的方式，且点扩展函数为二维高斯函数，

获取的模拟数据较为理想。而ＳＡＲ系统的各项

不确定性因素属于遥感数据的获取阶段，其影响

首先作用于ＳＡＲ回波信号，在信号处理过程中，

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被纠正或放大，并传递至

ＳＡＲ图像中。在理想的ＳＡＲ图像中加入不确定

性因素的影响，与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阶段不符，

分析结果很可能受模拟数据精度的影响。

本文首先建立了极化ＳＡＲ三维森林场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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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数据的全链路模拟模型，采用了基于方位时域

的ＳＡＲ回波信号模拟方法，考虑了各类不确定性

因素对回波信号的作用，在作用源头对不确定性

因素进行了描述，与实际遥感系统的工作过程一

致；然后基于ＥＳＡＲ样地数据及实测数据对模拟

模型进行了验证；最后以全链路模拟模型为基础，

以森林高度反演这一典型林业应用为对象，定量

分析了运动补偿残余相位误差这一典型的ＳＡＲ

系统不确定性因素对反演精度的影响程度。

１　全链路模拟模型

本文讨论的极化ＳＡＲ三维森林场景遥感数据

的全链路模拟包括三个步骤。首先，综合考虑地

形、林木分布、林木大小以及单木生长结构，建立林

分的几何模型；其次，根据三维森林冠层内各个散

射介电粒子的大小、指向角、雷达的频率以及电磁

波入射和出射方向，并采用合适的散射模型计算每

个散射介电粒子的多极化后向散射系数；然后建立

极化ＳＡＲ信号模型，充分考虑ＳＡＲ系统的各类不

确定性因素，包括运动特性、天线特性、接收机特

性、极化特性等，模拟生成极化ＳＡＲ回波数据，并

通过成像聚焦获取三维森林场景极化ＳＡＲ图像。

１．１　树木几何模型

本文采用整体几何结构模型构造单木三维结

构［７］。该方法提供从树根到树叶的任意路径，通

过树木分叉的数目、分叉的角度、树枝长度、半径

变化和各种扰动来构造模型，从整体结构出发用

若干参数对树木造型进行控制。树木关键参数

（胸径、冠层厚度、枝叶大小等）的计算均通过生物

学公式或经验值获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所构

造树木的生物特性，同时采用递归迭代的计算方

法保证了计算机处理的高效性。树木建模效果如

图１所示。树木生长位置在林分尺度内采用蒙特

卡罗随机获得，相邻树木之间保持合理的间距。

图１　树木建模过程及效果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

１．２　微波散射模型

与可见光、近红外相比，微波波段的穿透性较

强，与森林发生电磁作用时，能够穿透树冠与枝

干、地表面发生作用，形成多种散射机理［６，８］，如

图２所示。

图２　森林微波散射机理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Ｆｏｒｅｓｔ

图２中，１表示地表的面散射，用犛犵表示；２

表示树体（干、枝、叶）的直接散射，用犛狋表示；３表

示地表散射波作用于树体后返回雷达的二次散射

（ｄｏｕｂｌｅｂｏｕｎｃｅ），用犛犵狋表示；４表示树体散射波

作用于地表后返回雷达的二次散射，用犛狋犵表示；５

表示地表散射波被树体散射后又与地表发生作用

后返回雷达的多次散射，用犛犵狋犵表示。

不同的散射介电粒子根据几何尺寸的大小选

择不同的单粒子散射模型［８］。对于粗大枝干，采用

有限长介电圆柱体（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模型计

算单体散射［８］；对于细小枝干和针叶片，采用ＧＲＧ

近似（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Ｇａｎｓ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的针

状体模型计算单体散射［８］；对于阔叶片，采用ＧＲＧ

近似的圆盘体模型计算单体散射［８］。

１．３　极化犛犃犚信号模型

由ＳＡＲ工作原理可知，一个脉冲的回波信号

可表示为考虑一定微波散射特性、具有幅度衰减

和时间延迟的发射信号［９］：

狊狆狇犽 狋犪，狋（ ）狉 ＝犃
狉
犽（狋犪）犃

犪
犽（狋犪）σ狆狇犽 ·

ｅｘｐ －ｊ４πτ犽（狋犪）犳［ ］犮狊狋狉－τ犽（狋犪）－Δ犜犽（狋犪（ ））

（１）

式中，狆狇分别为犺极化或狏极化；狊狆狇犽 （狋犪，狋狉）为第犽

个散射粒子的回波信号；狋犪 表示方位向慢时间；狋狉

表示距离向快时间；犃狉犽（狋犪）为考虑了包括距离衰

减、天线方向加权、系统损耗等因素的雷达方程因

子；σ狆狇犽 为散射粒子的极化散射系数；τ犽（狋犪）为散射

粒子距离延迟；犳犮为发射信号载频；狊（狋）为发射信

号形式；犃犪犽（狋犪）表示大气衰减因子；Δ犜犽（狋犪）为大

气附加延迟。

根据森林微波散射模型，森林场景可看成是大

量散射介电粒子组成的，整个森林场景的回波信号

就是各个散射介电粒子回波信号的相干叠加：

狊狆狇 狋犪，狋（ ）狉 ＝∑
犓

犽＝１

狊狆狇犽 狋犪，狋（ ）狉 （２）

４５１



　第４０卷第２期 孙晗伟等：ＳＡＲ残余相位误差对森林高度反演影响的全链路模拟与分析

其中，犓 为森林场景的散射粒子个数。

结合极化串扰模型、极化通道不平衡模型、极

化偏转模型、接收机热噪声模型，最终全极化

ＳＡＲ三维森林场景遥感回波信号可以写成如下

的矩阵形式：

犛犺犺 狋犪，狋（ ）狉 犛犺狏 狋犪，狋（ ）狉

犛狏犺 狋犪，狋（ ）狉 犛狏狏 狋犪，狋（ ）［ ］
狉

＝

１ δ狉１

δ狉２ 犳
［ ］

狉

ｃｏｓφ（狋犪） －ｓｉｎφ（狋犪）

ｓｉｎφ（狋犪） ｃｏｓφ（狋犪
［ ］） ·

狊犺犺 狋犪，狋（ ）狉 狊犺狏 狋犪，狋（ ）狉

狊狏犺 狋犪，狋（ ）狉 狊狏狏 狋犪，狋（ ）［ ］
狉

ｃｏｓφ（狋犪） ｓｉｎφ（狋犪）

ｓｉｎφ（狋犪） ｃｏｓφ（狋犪
［ ］）·

１ δ狋１

δ狋２ 犳
［ ］

狋

＋
犖犺犺 狋犪，狋（ ）狉 犖犺狏 狋犪，狋（ ）狉

犖狏犺 狋犪，狋（ ）狉 犖狏狏 狋犪，狋（ ）［ ］
狉

（３）

式中，δ狋１、δ狋２表示发射过程极化串扰；δ狉１、δ狉２表示

接收过程极化串扰；犳狋、犳狉 分别表示发射和接收

通道的极化不平衡；φ狋（ ）犪 为不同方位脉冲时刻的

极化偏转角；犖狆狇为不同极化通道的热噪声。式

（３）可以较完整地描述极化ＳＡＲ回波信号，实现

了ＳＡＲ遥感系统的全链路模拟。

２　模型验证

本文采用ＤＬＲ（德国宇航中心）ＥＳＡＲ系统

获取的森林样地观测数据作为比较对象，根据Ｅ

ＳＡＲ系统参数和实测样地参数，采用本文的模拟

模型生成极化ＳＡＲ森林干涉图像对，利用相位

幅度联合反演法［１０］分别基于模拟数据和实测数

据反演树木高度，对比反演结果。

２．１　犈犛犃犚实测数据及参数

实测数据为ＥＳＡＲ系统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１

日通过重轨飞行获取的极化干涉ＳＡＲ影像数据

（如图３所示），试验区位于德国南部城市Ｔｒａｕｎ

ｓｔｅｉｎ附近，地表实测数据覆盖１２３ｈｍ２的２０个样

地，树种以针叶松（云杉、冷杉）为主。ＥＳＡＲ系

统参数如表１所示。

图３　样地区域划分及ＥＳＡＲ样地极化干

涉ＳＡＲ影像对

Ｆｉｇ．３　ＥＳＡＲＰａｕｌｉ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ＰｌｏｔｓＤｉ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表１　犈犛犃犚系统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ＳＡＲ

参数 取值 参数 取值

飞行高度 ３０２４ｍ 入射角 ５０°

飞行速度 ９８．９ｍ／ｓ 脉冲重复频率 ４００Ｈｚ

信号带宽 １００ＭＨｚ 采样率 １１０ＭＨｚ

分辨率 １．５ｍ×３ｍ 波段 Ｌ（１．３ＧＨｚ）

水平基线 ４．３５ｍ 垂直基线 ０．０６７ｍ

极化串扰度 －３０ｄＢ
极化通道

不一致性

幅度±１ｄＢ，

相位±１０°

２．２　森林高度反演对比

样地平均树高３０ｍ。模拟参数采用ＥＳＡＲ

系统参数，样地面积为４ｈｍ２，密度为１６２株／

ｈｍ２。根据样地参数，按照§１．１的模型获取林分

分布和单株树木几何结构，根据ＥＳＡＲ系统参数

按照§１．２和§１．３的模型分别计算样地林分的

微波散射和主从阵元极化ＳＡＲ回波信号，并采用

ＣＳ（ｃｈｉｒｐｓｃａｌｉｎｇ）成像算法进行距离向和方位向

聚焦处理，最终得到主从阵元模拟图像。

分别基于实测影像和模拟影像提取森林高

度，得到如图４所示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实测

数据的高度反演结果主要分布在３０ｍ附近，平

均树高为２７．３ｍ，０附近出现了一些分布，可能

是由于存在杂草、灌木等低矮植被引起的，使平均

高度统计结果有所降低，而利用模拟数据反演的

平均高度为３０．７ｍ，与样地测量结果一致。另

外，从高度统计结果可以看到，模拟数据和实测数

据的反演结果均存在负值和超过５０ｍ的反演结

果，这些值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可能为传感器不确

定性因素引起的。这说明模拟数据和实测数据的

特征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全链路模拟模型的有效

性得到了验证。

图４　基于实测数据和模拟数据的树高反演统计结果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不确定性因素定量分析

利用全链路模拟模型，针对ＳＡＲ运动补偿后

的残余相位误差这一典型的ＳＡＲ系统不确定性

因素，定量分析其对森林高度反演精度的影响程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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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模拟基于ＥＳＡＲ的系统参数，样地为４ｈｍ２

的阔叶林，其中１２０ｍ×１２０ｍ范围内为林地区

域，其他区域为草地；林分密度为３００株／ｈｍ２，共

３７６株，平均树高１０ｍ。林木分布及理想情况下

的模拟和反演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模拟样地及理想情况下模拟和反演的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将ＳＡＲ平台的航迹变化分解为理想航迹和

误差航迹，实际的航迹为二者的叠加合成，因此造

成的雷达到目标的斜距误差可以写成理想斜距和

误差斜距相叠加的形式：

（）犚狋 ＝犚狅（）狋＋犚ε（）狋 （４）

式中，犚狅（）狋 表示理想航迹产生的斜距变化；犚ε

（）狋 表示误差航迹产生的斜距变化。假设运动补

偿后恒定的位置误差、恒定的速度误差和恒定的

加速度误差均被补偿，仅残余正弦形式的误差，则

雷达到目标的残余斜距误差可以表示为：

犚ε（）狋 ＝犃犲·ｓｉｎ（２π犳犲狋） （５）

其中，犃犲、犳犲分别为残余斜距误差的幅度和频率。

多普勒相位误差为：

φε（）狋 ＝４π犚ε（）狋／λ＝４π犃犲·ｓｉｎ（２π犳犲狋［ ］）／λ

（６）

　　设置残余相位误差分别为π／２、π／４、π／８和

π／１６，残余误差的正弦调制频率分别为０．５Ｈｚ

（低频）、３Ｈｚ（中频）和１０Ｈｚ（高频）。采用本文

的极化ＳＡＲ三维森林场景全链路模型获得模拟

样地在不同误差参数下的干涉ＳＡＲ图像对，并进

行森林高度反演，模拟影像及反演结果如图６所

示。可以看到，与理想情况下的反演结果相比

图６　存在残余相位误差时全链路模拟和森林高度反演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ＰｈａｓｅＥｒｒ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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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当高频抖动时，即使在相位误差为π／１６

的情况下，森林高度反演图中仍能体现出残余相

位误差的影响；当低频抖动时，这一影响在相位误

差为π／８时基本消失。

针对残余相位误差对森林高度反演精度的影

响程度进行ＲＭＳＥ测量。先给出森林高度反演

ＲＭＳＥ的计算方法，如式（７）所示：

ＲＭＳＥ＝

１

犐犑∑
犐

犻＝１
∑
犑

犼＝１

犺^ｅｓｔｉｍａｔｅ犻，（ ）犼 －犺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犻，（ ）［ ］犼槡
２ （７）

式中，^犺ｅｓｔｉｍａｔｅ为基于含有不确定性因素的模拟数

据反演得到的高度估计；犺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为基于理想的模

拟数据反演得到的高度估计；犐、犑分别表示ＳＡＲ

影像中选定的林分区域二维像元数。

将§３．２得到的森林高度反演的 ＲＭＳＥ测

量结果与相位误差的关系曲线如图７所示。可以

得出，若使森林高度反演的ＲＭＳＥ测量结果优于

１ｍ，则在低频抖动（０．５Ｈｚ）情况下，应控制残余

相位误差在０．４５ｒａｄ以下；在中频抖动（３Ｈｚ）情

况下，应控制残余相位误差在０．３６ｒａｄ以下；在

高频抖动（１０Ｈｚ）情况下，应控制残余相位误差

在０．２３ｒａｄ以下。本文是在典型抖动的频率下

给出了上述分析结果，当抖动频率进一步增大时，

对残余相位误差的控制精度应进一步提高。

图７　运动补偿残余相位误差ＲＭＳＥ关系曲线

Ｆｉｇ．７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Ｐｈａｓｅ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ＲＭＳＥ

４　结　语

本文建立了极化ＳＡＲ三维森林场景遥感数

据的全链路模拟模型，考虑了各类不确定性因素

对回波信号的作用，并基于ＥＳＡＲ实测样地参数

及数据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为了满足反演精度

的需求，需将残余相位误差控制在较小范围内（本

文参数条件下小于０．２３ｒａｄ）。与传统ＳＡＲ聚焦

的控制需求（π／４）相比，森林高度反演应用对雷

达系统和信号处理的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模拟和分析结果是在

指定的参数和处理算法下以森林高度反演这一典

型应用得到的。不同参数、算法等条件下，不确定

性因素的敏感性并不相同，因此需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本文的主要工作和成果为ＳＡＲ林业遥感

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可以

为ＳＡＲ林业遥感系统设计、指标控制提供参考，

并可辅助实验系统进行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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