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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

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其包括成

像系统参数初始化，采用极坐标格式算法对回波

数据进行处理，高阶空变相位补偿成像。本发明

采用构造弯曲误差补偿滤波器的方法实现双基

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误差的校正，并通过插值

映射的方法，构建了空变波前弯曲误差补偿滤波

器，能够以较高的效率得到聚束双基SAR的一致

聚焦图像，可以在较大的成像场景范围内，实现

高分辨率的成像处理，使搭载双基SAR系统的飞

行器在战场侦察监视、物资空投和地震灾害救援

等领域发挥更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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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A、成像系统参数初始化

所述成像系统参数包括参考点位置、发射站三维轨迹[xT(t) ,yT(t) ,zT(t)]、接收站三

维轨迹[xR(t) ,yR(t) ,zR(t)]、发射信号载波频率fc、脉冲宽度Tp、距离向采样频率Fs、距离向

采样点数Nr、脉冲重复间隔PRI、方位时间向量t、距离时间向量τ、距离频率向量fτ、场景中点

目标(xp,yp)的距离历史Rp(t；xp,yp)；

B、采用极坐标格式算法对回波数据进行处理

根据参考点目标的回波数据构造一致压缩参考信号，利用距离频域和方位时域对回波

数据进行一致压缩，再对一致压缩后的回波数据进行极坐标格式变换，得到PFA粗图像；

C、高阶空变相位补偿

将PFA粗图像划分为多个子图像，构建空变波前弯曲误差补偿滤波器，计算每个子图像

对应的相位补偿因子并进行相位补偿，将所有相位补偿后的子图像进行拼接得到成像结

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一致压缩参考信号表示为

其中，So(fτ,t)表示点目标参考函数，Kr为发射信号调频率，c为光速。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利用距离频域、方位时域的共轭相乘，对回波数据进行一致压

缩，压缩后的距离频域数据表示为

其中，FFTr{·}表示距离向FFT，sr(τ,t；xp,yp)表示目标回波数据，So*(fτ,t)表示对一致

压缩参考信号So(fτ,t)取共轭，ΔRp(t；xp,yp)表示差分距离史，wr[·]表示距离向时域窗函

数，wa[·]表示方位向时域窗函数，Ta表示合成孔径时间。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对一致压缩后的回波数据进行极坐标格式变换，通过二维低通

插 值 将 和 变 换 到 二 维 波 数 域 ，得 到

和 其中 表示二阶泰勒展开系数，

表示三阶泰勒展开系数， 表示波数域的二阶波前弯曲相位，

表示波数域的三阶波前弯曲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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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首先计算补偿前的有效场景尺寸，计算公式为

其中，Mi和Ni均为雷达平台运动轨迹相关系数，λ表示载波波长；

再根据有效场景尺寸将PFA粗图像h(x,y)划分为多个子图像hi(x,y)。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构建的空变波前弯曲误差补偿滤波器表示为

其中，kx和ky分别为x和y方向上的波数， 表示波数域的总波前弯曲相

位。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对每个子图像hi(x,y)，先确定其几何中心位置(xi,yi)，将子图

像进行二维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其波数谱Hi(kx,ky)；再计算出对应的相位补偿因子Hc(kx,

ky；xi,yi)，与子图像波数谱相乘后再求解乘积结果的二维逆向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补偿

后的子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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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雷达信号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

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技术诞生以来，因其不受天气

天时的影响，能对地面物体进行高效成像的特点，在高分辨率、多极化、多模式、多波段等方

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为了提高SAR系统的生存能力，研究者提出了新的SAR系统机制，

即将发射机系统和接收机系统分开放置到两个不同的平台上，这样的系统称为双基SAR。

[0003] 传统SAR系统工作于正侧视或者斜视模式，即飞行方向与波束指向存在一定的夹

角。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正前方的目标动态相较侧方目标动态更加重要。对于单基SAR，如果

雷达照射正前方，会导致多普勒方向与距离向一致，无法成像。但是由于双基SAR特殊的收

发方式，使前视成像成为可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在实际双基SAR成像

中的应用缺陷，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

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

正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A、成像系统参数初始化

[0007] 所述成像系统参数包括参考点位置、发射站三维轨迹[xT(t) ,yT(t) ,zT(t)]、接收

站三维轨迹[xR(t) ,yR(t) ,zR(t)]、发射信号载波频率fc、脉冲宽度Tp、距离向采样频率Fs、距

离向采样点数Nr、脉冲重复间隔PRI、方位时间向量t、距离时间向量τ、距离频率向量fτ、场景

中点目标(xp,yp)的距离历史Rp(t；xp,yp)；

[0008] B、采用极坐标格式算法对回波数据进行处理

[0009] 根据参考点目标的回波数据构造点目标参考函数，利用距离频域和方位时域对回

波数据进行一致压缩，再对一致压缩后的回波数据进行极坐标格式变换，得到PFA粗图像；

[0010] C、高阶空变相位补偿

[0011] 将PFA粗图像划分为多个子图像，构建空变波前弯曲误差补偿滤波器，计算每个子

图像对应的相位补偿因子并进行相位补偿，将所有相位补偿后的子图像进行拼接得到成像

结果。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B中，点目标参考函数表示为

[0013]

[0014] 其中，So(fτ,t)表示点目标参考函数，Kr为发射信号调频率，c为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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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B中，利用距离频域、方位时域的共轭相乘，对回波数据进行一

致压缩，压缩后的距离频域数据表示为

[0016]

[0017] 其中，FFTr{·}表示距离向FFT，sr(τ,t；xp,yp)表示目标回波数据，So*(fτ,t)表示

对一致压缩参考信号So(fτ,t)取共轭，ΔRp(t；xp,yp)表示差分距离史，wr[·]表示距离向时

域窗函数，wa[·]表示方位向时域窗函数，Ta表示合成孔径时间。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B中，对一致压缩后的回波数据进行极坐标格式变换，通过二

维低通插值将 和 变换到二维波数域，得到

和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C中，首先计算补偿前的有效场景尺寸，计算公式为

[0020]

[0021] 其中，Mi和Ni均为雷达平台运动轨迹相关系数，λ表示载波波长；

[0022] 再根据有效场景尺寸将PFA粗图像h(x,y)划分为多个子图像hi(x,y)。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C中，构建的空变波前弯曲误差补偿滤波器表示为

[0024]

[0025] 其中，kx和ky分别为x和y方向上的波数， 表示波数域的总波前弯

曲相位。

[0026]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C中，对每个子图像hi(x,y)，先确定其几何中心位置(xi,yi)，

将子图像进行二维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其波数谱Hi(kx,ky)；再计算出对应的相位补偿因

子Hc(kx,ky；xi,yi)，与子图像波数谱相乘后再求解乘积结果的二维逆向快速傅里叶变换，得

到补偿后的子图像。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构造弯曲误差补偿滤波器的方法实现双基聚束

SAR的PFA波前弯曲误差的校正，并通过插值映射的方法，构建了空变波前弯曲误差补偿滤

波器，能够以较高的效率得到聚束双基SAR的一致聚焦图像，可以在较大的成像场景范围

内，实现高分辨率的成像处理，使搭载双基SAR系统的飞行器在战场侦察监视、物资空投和

地震灾害救援等领域发挥更好的性能。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的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的流

程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双基SAR成像系统几何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目标场景布置图；

说　明　书 2/8 页

5

CN 109143237 B

5



[0031]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对目标场景的成像仿真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3] 为了方便描述本发明的内容，首先对以下术语进行解释：

[0034] 术语1：双基地合成孔径雷达(Bistat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BiSAR)

[0035] 双基地合成孔径雷达是指在雷达平台运动过程中，发射站天线对成像区域进行照

射、接收站天线接收成像区域中的目标散射回波；利用发射信号的大带宽形成距离向高分

辨，通过成像处理算法补偿方位向信号的多普勒相位以实现方位向孔径合成进而形成方位

向高分辨，从而实现成像区域内的两维高分辨成像。

[0036] 术语2：极坐标格式算法(Polar  Format  Algorithm，PFA)

[0037] PFA算法是较早提出用于处理聚束SAR成像的成熟算法，它具有简洁高效、计算量

小、易于结合自聚焦算法等优点，因而在如今超高分辨聚束SAR成像中仍然是较理想的选

择。但传统的极坐标格式算法有两个明显的缺陷，限制了其应用和发展。其一是传统PFA实

现时需要通过二维插值操作，将极坐标格式分布的数据转换成以矩形格式均匀排列的数据

以方便后续的二维FFT处理。由于该二维插值过程是在空间频域(波数域)进行的，而空间频

域的局部误差会导致整体图像质量的下降。故此为保证成像质量，对插值算法的精度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但高精度的插值算法又会对计算效率产生一定的制约，因此存在有插值精

度和计算效率之间的矛盾。同时，用编程实现插值运算的过程也较为复杂。PFA用的是平面

波前假设，但雷达实际上发射的是球面波，由此产生了空间频域的一次和二次空变相位误

差，会使图像产生几何失真和散焦效应，从而限制了PFA有效场景的大小。尤其是在高分辨

率或近场景的要求下，传统PFA的有效成像范围将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0038] 术语3：波前弯曲误差

[0039] 波前弯曲误差是指由于PFA算法在远场平面波假设的前提下，忽略了距离历史的

高阶空变项，从而导致波前弯曲误差。波前弯曲误差在图像域会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成像

结果中离场景中心点较远的目标点会出现散焦；二是成像结果会出现几何失真。

[0040]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

方法的流程示意图。一种适用于任意平台轨迹的双基聚束SAR的PFA波前弯曲校正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41] A、成像系统参数初始化

[0042] 所述成像系统参数包括参考点位置、发射站三维轨迹[xT(t) ,yT(t) ,zT(t)]、接收

站三维轨迹[xR(t) ,yR(t) ,zR(t)]、发射信号载波频率fc、脉冲宽度Tp、距离向采样频率Fs、距

离向采样点数Nr、脉冲重复间隔PRI、方位时间向量t、距离时间向量τ、距离频率向量fτ、场景

中点目标(xp,yp)的距离历史Rp(t；xp,yp)；

[0043] B、采用极坐标格式算法对回波数据进行处理

[0044] 根据参考点目标的回波数据构造点目标参考函数，利用距离频域和方位时域对回

波数据进行一致压缩，再对一致压缩后的回波数据进行极坐标格式变换，得到PFA粗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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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C、高阶空变相位补偿

[0046] 将PFA粗图像划分为多个子图像，构建空变波前弯曲误差补偿滤波器，计算每个子

图像对应的相位补偿因子并进行相位补偿，将所有相位补偿后的子图像进行拼接得到成像

结果。

[0047] 在本发明的一个可选实施例中，上述步骤A初始化成像系统参数，包括参考点位

置，定义为(0,0,0)；发射站三维轨迹，记为[xT(t) ,yT(t) ,zT(t)]；接收站三维轨迹，记为[xR

(t) ,yR(t) ,zR(t)]；发射信号载波频率，记为fc；脉冲宽度，记为Tp；距离向采样频率，记为Fs；

距离向采样点数，记为Nr；脉冲重复间隔，记为PRI；方位时间向量，记为t＝[-PRI·Na/2,-

PRI·(Na/2-1) ,…,PRI·(Na/2-1)]，距离时间向量，记为τ＝[-1/Fs·Nr/2,-1/Fs·(Nr/2-

1) ,…,1/Fs·(Nr/2-1)]；距离频率向量，记为fτ＝[-Fs/2,-Fs·(Nr/2-1)/Nr,…,Fs·(Nr/2-

1)/Nr]；

[0048] 场景中点目标(xp,yp)的距离历史为：

[0049] Rp(t；xp,yp)＝RT(t；xp,yp)+RR(t；xp,yp)

[0050] 其中， RT(t；xp ,yp)表示发射站(T)的距离历史，

表示发射站(T)的轨迹矢量， RR(t；xp,yp)表示接收站

(R)的距离历史， 表示接收站(R)的轨迹矢量。

[0051]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双基SAR成像系统几何示意图。系统坐标系

以雷达双站波束中心所指的地表点为坐标原点，平台沿弯曲轨迹运动。成像系统参数如表1

所示。

[0052] 表1、成像系统参数

[0053]

[0054] 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目标场景布置图；图中的圆点为布置于地面

上7×7共49个点目标。这49个点沿x和y方向的间隔均为400m。场景中任一点的位置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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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P(x,y)。

[0055] 构造方位时间向量t＝[-PRI·Na/2,-PRI·(Na/2-1) ,…,PRI·(Na/2-1)]，其中，

PRI为脉冲重复时间，Na为目标回波方位向采样点数。距离时间向量，记为τ＝[-1/Fs·Nr/

2,-1/Fs·(Nr/2-1) ,…,1/Fs·(Nr/2-1)]，其中，Fs为距离向采样率，Nr为目标回波距离向采

样点数。

[0056] 在本发明的一个可选实施例中，上述步骤B按照步骤A中初始化的雷达平台飞行轨

迹和点目标坐标位置，利用MATLAB仿真出点目标回波数据sr(τ,t；xp,yp)，表示为

[0057]

[0058] 其中，σp(xp,yp)表示目标散射截面积(RCS)；wr[·]表示距离向时域窗函数，代表

发射脉冲信号的包络，窗宽度为Tp；wa[·]表示方位向时域窗函数，代表天线方向图的调制

效应，窗宽度为合成孔径时间Ta；Kr为发射信号调频率；c为光速；λ为载波波长。

[0059] 根据参考点目标的回波数据，构造一致压缩参考信号，表示为

[0060]

[0061] 其中，So(fτ,t)表示点目标参考函数。

[0062] 再利用距离频域和方位时域将回波信号与参考信号进行共轭点乘，对回波数据进

行一致压缩，压缩后的距离频域数据表示为：

[0063]

[0064] 其中，FFTr{·}表示距离向FFT，So*(fτ,t)表示对一致压缩参考信号So(fτ,t)取共

轭，

[0065]

[0066] 其中，下角标0表示点目标位于中心点，Δ表示差分，ΔRT(t；xp,yp)表示发射站差

分距离历史，ΔRR(t；xp,yp)表示接收站的差分距离历史。

[0067] 将差分距离史ΔRp(t；xp,yp)对空间坐标(xp,yp)二维泰勒展开并将展开式分成线

性项及高阶项，可以得到：

[0068]

其中RT(t)＝||rT(t)||2，RR(t)＝||rR(t)||2；ΔRcur(t,xp,yp)一般保留至三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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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再利用平台轨迹数据计算数据向量：

[0071]

[0072]

[0073] 根据映射关系

[0074]

[0075]

[0076] 通过二维低通插值对一致压缩后的回波数据进行极坐标格式变换，并通过同样的

变 换 方式 将 和 变 换 到 二维 波数 域 ，得 到

和 其中 表示二阶泰勒展开系数，

表示三阶泰勒展开系数， 表示波数域的二阶波前弯曲相位，

表示波数域的三阶波前弯曲相位。

[0077] 映射后的二维波数坐标轴表示为

[0078]

[0079]

[0080] 其中，kx  min,ky  min分别为x方向波数和y方向波数的最小值，kx  max,ky  max分别为x方

向波数和y方向波数的最大值，均可根据上文给出的波数映射关系求出；Dx,Dy分别为成像场

景的x方向尺寸和y方向尺寸。

[0081] 完成数据映射后，得到波数谱Hp(kx,ky)，然后对Hp(kx,ky)做二维逆向快速傅里叶

变换，得到PFA粗图像h(x,y)。

[0082] 在本发明的一个可选实施例中，上述步骤C首先计算补偿前的有效场景尺寸，计算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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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0084] 其中系数Mi和Ni的表达式如下：

[0085]

[0086]

[0087]

[0088]

[0089]

[0090]

[0091]

[0092] 求得关于xp和yp的取值范围后，将PFA粗图像h(x,y)划分为若干尺寸由该取值范围

确定的子图像hi(x,y)。

[0093] 然后，根据每一个子图像的中心位置(xi,yi)构造空变波前弯曲误差补偿滤波器，

表示为：

[0094]

[0095] 其中， 通过 插值映射到二维波数域得

到。

[0096] 为了构造该滤波器，可通过将ΔRcur(t；xp,yp)做因式分解：

[0097]

[0098] 可以看出，ΔRcur(t；xp ,yp)被分解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与xpyp无关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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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第二部分是xpiypj；

[0099] 那么可以得到

[0100]

[0101] 结合步骤B得到的 和 得到

[0102]

[0103] 其中，N表示自然数集合。

[0104] 从而得到补偿相位矩阵

[0105]

[0106] 对每个子图像hi(x,y)，先确定其几何中心位置(xi,yi)，将子图像进行二维快速傅

里叶变换，得到其波数谱Hi(kx,ky)；再计算出对应的相位补偿因子Hc(kx,ky；xi,yi)，与子图

像波数谱相乘后再求解乘积结果的二维逆向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补偿后的子图像，表示

为

[0107] h′i(x,y)＝IFFT2{FFT2{hi(x,y)}·Hc(kx,ky；xi,yi)}。

[0108] 所有子图像完成相位补偿后，将所有相位补偿后的子图像按照几何关系进行图像

拼接，得到大场景一致聚焦的成像结果h′(x,y)。

[0109] 如图4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对目标场景的成像仿真结果示意图；可以看出，本

发明在较大的成像场景范围内，实现了PFA波前弯曲误差的补偿，也实现了高分辨率一致聚

焦的成像处理。

[0110]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会意识到，这里所述的实施例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发

明的原理，应被理解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这样的特别陈述和实施例。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本发明公开的这些技术启示做出各种不脱离本发明实质的其它各

种具体变形和组合，这些变形和组合仍然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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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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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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