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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

像干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步骤1)雷达发射M

个相同的N维离散化线性调频信号；将发射出的

信号与接收到的回波信号经过匹配滤波后，得到

一个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步骤2)分别对每一列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进行复变分模态分解，得到q个模函数，计算所分

解出的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并求得每一个模函

数的能量占所有模函数能量总和的比值；将比值

高于阈值的模函数进行相加合成，得到一个新的

M行N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步骤3)

将步骤2)获得的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

回波数据进行加窗处理，然后沿着方位向进行傅

立叶变换得到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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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步骤1)雷达发射M个相同的N维离散化线性调频信号；将发射出的信号与接收到的回波

信号经过匹配滤波后，得到一个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步骤2)分别对每一列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进行复变分模态分解，得到q个模函

数，计算所分解出的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并求得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占所有模函数能量

总和的比值；将比值高于阈值的模函数进行相加合成，得到一个新的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

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步骤3)将步骤2)获得的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进行加窗处理，然后

沿着方位向进行傅立叶变换得到逆合成孔径雷达图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包括：

步骤101)产生M个相同基带线性调频信号，对每个信号进行离散化；

所述的基带线性调频信号表示如下：

其中的rect表示的是矩形窗函数，数学表达如下：

公式(1)中 代表快时间，TP表示脉冲宽度，y表示线性调频率；

对信号 进行采样，获得N个离散的基带线性调频信号

步骤102)将获得的N个离散的基带线性调频信号 经过发射机上变频器的

变频调制至雷达工作频率后的发射信号 所述发射信号 为：

式中，fc表示载波的频率，t表示全时间；

发射信号 经传输后，到达接收机的接收信号为 接收信号 是雷达照射区域

内所有目标对发射信号 反射后返回到接收机的信号之和，假设共有K个点目标，第k,k

＝1,2,...,K个点目标的反射系数为σk，第k个点目标与雷达之间的距离为rk，光速为c，那么

接收信号 为：

步骤103)将所述步骤102)获得的接收信号 进行下变频处理，接收机下变频的本振

频率和发射机上变频的本振频率相同，是由同一个频率源产生，经过下变频后获得的信号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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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4)接收信号经过下变频后变为了基带信号，将基带信号 与步骤101)保存的

基带线性调频信号 在频率域进行匹配滤波；匹配滤波后的信号表示为 的计

算公式为：

步骤105)将M个 联合得到一个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将此回波

数据的元素表示为 其中m表示脉冲回波的编号，tm代表慢时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具体包括：

步骤201)选定模函数个数q，对每一列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进行复变分模态分

解，得到q个模函数；

步骤202)计算所分解出的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并求得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占所有模

函数能量总和的比值；

步骤203)将比值高于阈值的模函数进行相加合成，得到N个列向量 组成一个新

的M行N列的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q的

取值为2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01)的具体实现过程为：

回波数据的第n列 进行复变分模态分解，计算如

下：

上式中， 是q个复值模函数；Re表示取实部，MF表示实值变分模态分解算法，实

值变分模态分解算法是以下一个约束性变分问题：

其中，f表示要进行变分模态分解的实信号；ul是将实信号f分解后的第l,l＝1…q个模

函数的信号，ωl是信号ul的主要频率成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的加窗处理为汉宁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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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雷达成像以及微多普勒效应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

成像干扰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中，目标的运动可以被分解为平动和转动两个部分。目

标的平动对所有的散射点产生相同的多普勒偏移，因此，平动分量对雷达成像不会有任何

贡献。目标的转动分量会使回波产生不同的包络延时和相位。由于目标的平动会使回波产

生距离徙动，导致不能获得一幅很好的聚焦图像，因此，需要对首先需要对平动分量进行补

偿。运动补偿包括两部分：包络对齐和相位校正。通过运动补偿之后便可以获得一个理想的

转台模型，最后采用传统的距离多普勒算法(参考文献[1]：V .C .Chen ,and  Marco 

Martorella,Invers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maging  Principles,Algorithms,and 

Applications.Edison,NJ:SciTech  Publishing,2014.)就可以得到清晰的成像结果。

[0003] 实际上，很多成像目标可能存在一些局部运动，例如机械振动、转动、摇动、进动等

等。这些运动叠加在整个目标的平动分量和转动分量之上。这些局部运动被称作微动，由微

动产生的多普勒效应被称为微多普勒效应(参考文献[2]：V.C.Chen,“Analysis  of  radar 

micro-Doppler  signature  with  time–frequency  transform ,”in  Proc .IEEE 

Statistical  Signal  Array  Process.,2000,pp.463–466.，参考文献[3]：V.C.Chen,F.Li,

S.-S.Ho  et  al.,“Analysis  of  micro-Doppler  signatures,”Proc.Inst.Electr.Eng.—

Radar  Sonar  Navig.,vol.150,no.4,pp.271–276,Aug.2003.；参考文献[4]：T.Sparr  and 

B .Krane ,“Micro-Doppler  analysis  of  vi bra ting  ta rgets  in  SAR ,”

Proc.Inst.Electr.Eng.—Radar  Sonar  Navig.,vol.150,no.4,pp.277–283,Aug.2003.；

参考文献[5]：V.C .Chen ,F .Li ,S .-S .Ho  et  al .,“Micro-Doppler  effect  in  radar:

Phenomenon ,model ,and  simulation  study ,”IEEE  Trans .Aerosp .Electron .Syst .,

vol.42,no.1,pp.2–21,Jan.2006.)。不同的目标有它们特有的微多普勒特征，可以根据不

同的微多普勒特征对目标进行识别和分类。由于微多普勒效应的存在，雷达获得的目标成

像可能会变得很模糊，以至于很难对目标进行识别，所以需要将微多普勒效应消除。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首先需要将回波中的微多普勒成分进行分离。

[0004] 在最近这些年，很多微多普勒分离算法被提出。雷达回波被分解为一系列的

Chirplet函数(参考文献[6]：J.Li  and  H.Ling ,“Application  of  adaptive  chirplet 

representation  for  ISAR  feature  extraction  from  targets  with  rotating  parts,”

Proc.Inst.Electr.Eng.—Radar  Sonar  Navig.,vol.150,no.4,pp.284–291,Aug.2003.)，

通过不同的线性调频率可以将主体部分和微动部分进行分离，不过该算法需要耗费很长的

时间。基于频谱的阶数统计方法被用来对目标主体和微动部分进行分离(参考文献[7]：

L.Stankovic,I.CDjurovi,T.Thayaparan  et  al.,“Separation  of  target  rigid  body 

and  micro-Doppler  effects  in  ISAR  imaging,”IEEE  Trans.Aerosp.Electron.S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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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2,no.4,pp.1496–1506,Oct.2006.)，然后使用逆Radon变换来估计微多普勒参数。空

军工程大学的张群教授采用Hough变换的方法实现了目标微多普勒特征的提取(参考文献

[8]：Q.Zhang,T.S.Yeo,H.S.Tan  et  al.,“Imaging  of  a  moving  target  with  rotating 

parts  based  on  the  Hough  transform ,”IEEE  Trans .Geosci.Remote  Sens .,vol.46,

no.1,pp.291–299,Jan.2008.)。通过采用短时傅里叶变换获得时频图，然后在时频域采用

基于L统计的方法或者基于直方图分析的方法提取目标的主体部分(参考文献[9]：

L .Stankovic ,T .Thayaparan ,M .Dakovic  and  V .Popovic-Bugarin ,“Micro-Doppler 

Removal  in  the  Radar  Imaging  Analysis ,”IEEE  Trans .Aerosp .Electron .Syst .,

vol.49,no.2,pp.1234–1250,Apr.2013.；参考文献[10]：R.Zhang,G.Li,Y.Zhang,“Micro-

doppler  interference  removal  via  histogram  analysis  in  time-frequency 

domain,”IEEE  Trans.Aerosp.Electron.Syst.,vol.52,no.2,pp.755–768,Apr.2016.)。以

上这些方法都只是被用在了仿真数据中，而没有实验数据，缺乏说服力。

[000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白雪茹教授将经验模态分解算法推广到复数的情况，提出了

复经验模态分解算法，并采用复经验模态分解算法实现了目标主体部分和微动部分的分离

(参考文献[11]：X.Bai ,M .Xing ,F .Zhou ,G .Lu ,and  Z .Bao ,“Imaging  of  micromotion 

targets  with  rotating  parts  based  on  empirical-mode  decomposition ,”IEEE 

Trans.Geosci.Remote  Sens.,vol.46,no.11,pp.3514–3523,Nov.2008.)，得到了很好的成

像结果。传统的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只适用于线性、平稳的信号，而复经验模态分解算法

不仅适用于线性、平稳的信号，同时也适用于非线性、非平稳的信号。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存在的上述缺

陷，提出一种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影响的方法，为消除微多普勒效应对(逆)合成孔径

雷达成像的干扰，获得更好的成像结果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该方法将Konstantin 

Dragomiretskiy和Dominique  Zosso提出的变分模态分解推广到复数的情况下，提出了复

变分模态分解，因为在实际的雷达信号处理时采用的是I和Q两个通道，所以实际的雷达信

号是复数。通过建立仿真模型和实际的实验数据结果，有效地验证了本发明所提出的方法

的有效性。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所

述方法包括：

[0008] 步骤1)雷达发射M个相同的N维离散化线性调频信号；将发射出的信号与接收到的

回波信号经过匹配滤波后，得到一个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0009] 步骤2)分别对每一列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进行复变分模态分解，得到q个模

函数，计算所分解出的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并求得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占所有模函数能

量总和的比值；将比值高于阈值的模函数进行相加合成，得到一个新的M行N的二维距离-慢

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0010] 步骤3)将步骤2)获得的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进行加窗处理，

然后沿着方位向进行傅立叶变换得到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1)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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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101)产生M个相同基带线性调频信号，对每个信号进行离散化；

[0013] 所述的基带线性调频信号表示如下：

[0014]

[0015] 其中的rect表示的是矩形窗函数，数学表达如下：

[0016]

[0017] 公式(1)中 代表快时间，TP表示脉冲宽度，y表示线性调频率；

[0018] 对信号 进行采样，获得N个离散的基带线性调频信号序列

[0019] 步骤102)将获得的离散基带线性调频信号序列 经过发射机上变频器的变频

调制至雷达工作频率后的发射信号为 所述发射信号 为：

[0020]

[0021] 式中，fc表示载波的频率，t表示全时间；

[0022] 发射信号 经传输后，到达接收机的信号为 接收信号 是雷达所照射

区域所有目标对发射信号 经过发射后返回到接收机的信号之和，假设共有K个点目标，

第k(k＝1,2,...,K)个点目标的反射系数为σk，第k个点目标与雷达之间的距离为rk，光速为

c，那么接收信号 为：

[0023]

[0024] 步骤103)将所述步骤102)获得的离散接收信号序列 进行下变频处理，接收机

下变频的本振频率和发射机上变频的本振频率相同，是由同一个频率源产生，经过下变频

后获得的信号为：

[0025]

[0026] 步骤104)接收信号经过下变频后变为了基带信号，将基带信号 与步骤101)保

存的基带信号 在频率域进行匹配滤波；匹配滤波后的信号表示为 的计算公

式为：

[0027]

[0028] 步骤105)将M个 联合得到一个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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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波数据矩阵表示为 其中m表示脉冲回波的编号，tm代表慢时

间。

[0029]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2)具体包括：

[0030] 步骤201)选定模函数个数q，对每一列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进行复变分模态

分解，得到q个模函数；

[0031] 步骤202)计算所分解出的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并求得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占所

有模函数能量总和的比值；

[0032] 步骤203)将比值高于阈值的模函数进行相加合成，得到N个列向量 组成一

个新的M行N的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0033]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q的取值为20。

[0034]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201)的具体实现过程为：

[0035] 回波数据矩阵 的第n列 进行复变

分模态分解，计算如下：

[0036]

[0037] 上式中， 是q个复值模函数；Re表示取实部，MF表示实值变分模态分解算

法，实值变分模态分解算法是以下一个约束性变分问题：

[0038]

[0039]

[0040] 其中，f表示要进行变分模态分解的实信号；uk是将原信号f分解后的第k，k＝1…q

个模函数的信号，ωk是信号uk的主要频率成分。

[004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3)的加窗处理为汉宁窗。

[0042] 本发明的优势在于：

[0043] 本发明提出的方法适用于非线性、非平稳的信号，通过仿真数据和实验数据证明，

本发明的方法能够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的干扰，获得更清晰的目标主体成像结果。

附图说明

[0044] 图1为本发明的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的流程图；

[0045] 图2为转动目标模型图；

[0046] 图3为理想公式的时频分析结果；

[0047] 图4为理想公式经复变分模态分解后各模函数的能量所占所有模函数能量总和的

比值；

[0048] 图5为理想公式经复变分模态分解后提出的主体部分的时频图；

[0049] 图6为理想公式经复变分模态分解后提出的微动部分的时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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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图7为仿真点目标的位置坐标；

[0051] 图8为仿真点目标的成像结果；

[0052] 图9为仿真点目标经复变分模态分解后提取出的主体部分的成像结果；

[0053] 图10为仿真点目标经复经验模态分解后提取出的主体部分的成像结果；

[0054] 图11为卡车实验数据的成像结果；

[0055] 图12为卡车实验数据第120个距离单元的时频图；

[0056] 图13为卡车实验数据经复变分模态分解后提取出的主体部分的成像结果；

[0057] 图14为卡车实验数据经复经验模态分解后提取出的主体部分的成像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5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59] 如图1所示，一种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干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60] 步骤1)雷达发射M个相同的N维离散化线性调频信号；将发射出的信号与接收到的

回波信号经过匹配滤波后，得到一个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将此回波数

据矩阵表示为 具体包括：

[0061] 步骤101)产生M个相同基带线性调频信号，对每个信号进行离散化；

[0062] 雷达发射一次线性调频信号只能实现高距离分辨率，对不同方位向位置的目标依

然不能进行识别，所以无法实现成像。要想获得目标的成像结果，需要发射一簇这样的线性

调频信号。发射的M个线性调频信号是按照一个固定周期发射出去的，且下一个发射信号发

射出去之前，雷达已经接收到前一个发射信号的回波。

[0063] 所述的基带线性调频信号表示如下：

[0064]

[0065] 其中的rect表示的是矩形窗函数，数学表达如下：

[0066]

[0067] 公式(1)中 代表快时间，TP表示脉冲宽度，γ表示线性调频率；

[0068] 对信号 进行采样，获得N个离散的基带线性调频信号序列 并

对离散的基带线性调频信号序列做好记录保存；

[0069] 步骤102)将获得的离散的基带线性调频信号序列 经过发射机上变频器的变

频调制至雷达工作频率后的发射信号为 所述发射信号 为：

[0070]

[0071] 式中，fc表示载波的频率，t表示全时间；

[0072] 发射信号 经传输后，到达接收机的信号为 接收信号 是雷达所照射

区域所有目标对发射信号 经过发射后返回到接收机的信号之和，假设共有K个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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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k(k＝1,2,...,K)个点目标的反射系数为σk，第k个点目标与雷达之间的距离为rk，光速为

c，那么接收信号 为：

[0073]

[0074] 步骤103)将所述的步骤102)获得的离散接收信号序列 进行下变频处理，接收

机下变频的本振频率和发射机上变频的本振频率相同，是由同一个频率源产生，经过下变

频后获得的信号为：

[0075]

[0076] 步骤104)接收信号经过下变频后变为了基带信号，将基带信号 与步骤101)保

存的基带信号 在频率域进行匹配滤波；匹配滤波后的信号表示为 的计算公

式为：

[0077]

[0078] 步骤105)将M个 联合得到一个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将此

回波数据矩阵表示为 其中m表示脉冲回波的编号，tm代表慢

时间；

[0079] 步骤2)选取模函数个数q，分别对每一列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进行复变分模

态分解，得到q个模函数，计算所分解出的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并求得每一个模函数的能

量占所有模函数能量总和的比值，比值高于阈值的模函数被认为是目标主体所产生的，将

比值高于阈值的模函数进行相加合成，得到一个新的M行N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

据；具体包括：

[0080] 步骤201)选定合适的模函数个数q，对每一列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进行复变

分模态分解，得到q个模函数；

[0081] 变分模态分解算法可以将一个信号从低频往高频分离开。对有微动的距离单元进

行时频分析时，可以从时频图中很好地获取微多普勒的信息，目标主体部分在时频图中会

相对集中，而微动部分的在时频图中会比较分散，因此为了很好得将目标主体部分提取出

来，所分解的模态数不宜太小，但是太大也会增加计算量，本发明将分解的模态数设定为q

＝20；

[0082] 步骤202)计算所分解出的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并求得每一个模函数的能量占所

有模函数能量总和的比值；

[0083] 选取回波数据矩阵 的第n列 进行

复变分模态分解，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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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0085] 上式中， 是20个复值模函数；Re表示取实部，MF表示实值变分模态分解算

法，实值变分模态分解算法是以下一个约束性变分问题：

[0086]

[0087]

[0088] 其中，f表示要进行变分模态分解的实信号；uk是将原信号f分解后的第k(k＝1…

20)个模函数的信号，ωk是信号uk的主要频率成分。

[0089] 计算每一个复值模函数的能量以及所占所有20个复值模函数能量总和的比值。

[0090] 步骤203)选取一个合适的能量比值的阈值，比值高于阈值的模函数被认为是目标

主体所产生的，将比值高于阈值的模函数进行相加合成，得到N个列向量 组成一个

新的M行N的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0091] 步骤3)将所述的步骤2)获得的M行N列的二维距离-慢时间域的回波数据

进行汉宁(Hanning)窗的加窗处理，然后沿着方位向进行傅立叶变换得到消除微

多普勒效应干扰后的高分辨率(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

[0092] 图2为转动目标模型图。该模型假设目标的平动已经被补偿。点Q(xQ，yQ)代表目标

主体点，点P(xP，yP)代表目标微动点，原点O是理想转台模型目标主体点的旋转中心，RQ，是

点Q的旋转半径，ωO是目标主体点的旋转角速度，UO′V是微动点所在的参考坐标系，O′是微

动点的旋转中心，rP是微动点的旋转半径，ωP是微动点的旋转角速度，ωP远比ωO大。该模

型中，点Q代表了目标主体部分，目标主体运动可以被分解为平动分量和转动分量，平动分

量对成像会产生干扰，因此假设这里的平动分量已经被补偿，只剩下转动分量，相当于目标

主体绕着O点进行旋转运动，点P也是目标的一部分，但是点P在主体运动的基础上还具有自

己的运动，比如卡车车轮的转动、直升机旋转叶片的转动等等，这里假设点P绕着点O′作快

速旋转运动。

[0093] 图3为根据公式s(t)＝exp(-j70  sin(3πt))+1进行的时频分析结果，相干时间为

1s，采样率为256；图4为对图3的信号进行复变分模态分解后所得到的20个模函数的能量占

所有模函数能量总和的比值，从该图可以看出，占据目标主体部分的模函数(即第一个模函

数)的能量占据了大部分能量，将阈值设为0.1，就可以将目标主体部分和微动部分分离开；

图5为通过变分模态分解算法提取出的目标主体部分的时频图；图6为通过变分模态分解算

法提取出的微动部分的时频图。

[0094] 图7为仿真的点目标位置；图8为采用线性调频信号进行的点目标仿真的成像结

果；图9为采用复变分模态分解算法提取出的目标主体部分；图10为采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白雪茹教授提出的复经验模态分解算法提取出的目标主体部分。五个散射点的旋转中心坐

标都为(0，0)，中间的散射点代表微动点，微动点的旋转半径为0.25m，旋转频率为6.67Hz，

其余的四个散射点代表目标主体，坐标分别为(25，0)、(-25，0)、(0，-25)和(0，25)，旋转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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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0.02Hz，雷达载频为10GHz，系统带宽为500MHz，整个成像相干积累时间为0.256s，脉冲

重复频率为2000Hz，微动点的后向散射系数是目标主题点散射系数的一半。图7采用的是传

统距离多普勒算法获得的成像结果。从图8可以看出，由于微动点的存在，成像结果出现了

一条长的阴影带，干扰了主体部分的成像。从图9和图10可以看出，本发明提出的基于复变

分模态分解算法具有比复经验模态分解算法更好的消除微多普勒效应对(逆)合成孔径雷

达成像的干扰的效果。

[0095] 图11为一辆卡车的实验成像结果；图12为第120个距离单元的时频分析结果；图13

为采用本发明提出的基于复变分模态分解算法对卡车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取出的卡车

主体部分成像结果；图14为采用复经验模态分解算法对卡车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取出的

卡车主体部分成像结果。雷达系统采用的是Ka波段的工作频率，信号为调频步进信号，系统

带宽为2GHz，子脉冲的个数是20个，子脉冲的带宽是110MHz，载频从33GHz到35GHz，按照

100MHz递增，相邻子脉冲的时间间隔是70μs，脉冲重复频率是500Hz，整个成像的相干积累

时间是1.4s。在图11中，左边代表着卡车的车头部分，右边代表着卡车的车尾部分，在第95

个距离单元和第120个距离单元附近出现了比较长的阴影带，这是由于卡车两个前轮的快

速转动所引起的，这会干扰卡车主体部分的成像。取出第120个距离单元进行时频分析，分

析结果如图12所示，从该图可以看出，目标主体部分集中在零多普勒频率附近，在偏离零多

普勒频率较远的位置有卡车车轮快速转动引起的额外的多普勒频率成分。从图13和图14可

以看出，本发明提出的基于复变分模态分解算法具有比复经验模态分解算法更好的消除微

多普勒效应对(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的干扰的效果。

[0096] 本发明所提出的消除目标微动对雷达成像影响的方法，虽然分析时采用的是线性

调频信号，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步进频信号、调频步进信号等其他雷达体制，实验数据的分析

结果就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同时，本发明分析时虽然使用的都是转动目标模型，但是本发

明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微动形式，比如振动、进动等等。本发明所提出的方法对实际的(逆)合

成孔径雷达成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097]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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