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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分辨星载SAR成像误差估

计与补偿方法，针对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技术

方案是：首先，对得到的高分辨星载SAR图像进行

方位向解压缩处理得到方位向解压缩数据；进行

去斜处理，得到去斜后的方位向解压缩数据；沿

距离向划分成子带，再沿方位向划分成子块；利

用MDA算法估计每个子块中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引入的方位向调频斜率误差，然后，估计扰动对

流层延迟误差：最后，利用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对方位向解压缩数据做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补

偿处理；然后，对上述结果做方位向重聚焦处理，

得到精确聚焦的高分辨星载SAR图像。本发明在

高分辨星载SAR图像质量提升、随机误差估计与

补偿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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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分辨星载SAR成像误差估计与补偿方法，针对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SAR是指

合成孔径雷达，其特征在于：

首先，对得到的高分辨星载SAR图像进行方位向解压缩处理得到方位向解压缩数据；再

进行去斜处理，得到去斜后的方位向解压缩数据；再沿距离向划分成子带，沿方位向划分成

子块；利用MDA算法估计每个子块中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引入的方位向调频斜率误差；

然后，利用下述方法估计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针对同一子带下的各子块，根据子块位置与估计所得方位向调频斜率误差，做方位向

拼接处理，得到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随各子块中心对应的方位向时间变化的二阶导数；对

上述二阶导数做方位向插值处理，得到插值后二阶导数；对插值后二阶导数做方位向积分

处理，得到一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的估计结果；

针对各子带，根据子带位置与估计所得一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做距离向拼接处理，

得到随子带中心对应斜距与方位向时间变化的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对二维扰动对流

层延迟误差做距离向插值处理，得到插值后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最后，利用插值后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对方位向解压缩数据做扰动对流层延迟

误差补偿处理；然后，对上述结果做方位向重聚焦处理，得到高分辨星载SAR图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分辨星载SAR成像误差估计与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

下式进行去斜处理：

其中，sadc(r,η)表示方位向解压缩数据，r表示斜距变量，η表示方位向时间变量，sdadc

(r,η)表示去斜处理后的方位向解压缩数据，exp{}表示自然指数函数， 表示虚数单位，π

表示圆周率，Ka(r)表示随斜距r变化的方位向调频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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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星载SAR成像误差估计与补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航天与微波遥感结合的交叉技术领域，特别涉及高分辨星载  SA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合成孔径雷达)成像中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的估计与补偿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星载SAR系统是一种主动式雷达探测成像系统，可全天候、全天时的对地面目标进

行观测成像，被广泛应用于陆地测绘、海洋测绘、自然灾害检测、农业观测、全球碳、水循环

观测、军事侦察等方面，为遥感领域的重要传感器之一[1]。

[0003] 然而，随着高分辨星载SAR系统的提出与发展，成像过程中对流层传播所引入的扰

动延迟误差影响越来越突出。上述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通常是指由于对流层中空气、水汽

的密度随时间与空间的不规则变化，所引入的电磁波传播时延的变化[2]。扰动对流层延迟

误差的影响主要有：一方面，高分辨星载SAR  系统具有大的合成孔径，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沿方位向的分布变化及观测角度的变化会导致方位向匹配滤波器的失配；另一方面，在高

分辨星载SAR系统的测绘带内，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沿距离向的分布变化会导致回波数据

相位的距离向空变。基于以上因素，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通常视为二维误差，会导致高分辨

星载SAR系统的成像结果存在沿距离向和方位向不同程度的散焦，从而影响高分辨星载SAR

图像的可读性及后续应用。

[0004] 为解决高分辨星载SAR图像的散焦问题，相关学者已经提出了多种误差估计与补

偿方法。MDA(Map  Drift  Algorithm)算法[3]与PGA(Phase  Gradient  Algorithm)算法[4]可

用于估计与补偿由于运动误差、时钟误差等引入的一维方位向相位误差，PGA算法适用于人

造场景，而MDA算法同时适用于人造和自然场景，但估计精度低于PGA算法；PCA(phase 

curvature  autofocus)算法[5]可用于估计与补偿方位向相位误差及随距离向缓慢变化的

残余误差。而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具有沿方位-距离二维快变特性，上述方法都不具有估计

与补偿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的能力。因此，有必要针对高分辨星载SAR系统，研究二维空变

误差相位的估计与补偿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高分辨星载SAR成像误差估计与补偿方法，针对扰动对

流层延迟误差，解决引入的空变散焦问题。与现有方法相比，本发明能够有效地实现二维空

变相位误差的估计与补偿。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分辨星载SAR成像误差估计与补偿方法，针对扰动对

流层延迟误差，其特征在于：

[0007] 首先，对得到的高分辨星载SAR图像进行方位向解压缩处理得到方位向解压缩数

据；再进行去斜处理，得到去斜后的方位向解压缩数据；再沿距离向划分成子带，沿方位向

划分成子块；利用MDA算法估计每个子块中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引入的方位向调频斜率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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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0008] 然后，利用下述方法估计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0009] 针对同一子带下的各子块，根据子块位置与估计所得方位向调频斜率误差，做方

位向拼接处理，得到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随各子块中心对应的方位向时间变化的二阶导

数；对上述二阶导数做方位向插值处理，得到插值后二阶导数；对插值后二阶导数做方位向

积分处理，得到一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的估计结果；

[0010] 针对各子带，根据子带位置与估计所得一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做距离向拼接

处理，得到随子带中心对应斜距与方位向时间变化的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对二维扰

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做距离向插值处理，得到插值后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0011] 最后，利用插值后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对方位向解压缩数据做扰动对流层

延迟误差补偿处理；然后，对上述结果做方位向重聚焦处理，得到精确聚焦的高分辨星载

SAR图像。

[0012] 采用本发明可取得以下技术效果：

[0013] 本发明通过对去斜后的方位向解压缩数据进行分块处理，以及在方位向和距离向

分别进行处理，可以有效估计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在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趋势；本发明在对

高分辨星载SAR图像做方位向解压缩-相位补偿-方位向重聚焦处理时，通过采用随距离向

变化的参数进行方位向解压缩和方位向重聚焦，解决了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二维空变的补

偿问题。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能够降低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的影响，有效地提高高分

辨星载SAR系统的成像质量。本发明在高分辨星载SAR图像质量提升、随机误差估计与补偿

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高分辨星载SAR成像误差估计与补偿方法的处理示意与流程图；

[0015] 图2是仿真中设定的高分辨星载SAR系统参数；

[0016] 图3是仿真中的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相位，本发明方法估计相位以及二者的干涉

相位；

[0017] 图4是仿真中的高分辨星载SAR图像对应的光学图像，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影响下

的粗聚焦SAR图像以及误差补偿后的精确聚焦SAR图像；

图5是本发明所述方法具体实施方式使用在仿真试验中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高分辨星载SAR成像误差估计与补偿方法处理示意与流程图，

整个流程分为六步。对得到的高分辨星载SAR图像，第一步：方位向解压缩与去斜处理；第二

步：划分子带与子块；第三步：子块MDA处理；第四步：方位向处理；第五步：距离向处理；第六

步：误差相位补偿与方位向重聚焦处理。最终得到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补偿后的精确聚焦

SAR图像，图5也示出上述步骤。详细描述如下：

[0020] 已知高分辨星载SAR系统的参数是：信号波长λ，带宽Br，距离向采样率fs，合成孔径

时间Ta，地面等效速度Vr，脉冲重复频率PRF，方位向带宽Ba，斜视角θsq，扰动对流层延迟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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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δ。

[0021] 其特征在于，对得到的高分辨星载SAR图像数据进行以下步骤：

[0022] 第一步：方位向解压缩与去斜处理

[0023] 首先，针对高分辨星载SAR图像数据，做方位向解压缩处理[6]，得到方位向解压缩

数据sadc(r,η)，r表示斜距变量，η表示方位向时间变量；

[0024] 然后，利用下式进行去斜处理：

[0025]

[0026] 其中，sdadc(r,η)表示去斜处理后的方位向解压缩数据，exp{}表示自然指数函数，

表示虚数单位，π表示圆周率，Ka(r)表示随斜距r变化的方位向调频斜率。在本发明中，采

取变化的方位向调频斜率Ka(r)可以减小去斜处理后的方位向解压缩数据的相位误差，使

得最终估计结果更加精确。

[0027] 第二步：划分子带与子块

[0028] 首先，针对去斜处理后的方位向解压缩数据sdadc(r,η)，确定距离向子带划分的步

长Δr和子带宽度Wr，沿距离向划分子带，得到各子带距离向位置序列：

[0029]

[0030] 其中，rs[i]表示第i个子带中心对应的斜距，r0表示最短斜距，Mr表示总的子带个

数，子带宽度Wr由图像大小而定，通常取101～102量级；步长Δr由距离向估计相位精度与估

计效率而定。

[0031] 然后，确定方位向子块划分的步长Δa和子块宽度Wa，针对每一条子带，沿方位向

划分子块，得到各子块方位向位置序列：

[0032]

[0033] 其中，ηs[j]表示第j个子块中心对应的方位向时间，η0表示方位向起始时刻，Ma表

示每个子带中子块的个数，子块宽度Wa由高分辨星载SAR系统合成孔径大小而定，通常取合

成孔径的10-1～10-2倍；步长Δa由方位向估计相位精度与估计效率而定。

[0034] 经过划分处理，设得到子块数据为：

[0035] b[i,j],0≤i＜Mr,0≤j＜Ma，

[0036] 其中，b[i,j]表示第i个子带中的第j个子块数据。如图1中图①所示，纵向表示方

位向，横向表示距离向。图①中标识了三个子带做为示意，如图中的虚线矩形框所示，而实

际情况下三个子带之间存在多个子带，且相邻子带间有重叠区域。同样的，图②中标识了三

个子块做为示意，如图中的虚线矩形框所示，而实际情况下三个子块之间存在多个子块，且

相邻子块间有重叠区域。

[0037] 第三步：子块MDA处理

[0038] 利用已有的MDA方法，估计每个子块中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引入的方位向调频斜

率误差：

[0039] φ″[i,j]＝EMDA{b[i,j]}，

[0040] 其中，φ″[i ,j]表示估计所得的第i个子带第j个子块的方位向调频斜率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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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DA{}表示MDA估计方法。子块MDA处理示意如图1中③所示。

[0041] 第四步：方位向处理

[0042] 针对每一条子带重复如下处理步骤：

[0043] 针对第i条子带，根据各子块中心对应的方位向时间ηs[j]与估计所得方位向调频

斜率误差φ″[i,j]，做方位向拼接处理，构造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随各子块中心对应的方

位向时间变化的二阶偏导数 即如下式所述：

[0044]

[0045] 其次，针对 做方位向插值处理，得到随方位向时间η变化的二阶偏导数

即如下式所述：

[0046]

[0047] 其中，Interp{}表示插值处理。[i,η)表示二阶偏导数沿距离向i是离散的，沿方位

向η是连续的，以下涉及相同表述具有相似的意义；

[0048] 最后，针对 做方位向积分处理，得到第i条子带中一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

差相位

[0049]

[0050] 其中，Ω表示η的取值范围，方位向处理示意与流程如图1中④⑤⑥所示，图④表示

方位向拼接处理得到的随各子块中心对应的方位向时间变化的二阶偏导数 图⑤

表示方位向插值处理得到的随方位向时间η变化的二阶偏导数 图⑥表示方位向

积分处理得到的第i条子带中一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相位

[0051] 第五步：距离向处理

[0052] 首先，针对各子带，根据子带中心对应斜距rs[i]与估计所得一维扰动对流层延迟

误差相位 做距离向拼接处理，得到随子带中心对应斜距rs[i]与方位向时间η变化的

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即如下式所述：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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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其次，针对 做距离向插值处理，得到随斜距r与方位向时间η变化的二维扰

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即如下式所述：

[0055]

[0056] 距离向处理示意与流程如图1中⑦⑧所示，图⑦表示由图⑥做距离向拼接  处理得

到的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图⑧表示距离向插值处理得到的二 维扰动对流层延

迟误差

[0057] 第六步：误差相位补偿与方位向重聚焦处理

[0058] 首先，针对方位向解压缩数据sadc(r,η)，利用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做

误差相位补偿处理，得到误差相位补偿后的方位向解压缩数据

[0059]

[0060] 然后，针对 做方位向重聚焦处理 [6]，得到精确聚焦的SAR图像数据

[0061] 图2～图5是利用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仿真实验的处理结果。

[0062] 图2为仿真中设定的高分辨星载SAR系统参数。包括波长、信号带宽、信号采样率、

合成孔径时间、地面等效速度、脉冲重复频率、方位向带宽、斜视角、对流层延迟均方误差

等。依据分辨率计算公式得到斜距向和方位向的分辨率标称值分别为0.5米和0.165米。从

分辨率标称值可以看出仿真中设定的是高分辨星载SAR系统。

[0063] 利用本发明对图2所示参数下的TerraSAR高分辨图像添加扰动对流层延迟影响，

然后进行估计与补偿处理。

[0064] 图3是仿真处理中涉及的相位信息。图3(a)是引入的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原始相

位，图3(b)是利用本发明处理得到的估计相位；图3(c)是原始相位与估计相位的干涉结果，

即图3(a)与图3(b)的干涉结果。其中，横坐标表示距离向点数，纵坐标表示方位向点数。从

图中可以看出，估计相位能够很好地重现原始相位的二维变化趋势，二者的干涉相位变化

幅度明显变小，在0rad 附近上下浮动。说明本发明具有准确估计二维扰动对流层延迟误差

的能力。

[0065] 图4是仿真处理中涉及的图像信息。图4(a)是仿真中采用的TerraSAR图像对应的

光学图像，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图4(b)是扰动对流层影响下的粗聚焦高分辨星载SAR图像，

图4(c)是补偿处理后的精确聚焦高分辨星载SAR 图像；从图中可以看出，受扰动对流层影

响，高分辨星载SAR图像在不同距离、方位位置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散焦；而通过本发明方

法，高分辨星载SAR图像散焦得到明显抑制，图像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0066] 以上所述的本发明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任何在本发明

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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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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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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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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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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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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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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