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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机地体散射（random volume over ground, RVoG）模型广泛应用于极化干涉合成孔径雷达（polari‑
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try, PolInSAR）森林高度反演当中。该模型假设森林是随机均匀同

质体，模型中消光系数为恒定值，未充分考虑森林的垂直异构性及地形起伏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基于线性变

化消光 Slope‑RVoG（S‑RVoG）模型的多基线 PolInSAR森林高度反演方法。该方法假定消光系数随着高度

呈线性变化，并根据地形坡度对垂直向有效波数进行校正，采用多基线 PolInSAR数据解算线性变化消光

S‑RVoG模型参数，进而获取森林高度。通过选取欧空局AfriSAR 2016项目获取的 P波段 F‑SAR机载 PolIn‑
SAR数据进行实验验证。实验结果显示，提出的算法所获取的森林高度结果与激光雷达获取的森林高度相

比，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为 4.27 m，相对误差为 9.9%。相较于传统 S‑RVoG模型多基

线算法获取的森林高度 RMSE为 5.97 m，精度提高约 28.4%。

关键词：随机地体散射模型；极化干涉合成孔径雷达；森林高度；消光系数；地形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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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在全球生态循环

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森林不仅能够防风

固沙，保持水土，森林生物量和垂直结构在森林

经理学应用和全球碳循环有关科学研究中都具

有重要意义。传统森林高度测量方法主要依靠

人工选点，费时费力，且不易有效实施。极化干

涉合成孔径雷达（polari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try，PolInSAR）技术因其对散射

体结构敏感的特点，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的大范围

监 测 优 势 ，为 森 林 制 图 提 供 了 有 效 的 技 术

手段［1‑2］。

利用 PolInSAR技术进行大范围的森林监测

方法是基于雷达干涉测量对于散射体（叶、枝、

干）垂直分布的敏感性，在合成孔径雷达（syn‑
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try，SAR）数据上

表现为相位和相干性的差异，进而利用这些特征

进行建模求解。PolInSAR技术中不同极化通道

得到的干涉相位对应于森林不同高度，其位置取

决于极化通道中来自地表与冠层能量的比值大

小。为了简化雷达波在森林内部传递的复杂性，

Treuhaft等［3］假定森林是随机粒子组成的两层结

构均匀体（即地表和冠层），且消光系数是恒定

值，其模型概括为随机地体散射（random volume
over ground，RVoG）模型。RVoG模型将复相干

性与 4个森林物理参数（树高、消光系数、地体散

射幅度比及地表相位）有机结合起来，直接建立

了森林物理参数与 PolInSAR观测量之间的联

系。由于模型简单有效，基于此模型发展了诸多

算法，如三阶段算法［4］、六维非线性优化算法［5］及

复数域平差算法［6］等。此外，相关学者提出了基

于 PolInSAR相干最优理论的诸多反演方法，如

最大相干性差异（maximum coherence difference，
MCD）算法［1］、相位分离（phase diversity，PD）算

法［7］及多基线相干性估计算法［8］等。该类方法对

于森林高度反演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更加精确的

纯体去相干候选极化通道，从而提高了地表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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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森林高度估算的精度。

RVoG模型虽然简单高效，但是森林真实的

散射过程十分复杂，此模型是基于一定的假设条

件：（1）森林是地表和冠层组成的均匀同质两层

结构体；（2）忽略时间去相干的影响；（3）消光系

数是恒定不变的。Lavalle等［9］针对于时间去相

干问题，提出了顾及时间去相干的 RVoG模型，

在时间基线跨度大的数据中得到良好应用，森林

高度反演精度得到明显改善。对于低频 SAR系

统（如 L波段、P波段），其穿透性较强，散射过程

垂直分布于冠层、枝干与地表之间［10］。恒定消光

的 RVoG模型已不再适用低频极化干涉 SAR数

据。Garestier等［11］通过研究变化消光的 RVoG模

型相对于恒定消光的 RVoG模型之间的差异，通

过给定相关参数进行模拟反演，定性、定量评估

反演树高时出现的误差。在该实验中，提出两个

可供选择的变化消光模型：（1）线性变化消光模

型；（2）高斯模型。针对于高斯模型来说，已有文

献进行研究分析［12］。然而，高斯模型中未知参数

过多，模型公式非线性程度高，必须使用多基线

或者外部辅助数据才能进行解算。而线性变化

消光模型简单高效，未知参数少，易于解算。针

对于 P波段 SAR数据来说，可忽略顶层消光不为

零的线性变化消光情况。此外，地形起伏变化会

导致有效垂直波数值的改变，将直接影响树高的

反演精度［13］。Lu等［14］考虑因地形坡度变化造成

的树高反演误差，提出 Slope‑RVoG（S‑RVoG）模

型，提高了森林高度反演精度。

上述基于 RVoG或 S‑RVoG模型的诸多算法

均可通过单基线 PolInSAR数据成功反演森林高

度。然而，单基线算法存在如下 3个问题：（1）传

统 RVoG模型中假定消光系数为恒定值，模型已

不再适用于热带雨林等森林高度较高、密度较大

的区域；（2）单基线反演算法观测量单一且易受

到垂直波数（kz）范围的影响，kz值过大或者过小，

均会造成森林高度的错误估计；（3）至少存在一

种极化方式其地体幅度比小于−10 dB。
综上所述，目前尚缺少考虑线性变化消光的

S‑RVoG模型的 PolInSAR森林高度反演算法。

为 解 决 上 述 问 题 ，本 文 结 合 线 性 变 化 消 光 的

RVoG模型与地形坡度因子，提出了基于线性变

化消光 S‑RVoG模型的 PolInSAR多基线优选的

森林高度反演方法。实验中选取了覆盖非洲加

蓬 Rabi区域的 AfriSAR 2016项目全极化 SAR
（polarimetric SAR，PolSAR）数据进行算法验证，

并与传统多基线算法结果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1 方法模型

1.1 线性变化消光的 S‐RVoG模型

本文算法是基于 RVoG模型、S‑RVoG模型

的改进，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相关模型的基本

理论。

1.1.1 随机地体散射模型（RVoG）
RVoG模型是目前 PolInSAR反演森林高度

使用最广泛的模型［3‑6，13，15］。其假设森林是均匀同

质的两层散射结构体，即地表和冠层，并假定消

光系数在模型中是不随森林高度、结构变化而发

生改变的恒定值。冠层散射信息由森林的两个

物理参数所决定：森林高度 hv 和消光系数 σ。由

此定义的复相干系数表达式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ïïï
ï

ï

ï

ï

ï
ïïï
ï

γ ( )ω = eiϕ0 γv+ μ ( )ω
1+ μ ( )ω

γv ( )hv,σ =
∫0
hv
e
2σz
cosθ + ikz zdz

∫0
hv
e 2σzcosθdz

=

2σ ( )eσhv/ cosθ+ ikzhv- 1

( )2σ+ ikz cosθ ( )e2σhv/ cosθ- 1

（1）

式中，σ为消光系数；hv 为森林高度；ϕ 0为林下地

表相位；γv为仅包含冠层散射能量的纯体去相干

系数；μ (ω)为地体幅度比；ω为不同的极化方式；

θ为雷达入射角；kz为垂直波数。kz表达式为：

kz=
4πB⊥
λR sinθ （2）

式中，B⊥ 为垂直基线；λ为雷达波长；R为传感器

到照射目标的斜距。

1.1.2 线性变化消光的 S‑RVoG模型

RVoG模型假设地形起伏变化为零，忽略了

地形坡度变化而导致的模型反演误差。针对

RVoG模型未考虑地形坡度问题，Lu等［14］提出顾

及地形坡度的 S‑RVoG模型，其模型解译如图 1
所示。当地面出现起伏地形时，雷达波束的消光

路径发生变化，显然按照忽略地形坡度影响的传

统 RVoG模型进行树高反演容易出现误差。

考虑到地形坡度的影响，RVoG模型将出现

入射角及垂直波数的变化：

{θ '= θ- β

k 'z=
kz sinθ
sinθ '

（3）

式中，θ是雷达入射角；θ'为加入地形坡度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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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雷达入射角；β是高程变化引起的地形坡度，可

由 外 部 数 字 高 程 模 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数据计算修正。坡度计算公式［13］为：

β= tan-1 ( ΔH/( Prg

sin θ +
ΔH
tan θ ) ) （4）

式中，ΔH表示 DEM相邻像素之间的高差；Prg代

表 SAR影像的斜距向分辨率。

针对传统 RVoG模型未充分考虑森林结构

的垂直异构性，仅假设消光系数在模型当中为恒

定值问题，Garestier等［11］假定消光系数随着树高

的变化呈线性关系，研究了纯体去相干与树高变

化及雷达波穿透森林厚度之间的敏感度问题。

在 模 型 中 ，假 定 消 光 系 数 与 树 高 呈 线 性

关系：

σ (z) = αz,hv> z> 0 （5）
式中，α 为线性函数中的斜率。将式（4）代入

式（1），经地形坡度修正［14］以及等式转换关系［11］，

纯体去相干系数表达式变为：

γv (hv,α) = ∫0
hv
e-

2αz2
cosθ '

+ ik 'z ( )hv- z dz

∫0
hv
e-

2αz2
cosθ ' dz

（6）

式（5）可用高斯误差函数求解，可得：

γv (hv,α) = e-
cosθ 'k 'z

2

8α + ik 'z hv×

erf ( i cos θk 'z+ 4αhv
2 2α cos θ'

)- erf ( ik 'z2
cos θ'
2α )

erf ( 2α
cos θ'

hv )

（7）
式中，erf指高斯误差函数计算；k 'z 与 θ '是经过地

形坡度修正的垂直波数与雷达入射角。

式（7）为线性变化消光 S‑RVoG模型中的纯

体去相干系数的最终表达式。

1.2 线性变化消光 S‐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法

1.2.1 三阶段算法

三阶段算法建立了 RVoG模型在复数平面

内的几何表达，不同复相干系数在复单位圆中呈

现线性分布，并可通过线性拟合的方法确定地表

相位，进而求取树高。该算法大大简化了计算的

难度，提高了运行效率。

1）最小二乘直线拟合。不同极化方式的复

相干系数在复单位圆内表现为一条直线。由于

噪声的影响，复相干系数分布在相干直线的两

侧，如图 2所示。

在实验中，采用总体最小二乘直线拟合的方

法，对 HH、HV、VV、HH+VV、HH‑VV、PDH、

PDL共 7个通道拟合相干直线。

2）地表相位的确定。步骤 1）拟合出的相干

直线与复单位圆相交于两点O 1和O 2，其中一点为

地表相位点。可通过交点距离 D判断出只包含

冠层散射能量贡献的极化通道（一般假设为 γPDH

复相干系数）来确定地表相位，判定准则如下：

ì

í

î

ïï
ïï

D= || O 1 - γPDH - || O 1 - γPDL

ϕ 0 = {O 1,D> 0
O 2,D≤ 0

（8）

式中，| • |表示取复数的模；γPDH、γPDL为 PD算法获

取的极化复相干系数。

3）建立二维查找表，计算树高和消光系数。

复相干系数表达式中未知数有树高 hv、消光系数

σ、地体散射幅度比 μ (ω )及地表相位 ϕ 0。经步

骤1）和步骤 2），可确定地表相位。假设某一极化

通道仅包含体散射能量贡献，即地体幅度比为0，
树高和消光系数可通过二维查找表法计算。计

算准则如下：

min
hv,σ

=  γ̂v- γv ( )hv,σ （9）

式中，γ̂v为观测到的纯体去相干系数；γv代表二维

查找表计算得到的纯体去相干系数。

图 2 复单位圆中相干系数分布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Coherence
Coefficients Distribution in Complex Unit Circle

图 1 S‑RVoG模型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S‑RVo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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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线性变化消光 S‑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法

单基线 PolInSAR数据反演森林高度易受到

垂直波数 kz值的影响。基线越长，kz值越大，相干

性则越低，从而导致森林高度的错误估计；基线

越短，则 kz 值越小，从而导致森林高度估计的精

度越差［13］。为了获取可靠的反演结果，单基线算

法中还要求数据的复相干系数组成的相干集尽

可能接近直线。目前，多基线算法是通过各个基

线数据的 kz值范围不同和相干性差异等，构建最

优观测几何准则，可以更加稳健地进行森林高度

的反演。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建议采用多基线算

法反演森林高度。

多基线优选准则主要有相干椭圆扁率准则、

测高精度准则及相干特性准则［15］。而相干特性

准则考虑了相位最大分离及相干性的差异，因

此，本文采用 PD算法得到的复相干系数参与相

干特性的筛选基线准则，准则如下：

P prod = | γPDH - γPDL | ⋅ | γPDH + γPDL | （10）
选择 P prod值最大时为反演最佳基线。多基线数据

基于相干特性准则优选出合适基线，进而求解。

本文方法的技术流程如图 3所示，主要解算

步骤如下：（1）重复三阶段算法前两个步骤，分别

计算每条基线对应的地表相位；（2）利用外部

DEM数据，修正地形坡度对垂直波数 kz以及雷达

入射角 θ的影响，得到修正后的 k 'z 和 θ '；（3）根据

P prod基线优选准则，优选出合适基线，选取对应基

线的地表相位 ϕ 0与垂直波数 k 'z，采用线性变化消

光的 S‑RVoG 模型的纯体去相干表达式，即等

式（7），建立二维查找表，计算森林高度，表达式

如下：

max













































P 1
prod ( )γ1PDH,γ1PDL
P 2
prod ( )γ2PDH,γ2PDL

⋮
P m
prod ( )γmPDH,γmPDL

→ min
hv,α

=  γ̂v- γv ( )hv,α

（11）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区域介绍与数据处理

本实验选取了 AfriSAR 2016项目中 Rabi地
区作为实验区域，验证算法的有效性。AfriSAR
项目是美国国家宇航局和欧洲航天局联合开展

的基于全极化 SAR技术的森林调查项目。实验

区位于非洲中部西海岸加蓬共和国的森林区域，

图 4是 Rabi区域基于 Pauli基的彩色合成图。

所选 Rabi实验区是典型的非洲热带雨林区

域，树高最高可达 50 m以上。在 AfriSAR 2016
项目中，Rabi区域共获取 4景 P波段 F‑SAR机载

全极化 SAR影像，基本参数信息如表 1所示。

数 据 预 处 理 中 采 用 PolSARpro 软 件 进 行

7×7像素窗口的 BoxCar滤波。在精度评估方

面，本文将与该实验区的激光雷达（light detec‑

图 3 多基线算法流程图

Fig.3 Flowchart of Multi‑baseline Method

表 1 极化 SAR影像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PolSAR Dataset

波

段

P

极化

方式

全

极

化

影像

编号

0402
0403
0404
0405

垂直基

线/m

10
−20
−30

垂直波数 kz范围

/（rad·m−1）

−0.033~−0.015
0.029~0.059
0.049~0.090

入射角 θ

范围/（°）

15~60

采样间

隔/m
1.2（距

离向）

0.9（方

位向）

注：0402影像为主影像，0403、0404、0405为对应从影像

图 4 Rabi地区的 Pauli基灰度彩色合成图

Fig.4 RGB Composite Intensity Image in Pauli‑Basis of
Rabi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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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ranging，LiDAR）获取的树高作为对比参

考数据，该验证数据是美国国家宇航局利用航天

飞机获取的分辨率为 20 m的 LiDAR数据。实验

分析中仅统计了 LiDAR树高大于 10 m的地块，

采用 50×50像素窗口均匀地选取样地，求取窗口

内平均值并与相应 LiDAR森林高度进行统计对

比，获取 PolInSAR森林高度的反演精度。选取

LiDAR树高大于 10 m的森林高度进行对比的原

因是当森林高度较矮时，使用基于 RVoG模型的

长波长 SAR数据进行森林高度反演时，极易出现

偏差［11］。把 LiDAR与 PolInSAR获取的森林高

度均地理编码到通用横墨卡托格网系统（univer‑
sal transverse Mercartor grid system，UTM）坐标

系下，由于数据分辨率不一样，在地理编码过程

中，难免出现配准误差。而使用均匀采样求均值

的统计分析方法避免了 SAR与 LiDAR的配准误

差，同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满足 RVoG模型

假设条件的地块对精度评价的影响。

图 5是获取的 LiDAR验证数据实际覆盖区

域与极化 SAR数据重叠区域。图 5中缺失块为

获取 LiDAR数据未成功的地块范围。将 LiDAR
覆盖范围和 Rabi实验区 SAR数据进行掩膜，以

便进行后续的实验结果分析与精度评定。

2.2结果分析与讨论

为了验证提出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分析比较

了传统 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法、传统 S‑RVoG
模型的多基线算法、线性变化消光 RVoG模型的

多基线算法与线性变化消光 S‑RVoG模型的多基

线算法实验结果。基于多基线 PolInSAR的不同

方法树高反演的冠层高度模型（canopy height
model，CHM）结果示意图如图 6所示。

从图 6中可以看出，传统 RVoG模型的多基

线算法与传统 S‑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法相较于

LiDAR 树高分布均出现明显的高估现象。 S ‑
RVoG模型多基线算法由于修正了地形坡度对于

森林高度反演参数垂直波数 kz和雷达入射角 θ的
影响，相较于 RVoG模型多基线算法，结果有所

改善。线性变化消光的 RVoG模型多基线算法

与线性变化消光的 S‑RVoG模型多基线算法结果

均与 LiDAR树高分布十分吻合。为了定量分析

各个算法的森林高度反演结果，分别求取了各个

算法结果与 LiDAR验证数据之间的均方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和相对误差 δ，
各个算法的精度统计如图 7所示。

RMSE和 δ计算公式如下：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RMSE= ∑
i= 1

N

( hLiDARi - hPolInSARi )2/N

δ=
∑
i= 1

N

|| hLiDARi - hPolInSARi hLiDARi

N
× 100%

（12）
从图 7中可以看出，传统 RVoG模型的多基

线算法树高反演 RMSE为 6.57 m，相对误差为

16.8%；传统 S‑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法树高反

演 RMSE为 5.97 m，相对误差为 15.1%。可见加

入地形坡度修正，树高反演精度提高约 10%。线

性变化消光 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法树高反演

RMSE为 4.71 m，相对误差为 11.0%，相较于传统

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法反演结果，精度提高约

28.3%；线性变化消光 S‑RVoG模型多基线算法

树高反演 RMSE为 4.27 m，相对误差为 9.9%，相

较于传统 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法反演结果，精

度提高约 35%，相较于传统 S‑RVoG模型的多基

线算法反演结果，精度提高约 28.4%。由结果可

以看出，线性变化消光 S‑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

法取得了最好的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算法的有

效性。传统 RVoG模型忽略了地形坡度变化对

于森林高度反演的影响，且假定消光系数是不随

森林高度变化与森林垂直结构变化的恒定值，对

于热带雨林区域中密度较大、树木较高的林分而

言具有局限性，而使得森林高度反演出现误差，

结 果 充 分 说 明 了 此 问 题 。 而 线 性 变 化 消 光

S‑RVoG模型的多基线反演算法修正了地形坡度

变化带来的影响，考虑到森林结构的垂直异构

性，假定消光随森林高度变化呈现简单的线性关

系，揭示了恒定消光的 RVoG模型的不合理性。

针对本文实验数据来说，线性变化消光的 RVoG

图 5 LiDAR数据覆盖区域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LiDAR Data
Coverag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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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相较于恒定消光的 RVoG模型，更加适用于

反演热带雨林区的森林高度，为不同区域反演森

林高度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反演方案。

3 结 语

本文围绕传统 RVoG模型存在的问题，引入

地形坡度与线性变化消光系数，提出基于线性变

化消光 S‑RVoG模型的多基线 PolInSAR森林高

度反演方法，通过AfriSAR 2016项目中 Rabi实验

区 P波段全极化 SAR数据进行了算法验证。实

验结果如下：

1）针对传统 RVoG模型的多基线反演算法，

反演结果存在明显的高估现象。引入地形坡度

因子后，反演结果得到改善。

2）相对传统 S‑RVoG模型的多基线算法树高

反演结果，本文提出的基于线性变化消光 S ‑
RVoG 模 型 的 多 基 线 算 法 树 高 反 演 RMSE 为

图 6 多基线算法森林高度结果图

Fig.6 Results of Forest Height of Multi‑baseline Algorithms

图 7 多基线算法森林高度结果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Forest Height Results with Multi‑baseline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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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m，精度提升幅度达 28.4%，验证了本文提出

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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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baseline PolInSAR Forest Height Inversion Method Based on
S‐RVoG Model with Linearly Varying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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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The random volume over ground (RVoG) model is widely used in forest heigh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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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with polarimetric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PolInSAR). The model assumes that the
forest is a random uniform homogeneous body and the extinction coefficient in the model is a constan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forest vertical heterogeneity and terrain slope.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omising multi‑baseline (MB) algorithm for forest height inversion based on a slope‑RVoG (S‑RVoG)
model with linearly varying extinction. Methods: The effects of terrain slope and forest vertical hetero‑
geneity on forest height inversion with the RVoG model are considered in the proposed algorithm. Firstly,
the terrain slope is introduced to rectify the effective vertical wavenumber, and the S‑RVoG model is de‑
rived on the basis of the basic RVoG model. Secondly, the linearly varying extinction coefficient, which is
assumed to vary linearly with the forest heigh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S‑RVoG model, and it can be solved
by the Gaussian error function. Finally, MB PolInSAR datasets are used to solve the parameters of the
S‑RVoG model with linearly varying extinction, and the forest height can be obtained by the MB
three‑stage algorithm with coherence separation product criterion. The P‑band F‑SAR airborne PolInSAR
datasets obtained by the 2016 AfriSAR campaign of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are selected for experi‑
mental verific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of four MB algorithms, namely MB RVoG, MB S‑RVoG, MB
RVoG with linearly varying extinction, and MB S‑RVoG with linearly varying extinction, are compared.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and the relative error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obtained
forest height. (1) The forest height calculated by the MB RVoG algorithm is a significant overestimation,
with RMSE of 6.57 m and relative error of 16.8%. (2) The RMSE of the MB S‑RVoG algorithm is
5.97 m, and the relative error is 15.1%. The accuracy is improved by about 10% with the addition of ter‑
rain slope correction. (3) The MB RVoG algorithm with linearly varying extinction has RMSE of 4.71 m
and relative error of 11.0%.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MB RVoG algorithm, it improves the accura‑
cy by about 28.3%. (4) The RMSE of the MB S‑RVOG algorithm with linearly varying extinction is
4.27 m, and the relative error is 9.9%.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MB RVoG algorithm and the MB
S‑RVOG algorithm, the accuracy is improved by about 35% and 28.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RVoG model is widely used in PolInSAR forest height inversion. The MB S‑RVOG algorithm with linear‑
ly varying extinction considers the effects of terrain slope and forest vertical heterogeneity simultaneously
and introduces linearly varying extinction and terrain slope to correct the model, which makes up for the de‑
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RVo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RVOG model with linearly varying ex‑
tinction performs better in tropical forests with high forest density and great forest height.
Key words：random volume over ground model（RVoG)；polari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
try(PolInSAR)；forest height；extinction coefficient；terrain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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