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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基多输入多输出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 MIMO)雷达能够避免使用大尺寸天线或长线性导

轨，与真实孔径雷达和合成孔径雷达相比更适合在隧道等狭小空间中使用。研究了一种基于MIMO技术的

微型地基干涉雷达原理与方法。该雷达采用毫米波实现设备的微型化，采用MIMO技术构建大尺寸虚拟孔

径天线，提升方位角分辨率，采用宽带调频连续波获得高的距离分辨率。利用傅里叶变换和波束形成实现监

测目标区域的快速成像，与传统后向投影算法相比具有更好的实时性。利用差分干涉测量技术得到目标在雷

达视线方向的高精度变形信息。实验原型样机为 2发 4收天线结构，发射 77 GHz宽带调频连续波信号，提供

4 GHz扫描带宽。使用步进电机控制角反射器在导轨上运动模拟目标变形。实验结果表明，所述雷达系统能

够对短距离目标进行准确成像，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可获取优于亚毫米级的位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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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建筑物会在内力和外力

的影响下产生空间上的位移。一旦变形程度超

过建筑物所能承受的范围，就会有变形垮塌的危

险。快速准确地获取建筑物变形数据成为亟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国内外学者与研究机构开展了

一系列相关研究工作。现有监测方法主要有全

站仪［1］、光纤应变［2］、近景摄影测量［3］、GPS［4］、三
维激光扫描［5］等，这些方法均可获取监测点处的

位移量，但面临着安装与使用不便、易受环境因

素影响等不足。

雷达具有抗干扰、高精度、非接触等优点。

其中，地基雷达与星载雷达相比具有实时性优

势，已经在边坡［6-7］、大坝［8］等变形监测领域得到

应用。目前，地基变形监测雷达系统主要有两种

类型：（1）以澳大利亚 Ground Probe公司研制的

边坡稳定雷达（slope stability radar，SSR）为代表

的地基真实孔径雷达［9］；（2）以意大利 IDS公司研

制的干涉测量成像雷达（image by interferometric
survey，IBIS）为代表的地基合成孔径雷达［10-11］。

两类雷达系统均适用于远距离监测场景，系统体

积大且笨重，对伺服系统要求较高，不适用于建

筑物内部的狭小空间，如隧道等场景。

真实孔径雷达使用大孔径天线发射细波束，

在伺服系统控制下实现监测区域的逐点扫描；合

成孔径雷达通过天线移动等效形成大孔径天线，

实现方位向的高分辨率。多输入多输出雷达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MIMO）包 含 多

个发射和接收天线，其发射信号是一组正交信

号。信号在空间中叠加后不会形成高增益的窄

波束，而是形成低增益的宽波束，实现对较大空

域范围的能量覆盖［12］。此外，由于信号的正交

性，每一对收发天线都能等效为虚拟位置上的收

发天线；多个独立收发通道构成虚拟天线阵列，

进而等效为大尺寸虚拟孔径天线发射窄波束的

雷达结构。

与真实孔径雷达和合成孔径雷达相比，MI‑
MO雷达体制可以在相同物理结构尺寸下形成更

大尺寸的虚拟天线阵列，从而得到更高的角度分

辨率［13］，更适用于狭小空间。此外，MIMO雷达

无需进行天线运动，能够在简化伺服系统结构的

同时提升数据采集速度。本文基于MIMO雷达

体制，结合毫米波频段宽带调频连续波（frequen‑

DOI：10.13203/j.whugis20190474 文章编号：1671‑8860(2020)11‑1801‑08

收稿日期：2019‑12‑26
项目资助：重庆市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项目（cstc2016jcyjA0457）；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YS1906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1474023，41830110）。

第一作者：张思麒，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雷达信号处理、微变形监测雷达。wyzsq961004@163.com
通讯作者：王韬，博士，副教授。wangtaocqu@163.com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0 年 11 月

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FMCW）信号，获

取高的距离向分辨率，实现对目标区域的高分辨

率成像，采用差分干涉测量获取监测区域目标的

亚毫米级变形数据。

1 雷达系统结构

微型地基干涉变形监测雷达系统结构框图

如图 1所示，其主要由信号发生单元、功率放大

器、发射天线阵列、接收天线阵列、低噪声放大

器、混频器、中频滤波器、模数转换器、控制电路、

信号处理电路组成。为构建MIMO正交信号，控

制电路一次仅激活一个功率放大器，该放大器连

接的发射阵元发射信号。从第一个发射阵元开

始，逐渐扫过所有发射阵元，到达最后一个发射

阵元后，从头开始进行下一次循环。时分复用工

作模式可以避免在接收端进行匹配滤波，一定程

度 上 简 化 MIMO 系 统 结 构 ，降 低 雷 达 系 统

成本［14］。

毫米波元器件尺寸小、集成度高，易于实现

宽带信号，适合在狭小场景中使用［15］。信号发生

单元产生毫米波频段宽带 FMCW信号，通过由

控制电路控制的功率放大器后到达发射天线阵

列中的发射阵元，接收天线阵列中的接收阵元收

到由目标区域反射的回波信号，经过低噪声放大

器、混频器、中频滤波器、模数转换器后送入信号

处理电路进行后续处理，最终得到监测区域的二

维雷达复图像。将第一幅雷达图像作为主图像，

其他雷达图像为辅图像，经图像配准、差分干涉

处理后生成包含差分相位的干涉图，对监测目标

点处的相位进行解缠校正，计算得到目标在雷达

视线方向上的变形量。

2 雷达数据处理

2.1 FMCW信号模型

FMCW信号的频率随时间呈线性变化，一个

扫频周期内的锯齿形 FMCW 信号 s1 ( t)可以表

示为：

s1 ( t) = cos
é

ë
ê2π ( f0 t+ 1

2 αt
2)+ θ0

ù

û
ú （1）

式中，tϵ (0，T)；θ0为信号初始相位；f0为信号起始

频率；α= B/T为调频率，其值为信号带宽 B和脉

冲宽度 T的比值。

假设收发总延时为 τ，忽略雷达散射截面和

天线增益的影响，回波信号 s2 ( t)可以表示为：

s2 ( t) = s1 ( t- τ),tϵ (τ,T) （2）
雷达接收端采用发射调频信号对回波信号

进行混频，经中频滤波后得到差频信号 s3 ( t)，幅
度归一化后可以表示为：

s3 ( t) = cos
é

ë
ê2πτ ( f0 + αt- 1

2 ατ)ùûú （3）

式中，tϵ (τ，T)，由于狭小空间内的目标距离较小，

所以 T ≫ τ，可以忽略 tϵ (0，τ)和高次项部分。将

式（3）改写为：

s4 ( t) = cos[2πτ (αt+ f0)],tϵ (0,T) （4）

对差频信号 s4 ( t)进行傅里叶变换，取正半轴

部分得到 S5 ( f)，可以表示为：

S5 ( f) = F ( s4 ( t)) = T
2 Sa [πT ( f - ατ)] ∙

exp[- jπ (Tf - Tατ- 2f0τ)] （5）

式中，F ( ∙)表示傅里叶变换且仅保留正半轴部

分；f为频率；j表示虚数单位；Sa ( ∙)为辛格函数。

S5 ( f)的峰值对应频率 f IF = ατ= Bτ/T，由于

τ的值与目标距离有关，因此可以通过频率 f IF计

算得到雷达与目标之间的距离 d：

d= ( cT2B ) f IF （6）

式中，c为电磁波传播速度。

雷达距离分辨率是指雷达在距离向上辨别

两个相邻物体的能力，直观反映为信号频谱上有

两个分离谱峰［16］，两个谱峰对应频率差 ∆f满足

∆f > 1/T。由于 ∆f = 2α∆d/c 且 B= αT，雷达

距离分辨率∆d可以表示为：

∆d= c
2B （7）

由式（7）可得，雷达距离分辨率 ∆d仅与雷达

图 1 雷达系统结构框图

Fig.1 Block Diagram of Rada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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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 B有关，宽带 FMCW信号可以实现很高的距

离分辨率。

2.2 天线阵列结构

MIMO雷达天线由一组发射天线和一组接

收天线构成，其中发射天线阵列是由 NT 个发射

阵元构成的均匀线阵，阵元间距为 (λ 2) ∙NR；接

收天线阵列是由 NR 个接收阵元构成的均匀线

阵，阵元间距为 λ 2，λ为信号波长。收发天线阵

列之间平行排列。

假设雷达视场角范围内共有 P个目标点，

p= 1，2⋯P，θp为第 p个目标点的方位角，uTi 为第

i个发射阵元的横坐标，uRj 为第 j个接收阵元的横

坐标，ω= 2πf0为雷达信号的角频率。在天线远

场条件下，MIMO雷达发射阵列导向矢量的第 i

个元素 aTi ( )θp 和接收阵列导向矢量的第 j个元素

aRj ( )θp 可以分别表示为：

aTi (θp) = exp ( jωuTi sinθp c) （8）

aRj (θp) = exp ( jωuRj sinθp c) （9）

式中，i= 1，2⋯NT；j= 1，2⋯NR。

MIMO雷达系统中，通过对发射阵列和接收

阵列的合理排布能够形成等效虚拟阵列，虚拟阵

列导向矢量为发射导向矢量和接收导向矢量的

克罗内克积［17］。虚拟阵列导向矢量的第 k个元素

aRj (θp)可以表示为：

a k (θp) = aTi (θp) ⊗ aRj (θp) =
exp ( jωuksinθp c),k= 1,2⋯NV （10）

式中，NV= NT ∙NR 为虚拟阵元个数；uk 为虚拟阵

元的横坐标，uk= uTi + uRj 。
可以得出，虚拟阵元的横坐标为对应发射与

接收阵元的横坐标之和［18］。由 2个发射天线和 4
个接收天线构成的MIMO天线阵列如图 2所示。

图 2中，TX表示发射阵列中的发射阵元，RX表示

接收阵列中的接收阵元，λ为信号波长。

雷达方位角分辨率是指雷达在方位向上辨

别两个相邻物体的能力，直观反映为阵列天线方

向图主瓣 3 dB波束宽度［19］，可以近似表示为：

∆θ≈ 50° λ
dV NV

（11）

式中，dV 为相邻虚拟阵元的距离，dV= λ/2。由

于虚拟天线阵列的阵元个数多于物理天线阵元

个数，与实际孔径雷达相比，MIMO雷达可以在

相同物理尺寸下实现更高的方位角分辨率。

2.3 雷达成像聚焦方法

MIMO雷达系统中，对由第 i个发射阵元和

第 j个接收阵元构成的第 k个虚拟阵元收到第 p

个目标点的回波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其正半轴

部分 Spk ( f)由式（5）整理为：

Spk ( f) = Spi,j ( f) = T
2 Sa [πT ( f - ατ pi,j)] ∙

exp[- jπ (Tf - Tατ pi,j)]exp[ j2πf0τ pi,j] （12）

式中，τ pi，j是第 i个发射阵元到目标 p的时延与第 j

个接收阵元到目标 p的时延之和。

雷达后向投影（back projection，BP）成像算

法对成像区域进行网格划分，构成一系列像素

点，逐个求解像素点到任意发射和接收阵元组合

的时延［20］。若像素点的坐标为 (xm，yn)，则该像素

点到第 i个发射阵元、第 j个接收阵元的时延之和

τ m，ni，j 可以表示为：

τ m,ni,j = é
ë ( xm- uTi )2 + yn 2 +

ù
û( xm- uRj )2 + yn 2 c （13）

对相位补偿后的所有收发阵元数据相干叠

加，即可得到像素点 (xm，yn)处的成像聚焦结果，

可以表示为：

I (xm,yn) = ∑
i= 1

NT

∑
j= 1

NR

∑
p= 1

P

{Spi,j ( )ατ m,ni,j ∙

}exp[ ]-j2πf0τ m,ni,j （14）

此计算过程需要循环遍历所有像素点，并且

在计算 Spi，j (ατ m，ni，j )时需要进行插值运算［21］。因此，

这种串行处理算法的运算效率低下，难以实现监

测的实时性。

如果将成像区域内的直角坐标 (xm，yn)转换

为极坐标形式 ( rm sin θn，rm cos θn )，rm 为目标到坐

标原点的距离，θn为方位角，在满足天线远场条件

下，rm≫ uTi 且 rm≫ uRj 。式（13）中的 τ m，ni，j 可以近似

表示为：

τ m,ni,j ≈ 2rm c - ( uTi + uRj )sin θn c=

图 2 MIMO天线阵列示意图（2发 4收）

Fig.2 MIMO Antenna Configuration (2 Transmitter
Antennas and 4 Receiver Anten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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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m c - uk sin θn c （15）

式（15）中等号右边第一项只与距离有关，第

二项只与方向有关。由式（10）可得，第二项与

MIMO雷达虚拟阵列导向矢量有关。对每个虚

拟阵元数据进行相位补偿后，BP算法的相干叠加

过程可以转化为波束形成过程，实现像素点处的

快速成像聚焦。

雷达系统成像过程为：首先对每个虚拟阵元

采样数据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
form，FFT），实现雷达数据的距离向聚焦；然后

根据监测目标的距离范围，仅保留目标范围内的

距离向数据，减小后续运算量。对每个虚拟阵元

回波数据进行补偿校正，利用波束形成方法实现

雷达数据的方位向聚焦，最终得到目标区域的雷

达复图像。成像聚焦过程表示为：

Sk ( f) = F
é

ë
êê∑
p= 1

P

spk ( )t
ù

û
úú （16）

式中，Sk ( f)是对虚拟阵元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取

正半轴后的频谱数据。

I (r,θ) = ∑
k= 1

NV é

ë
êê

ù

û
úúS ′k ( )r/ ( )cT

2B ∙ak ( )θ （17）

式中，·S ′k ( ⋅ )表示监测目标距离范围内的频谱数

据；ak (θ) ( k= 1，2⋯NV )为MIMO虚拟阵列导向

矢量的第 k个元素；I (r，θ)为二维雷达复图像

的值。

2.4 相位干涉测量

对不同时刻得到的雷达复图像进行配准，通

过计算目标点所在位置在不同时刻的相位变化

量，可以得到监测目标在雷达视线方向的位移信

息［22］。假设MIMO雷达系统初始时刻获取的复

图像为 I1 (r，θ)，一段时间后获取的配准后雷达复

图像为 I2 (r，θ)，将两幅复图像中的对应像素共轭

相乘并求相角后得到干涉相位值 Δφ (r，θ)：
Δφ (r,θ) = ang ( I1 (r,θ) ∙I *2 (r,θ)) （18）

式中，*表示复共轭；ang ( ∙)表示求相角运算。实

际求得的干涉相位 Δφ (r，θ)只是 [- π，π ]区间内

的 主 值 ，经 过 相 位 解 缠 后 得 到 真 实 相 位 差 为

Δφ'(r，θ)。最终求得目标点 (rp，θp)在雷达视线方

向的位移量 Δr (rp，θp)为：

Δr (rp,θp) =
Δφ′( )rp,θp
4π λ （19）

3 雷达系统测试与结果

为验证本文所述雷达系统的可行性，在模拟

环境下构建了简单的雷达系统。雷达系统主要

参数如表 1所示。

根据天线孔径尺寸计算可得，满足远场条件

的目标与雷达之间的距离应大于 3.12 cm，实际应

用中满足此条件。在图 3所示的雷达测试场景

中，两个角反射器与雷达间的垂直距离分别为

5.92 m和 6.84 m，水平距离分别为 0.78 m和 0.67
m。雷达成像结果如图 4所示，图 4中中间两个反

射点代表两个角反射器，其他反射点代表周围物

体，例如场景背景中的墙面。

为了通过实验确定雷达距离分辨率，将两个

角反射器放置在相同的方位角上，不断增加反射

器间的径向距离，直到雷达距离向 FFT频谱上显

示两个分离的峰值，说明两个目标是唯一可识别

的。此时，角反射器与雷达间的垂直距离分别为

4.486 m 和 4.54 m，水 平 距 离 分 别 为 0.05 m 和

0.16 m。雷达距离向 FFT结果如图 5（a）所示，其

横坐标根据式（6）由频率转换为距离，可以从图 5
中观察到角反射器和墙面对应的峰值。根据目

标点所在位置对雷达成像区域进行放大，如图 5
（b）所示。通过实验测量得到的雷达距离分辨率

为 5.4 cm，与式（7）得到的理论值相差 1.65 cm。

测量雷达方位角分辨率的方法与距离分辨

率测量方法类似，将两个角反射器放置在与雷达

表 1 雷达系统主要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Radar System

参数

发射阵元个数NT/个
接收阵元个数NR/个

起始频率 f0/GHz

带宽 B/GHz
脉冲持续时间 T/μs

天线视场角/(°)

数值

2
4
77
4
80
120

参数

天线孔径/cm
模拟数字转换采样率/(M点·s－1)

调频率 α/(MHz·μs－1)
测量周期/s
尺寸/cm3

重量/g

数值

0.78
5
50
8.2

12×10×5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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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距离相同的位置上。不断增加角反射器的

间距，直到雷达方位向波束形成后显示两个分离

的峰值。此时，角反射器与雷达间的垂直距离均

为 4.5 m，水平距离分别为 0.505 m 和 0.506 m。

雷达方位向波束形成结果如图 6（a）所示；根据目

标点所在位置对雷达成像区域进行放大，如图 6
（b）所示。通过实验测量得到的雷达方位角分辨

率为 12.82°，与式（11）得到的理论值相差 0.32°。

为检验本文所述雷达系统的监测精度，将两

个角反射器分别放置在与雷达垂直距离 5.90 m
和 6.81 m、水平距离 0.73 m和 0.70 m处。其中，

角反射器 A放置在固定桌面上，不发生任何位

移；角反射器 B放置在步进电机滑台上，用于模拟

监测目标处的微小变形量。步进电机滑台以初

始位置为中心进行±2.5 mm的往复运动，滑台每

移动 0.25 mm，雷达对目标区域成像并计算目标

所在位置处的位移量。其中两个循环周期的数

据如图 7所示，图 7中正变形量表示目标向雷达

方向发生位移，负变形量表示目标向雷达反方向

发生位移。实测结果表明，两个角反射器测量数

据的最大绝对误差为 0.089 1 mm。

根据相位干涉测量理论，目标点的干涉相位

会受到大气、电路噪声等因素影响。本文所述雷

达系统采用波束形成取代机械扫描或轨道移动，

消除运动误差的影响；采用MIMO技术得到更大

的虚拟孔径，形成高增益低旁瓣的窄波束，减少

多径效应和杂波的干扰；获取相邻两幅雷达图像

的时间间隔较短，监测目标范围近，因此雷达受

大气因素的影响很小。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在监

测点位置处安装角反射器，增强雷达回波信号强

度，有效减小电路噪声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提升

测量精度。

图 6 雷达方位角分辨率测试

Fig.6 Radar Azimuth Resolution Test

图 4 雷达成像结果图

Fig.4 Range‑Azimuth Map of Radar Imaging Result

图 5 雷达距离分辨率测试

Fig.5 Radar Range Resolution Test

图 3 雷达测试场景图

Fig.3 Radar Test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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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本文在MIMO雷达体制的基础上，研究实现

了一种适用于狭小建筑物场景的微型地基干涉

变形监测雷达。首先介绍了雷达系统的整体结

构，利用MIMO技术提升方位角分辨率，利用宽

带 FMCW信号提供高的距离分辨率，采用毫米

波实现雷达系统结构的微型化；然后详细介绍了

雷达信号处理与成像过程，优化传统雷达成像算

法，减少运算量以提升实时性；最后通过构建演

示系统验证了本文所述雷达在变形监测方面应

用的可行性，测量数据验证了雷达系统的监测精

度和抗干扰性。目前，本文演示系统的角分辨率

较低，且仅在模拟场景中进行了测试，后续研究

将进一步提升雷达方位角分辨率，并在隧道等实

际场景中进行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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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cro Ground‑Based Interferometric Radar System for Deformation

Monitoring

ZHANG Siqi 1 WANG Tao 1 HE Xiufeng 2 WAN Qicha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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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Ground‑based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MIMO) radar can avoid using large an‑
tennas or long linear guide rail. Compared with real aperture radar an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MIMO ra‑
dar has more advantages under the limitation of volume and weight.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use in narrow
spaces like tunnels. In order to be used in these scenes, a micro ground‑based interferometric radar based on
MIMO technology is presented and discussed.Methods: Millimeter wave frequency band is used to achieve
the miniaturization. MIMO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large‑scale virtual aperture antenna to im ‑
prove angular resolution. The high range resolution is provided by the wideband frequency modulated con‑
tinuous wave (FMCW) technology. Fast Fourier transform and beamforming algorithms are used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back projection algorithms as imaging algorithms, which can achieve better real time perfor‑
mance. Differential interferometry can obtain the high‑precision deformation of the target in the direction of
line of sight.Results: The prototype radar is a 77 GHz FMCW radar based on two transmitter antennas and
four receiver antennas, can offer up to 4 GHz sweep bandwidth. Corner reflector is moving along a guide
rail under control of stepper motor to simulate the small deformation of the monitoring target. The displace‑
ment curve of the corner reflector that varied with time is measured by the radar and compared with its actual
displacement curve.Conclusion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dar system can get the image of
short‑range targets,obtain better displacement accuracy than sub‑millimeter and have strong anti‑interferen‑
ce ability.
Key words：deformation monitoring；interferometry；ground‑based MIMO radar；ground‑based SAR；
beam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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