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卷　第 4期 测　绘　学　报 Vol. 30, No. 4
　 2001年 11月 ACT A GEODAETICA et C ARTOGRAPHIC A SIN ICA Nov . , 2001

　　文章编号: 1001-1595( 2001) 04-0336-07 中图分类号: P237　　　　文献标识码: A

使用 InSAR建立 DEM的试验研究

刘国祥 ,丁晓利 ,李志林 ,陈永奇 ,李志伟
(香港理工大学 土地测量与地理资讯学系 ,香港 )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DEM Generation through InSAR

LIU Guo-xiang , DING Xiao-li , L I Zhi-lin, CHEN Yong-qi , LI Zhi-w ei

(Dept of Land Surveying and Geo-Inf ormatic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 r mainly investig ates the key data processing pro cedures invo lv ed in genera ting Digita l

Elev ation M odel ( DEM ) thr ough Synth etic Aper ture Rada r Inter ferometr y ( InSAR) , and evaluates the pre-

cision of deriv ed DEM . Fir st,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key radar data pro cessing techniques o f InSAR a re

summarized as a nota tion system o f subsequent experim enta l r esults. Second, the interfe rom etric pr ocessing

and analyses ar e ca rried out fo r the test a rea o f Yuen Long in Hong Kong using one couple o f ERS-1 /2 tan-

dem SAR images acquired on M arch 18, 1996, and on M a rch 19, 1996, respectiv ely. Finally , a po r tion of

the interfe rom etrically deriv ed DEM is selec ted and compa red with the independent refer ence DEM . The eval-

ua tion on precision is made along with ana ly sis o f its po tential limita tion facto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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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点考察使用星载 InS AR技术建立 DEM的关键数据处理过程和精度情况。 首先介

绍 InSAR的基本原理和所涉及的关键干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 ,然后对欧空局的 2颗卫星

ERS-1 /2以串接飞行方式分别于 1996年 3月 18日和 19日对香港地区成像所获取的 2幅

SAR复数影像作了干涉处理和分析 ,并生成了 DEM ,最后以外部 DEM作参考标准 ,对干涉

DEM的精度作了评价 ,并分析了其潜在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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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合成孔径雷 达干涉 ( Synthetic Aper ture

Radar Interferom etry ,简称 InSAR)是近十年发

展起来的空间遥感新技术 ,它是传统的 SAR遥感

与射电天文干涉相结合的产物
[1 ]
。 1951年 , Ca rl

Wiley首次发现多普勒频移 ( Doppler shi f t )现象

能用来逻辑地合成一个更大的雷达孔径 ,因而极

大地改善了真实孔径的方位向 (即沿雷达飞行方

向 )分辨率
[ 1]

,自此 ,掀起了对 SAR理论和应用研

究的高潮。 SAR是能主动发射微波信号 ( 1～

1 000 GHz的电磁波谱范围 )并接收、记录地面反

射信号的成像传感器 ,在微波频率范围内 ,雷达信

号几乎不受云雨和白昼的限制
[ 1, 2]

,这却是常规

可见光和近红外遥感应用难以逾越的障碍。 SAR



所获取的影像与一般遥感影像不同 ,每一像素既

记录了地面分辨元的雷达后向散射特性 (即灰

度 ) ,也记录了与斜距 (雷达天线到地面分辨元的

距离 )有关的相位信息 ,一般用复数表示 ,因此

SAR影像也可称为雷达复数影像
[3 ]。值得指出的

是 ,常规遥感和摄影测量仅能针对灰度信息进行

处理和分析 ,而 InSAR则将相位信息作为处理和

分析的焦点。 InS AR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大规模

的数字高程模型 ( Digital Elev ation M odel, 简称

DEM )建立 [2～ 5 ] ,而且可应用于土地利用分类和

监测厘米级甚至更小的地球表面形变
[6～ 9 ]
。目前 ,

In SAR技术仍处于研究发展时期且已成为世界

各国竞相研究的热点。本文仅讨论使用 InSAR重

建 DEM的机理 ,数据处理和精度等问题。

由于 SAR有其特殊的侧视成像几何 , InSAR

的地表 3维重建不再像摄影测量那样基于影像灰

度视差和共线方程。特别地 ,雷达斜距差以相位差

来计算 ,则斜距差可以子波长级的精度来确定 ,以

此为基础 ,结合雷达基线数据和雷达系统参数并

基于严格的三角几何关系 ,地表高程可精确计算

出来。 1986年 ,美国 JPL的 Zebker等率先发表了

他们使用 N ASA CV990机载 InSAR系统 (使用

C波段 )对旧金山海湾地区获取的 SAR数据生成

DEM的试验结果 [2 ] ,自此 ,国际上许多学者开始

了对 InSAR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随着具有不

同设计参数的星载 SAR成像系统 (如 ERS-1 /2,

JERS-1, RADARSAT等 )的问世 [10 ] , SAR数据

较易获得 ,这促进了 InSAR理论和应用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 ,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

如优化的 S AR成像系统设计和实施以便获得干

涉相关性好的数据对 ,一些相关数据处理算法如

相位解缠、干涉相位滤波和基线估计等需进一步

改善 ,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气象变化引入的附加

相位延迟修正等 [11 ]。 此外 ,针对不同地区 ,干涉

DEM的精度和其影响因素分析及改善途径仍是

目前考察的焦点
[3, 5, 6 ]

。

本文在考察建立干涉 DEM的关键数据处理

过程的基础上 ,重点考察星载干涉 DEM的精度。

特别地 ,欧空局的 ERS-1和 ERS-2卫星具有独一

无二的串接 ( Tandem )飞行能力 ,即 2颗卫星先后

对同一地区成像时间间隔仅约 1 d,这大大地降低

了相位信号时间失相关的可能性 ,使干涉相位的

质量有显著提高 ,对 DEM建立极为有利 ,我们选

择香港局部地区作为试验区并使用这种 Tandem

数据生成干涉 DEM ,与外部参考 DEM作比较 ,

借此评价其精度情况和分析其潜在的制约因素。

2　 InSAR的基本原理和关键数据处

理技术
2. 1　基本原理
关于 InSAR的基本原理和数据处理等 ,目前

几乎没有系统的参考书出版 ,但一些期刊文献已

有介绍
[2, 3, 6, 7 ]

,为便于对后面数据处理过程及结

果的理解 ,这里仍需总结一下。图 1显示了机载

In SAR系统的一般观测几何原理 , 2个 SAR以一

定间距分开安装在飞机上 , 2个传感器中心之连

线构成的空间向量称为基线且与飞机航线垂直 ,

基线长度 B基本保持不变 ,而飞行的非稳定性会

导致基线倾角 a(基线与水平方向构成的夹角 )沿

航向变化。其中仅一个 SAR主动发射雷达信号 ,

而地面反射信号被 2个 SAR接收 ,沿飞行方向对

相同的地表成像获得 2个初图像 ,这种干涉配置

称为单通双天线 In SAR系统。 为了便于后处理 ,

沿航带获取的 SAR初数据须经过预处理以形成

单视复数 ( Single Looking Complex ,简称 SLC)影

像 ,而每一像素可用复数 a+ bi表示 ,其模对应于

地面灰度信息 ,相位主值是雷达波沿斜距方向

( Ai P )传播的总波数之尾数。如图 2所示 (为清晰

起见 ,相对于图 1而言基线被夸大了 ) ,对于地面

点 P ,若沿 A1P和 A2P传播的 2个雷达波的绝对

相位差Oa已知 ,则斜距差δR可以被求得 ,其关系

表达如下

δR= R1- R2= Oa
λ

2πP
( 1)

式中 ,λ是雷达波长 ; R1 , R2分别为 2个成像传感

器中心到地面目标的斜距 ,这里 P= 1。当 B R1

时 ,斜距差可近似为基线 B在斜距 R1方向上的

投影分量 (常称为平行基线 ) ,即

δR≈B平 = B sin (θ+ a) ( 2)

式中 ,θ为雷达侧视角。

从图 1不难发现 ,雷达侧视角θ、斜距和基线

参数 B ,a的严密三角函数关系为

sin (θ+ a )=
R

2
1+ B

2 - R
2
2

2R1B
( 3)

当雷达侧视角θ被确定后 ,地表高程可经如下公

式计算得出

h= H- R1 co sθ ( 4)

其中 , H为雷达中心到参考面的垂直距离。

通过式 ( 1)、式 ( 2)和式 ( 4) ,可以推导出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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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相对于高程变化的敏感度方程为

Lh
LO

= λ
2πP

R1sinθ
B垂

( 5)

其中 , B垂 = B co s (θ+ a )为基线 B在垂直于斜距

R1方向上的投影分量 (常称为垂直基线或有效基

线 ) ,显然 ,一个整周干涉相位变化反应大小为

λR1 sinθ/( 2PB垂 )高差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模糊高

( ambigui ty height ) ,是 InSAR系统中的一个重

要参数。注意 ,模糊高越小 ,干涉相位观测噪音对

估计高程的影响就越小 ,而通过增加有效基线长

度可以降低模糊高。

图 1　 InSAR系统的观测几何

Fig . 1　 Obse rva tion geometry o f

InSAR sy stem

图 2　绝对相位差Oa、解缠相位差Ou和观测

相位差Oo的关系

Fig . 2　 Rela tion among abso lute pha se dif-

fer enceOa , unw rapped phase differ-

enceOu and obse rv ed phase differ-

enceOo

在星载情况下 ,一般采用单天线操作模式 ,卫

星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和轻微的轨道偏离 ( 2个轨

道几乎平行 )重复对某一局部地区成像 ,同样可构

成如图 1所示的几何配置 ,只是基线不再以物理

形式存在 ,式 ( 1)～ 式 ( 5)同样适用于星载干涉 ,只

是 P= 2,这种系统称为双通单天线 InSAR系统。

由此可以看出 ,由于斜距差借助于干涉相位

来确定 (公式 ( 1) ) ,使得斜距差精度达到子波长

级 ,如对于 ERS-1 /2 InSAR系统 ,假设相位差观

测中误差为± 10°,则确定斜距差的理论精度可达

到毫米级 ,故在精确确定基线参数的前提下 ,借助

于式 ( 2)～ 式 ( 4)可高精度地计算出地表高程。 使

用 InSAR建立 DEM的主要数据处理过程如图 3

所示 ,其中 ,如何确定绝对干涉相位差和基线参数

是 InSAR数据处理的关键所在。

图 3　使用 InSAR建立 DEM的过程

Fig. 3　 Procedures of g ene rating DEM th rough

InSAR

2. 2　干涉图的生成和相位解缠

SAR采用斜距投影方式成像
[1 ] ,经预处理后

的影像行向 (即斜距向 ,与航向垂直 )具有固定的

斜距分辨率且对应于某一成像时刻 ,列向 (即方位

向 ,与航向平行 )也具有一定的地面分辨率。这里

称 A1 , A2得到的 SLC影像分别为主、从图像 (如

图 1所示 ) ,为了提取干涉相位 ,须将它们做空间

配准且将从图像取样到主图像空间 [2 ]。 设配准后

的主、从影像对应像素分别以复数 c1 ( i )和 c2 ( i )表

示 ,则干涉图 ( interferog ram )的像素值可以按下

式计算得到

G=∑
N

i
c1 ( i )c

*
2 ( i ) ( 6)

这里 ,* 表示复数共轭 ; N表示平滑窗口像素总

数 ;复数 G的相位主值即为图 2中所示的差分观

测相位 Oo ( 0≤O0≤ 2π) ,显然 ,直接差分相位观测

值存在整周模糊度且需要确定。

为了衡量干涉相位的相关程度和反映其噪声

水平 ,可采用相位相关系数来测度 [3, 6 ] ,其估计公

式为

V=
|〈c1c

*
2〉|

(〈c1c
*
1〉〈c2c

*
2〉 )

1 /2 ( 7)

式中 ,〈〉表示局部窗口求和。实际上 ,相位相关程

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 3种因素:①传感器的热噪

声 ;②因 2个影像获取期间的地表变化 (如植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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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风力对植被的影响、土壤湿度变化等 )导致的

失相关 (即时态失相关 ) ;③不同雷达视角导致的

失相关 (即基线失相关 )等
[6 ]
。一般情况下 ,单通双

天线系统几乎不存在时态失相关问题 ,而双通单

天线系统受时态失相关的影响较大。 基线失相关

随有效基线长度增加而变得严重 ,因此为了控制

基线失相关并提高相位对高程的敏感度 (式 ( 5) ) ,

选择基线长度须折中考虑。

为了确定雷达斜距差 ,需要借助于相位解缠

技术 ( phase unw rapping )
[ 12]
来确定每一干涉像素

的相位整周模糊度使相邻像素的相对相位差正

确 ,图 2清晰地说明了 InSAR直接相位差分观测

值 Oo、模糊相位Ou (= 2πku )和绝对相位差Oa之间

的关系 ,即有

Oa= Oo+ 2πku+ 2πka ( 8)

式中 , 2πka为整体相位偏差 ,可通过一个高程已

知的地面控制点确定
[9 ]
。

目前 ,相位解缠技术较多 ,但主要归为 2类:

①基于路径控制的积分法 [12 ] ;②基于最小二乘的

整体求解算法。积分法的思路是:对缠绕相位图的

每一像素 ,首先求其沿行向和列向的一阶差分 ,然

后对一阶差分连续积分即可求得解缠相位 ,由于

干涉相位图存在奇异点
[12 ]

( residue) ,积分路径应

受到约束以免局部干涉相位的粗差扩散 ,故这种

算法的关键是按一定的原则对奇异点定位并连接

它们作为积分路径的“防火墙” ( branch-cut )。 最

小二乘算法的思想是: 在解缠后的相位梯度与缠

绕相位梯度差异平方和为最小的意义下整体求

解 ,使用带权估计方法可显著地削弱奇异相位对

解缠结果的影响。 从我们运用这两种算法分别对

实际干涉图 (如图 4( c) )解缠的情况比较来看 ,前

者比后者更加稳健可靠。

2. 3　基线参数求解

从 2. 1节的讨论中不难看出 ,基线参数在从

干涉相位到地形高程的几何转换中扮演着十分重

要的角色 ,研究表明 ,厘米级的基线精度是必须

的
[3, 9 ]

,因此精确估计基线参数是相当重要的。 然

而 ,沿 SAR平台飞行方向的基线参数并非稳定的

常数 ,一般使用合理的模型表征基线参数沿方位

向的变化且估计模型参数
[9 ]
。 如对于现有的星载

In SAR系统 ,由于轨道的非严格平行性即存在微

小的交叉角 ,如图 1所示 ,垂直于卫星飞行方向的

基线 B在水平方向 x和垂直方向 y的分量 Bx , By

可近似认为均呈线性变化 ,即

Bx ( t )= Bx0+ kx t

By ( t )= By0+ ky t
( 9)

式中 , t表示卫星飞行时间 (对应于 SLC影像的某

一行 ) ; Bx0和 By0分别为 2个基线分量的常数项 ;

kx 和 ky表示 2个基线分量沿方位向的变化率。对

于机载和星载 InSAR系统 ,干涉基线模型参数和

飞行平台高度均可使用足够的地面控制点数据

(已知高程和解缠相位 )建立干涉高程观测方程并

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9 ] ,这种估计基线参数

模型的算法是较为稳健可靠的。

对于星载系统而言 ,由于具有一定时间间隔

的轨道状态矢量数据 (在地固坐标系下的卫星瞬

时位置和速度矢量 )附在 S AR图像上一并提供给

用户 ,因而可以使用轨道数据直接估计干涉基线

参数。 卫星瞬时状态矢量估计可以采用以下 2种

方法之一来实现:①使用轨道传播器算法直接计

算 S AR在某一成像时刻的卫星 3维位置矢量和

速度矢量 ;②对随时间变化的 6个状态矢量分量

分别使用多项式拟合方法建立函数模型 ,卫星瞬

时 3维位置矢量可以按成像时间内插出来。当主

从影像完成空间配准后 ,根据方位向配准像素偏

差拟合多项式计算配准点对分别在主从轨道上成

像的卫星时刻 ,即可采用上述 2种方法之一得出

卫星在主从轨道上的 2个位置矢量 ,进而计算基

线长度和倾角。由于卫星定轨精度有限 ,与前一种

方法相比 ,使用这种直接法确定基线参数的精度

相对要低一些。

3　干涉 DEM建立的试验

3. 1　试验区及 SAR数据

为考察使用 InS AR建立 DEM的关键数据

处理过程和干涉相位图的特征 ,我们选择由卫星

ERS-1和 ERS-2以串接飞行方式分别于 1996年

3月 18日和 19日对香港地区成像所获取的 2幅

SAR图像作为源数据 ,其轨道 /帧 ( o rbi t /f rame )

代号分别为: E1 /24440 /3159和 E2 /4767 /3159,

覆盖该地区的 2个 SAR初图像均已由欧空局处

理成 SLC影像 ,处理后的影像在斜距和方位向的

分辨率分别为 7. 9 m和 4. 0 m,影像覆盖范围约

为 100 km× 100 km ,在干涉处理中选择前者作为

主影像 ,后者作为从影像。 值得指出的是 ,欧空局

将相邻飞行时间间隔约为 4. 2 s的 5套轨道状态

矢量数据附在 SAR图像数据上一并分发给用户。

香港大部分地区为灌木林所覆盖 ,对于双通单天

339第 4期　　　　　　　　　　　刘国祥等: 使用 In SAR建立 DEM的试验研究



线 InSAR系统而言 ,很易引起干涉相位的时间失

相关 , ERS-1 /2这种独一无二的串接式两通 SAR

数据大大地降低了干涉相位时间失相关的可能

性 ,从而会显著地降低干涉相位的噪音。尽管成像

时间间隔仅为 1 d,由于雷达迭掩和阴影现象的存

在以及覆盖植被特别 (如针叶状植被 )等原因 ,一

些局部区域的相位相关性仍然很低 ,因此 ,我们仅

选择一个总体相位相关性相对较高的元朗地区作

为进一步考察的对象。

3. 2　干涉数据处理和分析
图 4为香港元朗试验区干涉处理结果 ,

图 4( a)、图 4( b)和图 4( c)中标示出的方框区域

与图 4(a )、图 4( e)的覆盖区域相同。图 4(a )显示

了元朗地区的局部 SAR图像 ,覆盖实地约

12. 1 km× 16. 8 km的区域 ,其影像中心有效基

线长度为 99. 1 m ,模糊高为 106. 7 m /周。将从影

像配准到主影像空间且进行重取样后 ,根据式 ( 6)

可计算出干涉图 ,图 4( c)显示了干涉相位随地面

起伏变化的情况 ,右侧的灰度柱表示了图中不同

的灰阶所对应的干涉相位变化 ,一个完整的干涉

条纹 (相当于 0°→ 360°的相位变化 )使用由白到黑

的渐变色调表示。前已述及 ,双通单天线 InSAR

系统的干涉相位受成像传感器的热噪声、时态失

相关和空间失相关的影响 ,为了考察研究区域的

干涉相位质量 ,这里使用干涉相位的相关系数来

测度 ,图 4( b)显示了根据式 ( 7)计算所得的干涉

相位相关图 ,相关系数已归划到 0～ 1之间 ,右侧

的由黑变到白的灰度柱表示了图中不同灰阶所对

应的相关系数大小 ,当相关系数为 0(纯黑 )时说

明干涉相位完全不相关 ,当相关系数为 1(纯白 )

时说明干涉相位完全相关 ,相关系数越大 ,干涉相

位观测值越可靠 ,由此生成的 DEM精度越高。对

相关系数进行统计分析来看 ,城市地区干涉相位

的相关性一般很高 (图 4( b)中较亮的区域 ) ,相关

系数在 0. 65到 0. 95之间 ;山区相关系数在 0. 30

～ 0. 40之间 ;图 4( b)中左上角和底部最黑的区域

为海面区 ,其相关系数在 0到 0. 06之间 ,而

图 4( c)中相应的海面区域没有任何干涉条纹。

干涉相位图中的每一像素均存在整周模糊度

(见式 ( 8) ) ,因此需对缠绕的干涉图进行相位解

缠 ,我们使用前已述及的基于路径控制的积分法

和基于最小二乘的整体求解算法分别对干涉图进

行解缠试验 ,从解缠结果比较分析来看 ,积分法结

果相对合理和可靠 ,这一点与一些学者的看法一

致 [3, 9, 12 ] ,由于篇幅所限 ,这里未显示解缠后的干

涉相位图。 为了获得直接反映斜距差的绝对相位

差 (见式 ( 1)和式 ( 8) ) ,我们采用一个高程已知的

地面控制点 (在图 4( a )中以“ ”标示出 )对解缠

后的干涉相位图作了整体相位偏差纠正。 对于干

涉基线参数 ,我们采用第 2. 3节中所述的基于卫

星轨道状态矢量数据的直接计算法来确定。生成

干涉 DEM的进一步处理是基于干涉基线参数和

绝对干涉相位信号的几何转换 (见式 ( 1)～ 式 ( 4) )

和投影变换。最后 ,从已有地形图上选择 5个平面

控制点和 10个高程控制点来校正干涉 DEM。

3. 3　干涉高程结果评价
为检验干涉 DEM的精度 ,我们使用外部

DEM作为参考标准 ,将干涉 DEM取样到参考

DEM的相同空间 , 2个 DEM的格网元均是 20 m

× 20 m,这里 ,使用香港地政总署测绘处提供的

HK80系下的 1∶ 10 000数字等高线图生成参考

DEM ,其高程基准面为 HKPD。由于可得到的外

部 DEM数据范围有限 ,下面将比较分析的焦点

集中在图 4(a ) , 4( b)和 4( c)中均已标示出的正北

向矩形框范围 (约 3. 5 km× 3. 5 km ,以下称焦点

区域 ) ,该区域为高程起伏在 400 m左右的山区 ,

干涉条纹在空间尺度上的变化明显加强 ,平均干

涉相关系数为 0. 35。图 4( d)和 4( e)分别显示了

焦点区域的外部参考 DEM和干涉 DEM的 3D

视图。 对 2个 DEM作差分 ,统计结果表明:干涉

DEM相对于参考 DEM的差异均值为+ 5. 5 m,

差异值统计标准差为± 12 m。显然 ,干涉 DEM的

精度状况并不太理想 ,主要的原因是:①该焦点区

域被灌木林所覆盖 ,即使成像时间间隔仅为 1 d,

时态失相关仍然存在 ,致使干涉相位相关性降低 ,

相位噪音相应增大 ,加之该干涉对的模糊高偏大

(即有效基线偏短 ) ,因而干涉 DEM的精度受到

限制 ;②由于直接采用轨道数据计算基线参数 ,基

线参数的误差会传播到干涉高程中 ;③由于焦点

区域的大气条件 (尤其是近海的相对湿度变化的

影响占主导地位 )可能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变

化引起干涉相位的附加延迟 ,从而导致 DEM精

度降低 ,大气的影响效应与①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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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与基于影像匹配的数字摄影测量技术相比 ,

In SAR在建立 DEM的数据处理方面具有更高的

自动化特征 ,其主要的数据处理步骤包括干涉像

对空间配准和重取样、相位干涉图的计算、相位解

缠、干涉基线确定、几何转换和投影变换 ,其中 ,最

特别且仍值得深入研究的 2大处理技术是: ①干

涉图的相位解缠 ;②干涉基线模型及其参数确定。

对香港元朗试验区 ( 12. 1 km× 16. 8 km )的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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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SAR数据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后得到了干涉

DEM ,并从中选择范围为 3. 5 km× 3. 5 km的局

部山区作为干涉 DEM结果的评价区域且与外部

参考 DEM相比较 ,差异均值为+ 5. 5 m ,差异值

统计标准差为± 12 m。进一步改善干涉 DEM精

度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①提高相位的时间相关性 ,

这涉及到 InSAR的硬件系统设计问题 ;②控制基

线失相关和降低模糊高 ,这需折中地选择干涉像

对 ,即要求其有效基线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 ,对于

ERS-1 /2 S AR系统来说 ,以 200～ 300 m为宜 [3 ];

③精确确定干涉基线模型和其参数 ;④寻求修正

大气相位延迟的有效途径 ,这也是当前 InSAR应

用中的瓶颈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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