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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获取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生成的测绘带以及多个模糊区域；

(2)根据测绘带中点对应的有用信号能量、各个模糊区域中点对应的模糊信号能量计

算得到当前点对应的模糊度；所述的测绘带中点的有用信号能量Psig(i)的计算方法为：

Pav为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的平均发射功率， 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发射天

线方向性系数， 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接收天线方向性系数，λ为星载简缩极化

SAR系统的发射信号波长，c为光速，L为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损耗，Vs为星载简缩极化SAR

系统所在卫星平台运动的速度，θi0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地面入射角，MRH、MRV分别为星

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的极化散射参数；

所述的模糊区域中点对应的模糊信号能量Pamb(i,j)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 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天线发射方向性系数， 为第j个

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天线接收方向性系数，θij为第j个模糊区域的第i个点对应的地

面入射角，Rij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与卫星形成的斜距值； 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

个点对应的离轴角；

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的极化散射参数MRH、MRV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δ1为接收垂直极化波时的天线串扰，δ2为接收水平极化波时的天线串扰，f1是两

路接收通道间的不平衡度，TH为简缩极化模式中水平方向发射极化矢量，TV为简缩极化模式

中垂直方向发射极化矢量，目标在HH、HV、VH、VV极化下的极化散射S参数分别为SHH、SHV、SVH、

SVV；

简缩极化模式中水平方向发射极化矢量TH、简缩极化模式中垂直方向发射极化矢量TV

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 Emax为非圆极化发射时天线电场形成椭圆的长半轴，Emin为非圆极化

发射时天线电场形成椭圆的短半轴。

2.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非圆极化发射分析模块、接

收串扰分析模块、模糊度计算模块，其中：

非圆极化发射分析模块，利用非圆极化发射引入的天线轴比参数，计算简缩极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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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射极化矢量，并送至模糊度计算模块；

接收串扰分析模块，利用极化串扰参数，计算简缩极化模式下极化散射矩阵，并送至模

糊度计算模块；

模糊度计算模块，根据简缩极化模式下发射极化矢量、简缩极化模式下极化散射矩阵、

测绘带中点的有用信号能量、各个模糊区域中点的模糊信号能量计算得到当前点对应的模

糊度；所述的测绘带中点的有用信号能量Psig(i)的计算方法为：

Pav为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的平均发射功率， 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发射天

线方向性系数， 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接收天线方向性系数，λ为星载简缩极化

SAR系统的发射信号波长，c为光速，L为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损耗，Vs为星载简缩极化SAR

系统所在卫星平台运动的速度，θi0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地面入射角，MRH、MRV分别为星

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的极化散射参数；

所述的模糊区域中点对应的模糊信号能量Pamb(i,j)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 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天线发射方向性系数， 为第j个

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天线接收方向性系数，θij为第j个模糊区域的第i个点对应的地

面入射角，Rij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与卫星形成的斜距值；

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的极化散射参数MRH、MRV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δ1为接收垂直极化波时的天线串扰，δ2为接收水平极化波时的天线串扰，f1是两

路接收通道间的不平衡度，TH为简缩极化模式中水平方向发射极化矢量，TV为简缩极化模式

中垂直方向发射极化矢量，目标在HH、HV、VH、VV极化下的极化散射S参数分别为SHH、SHV、SVH、

SVV；

简缩极化模式中水平方向发射极化矢量TH、简缩极化模式中垂直方向发射极化矢量TV

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 Emax为非圆极化发射时天线电场形成椭圆的长半轴，Emin为非圆极化

发射时天线电场形成椭圆的短半轴。

3.一种非暂时性存储器，其特征在于：存储有计算机程序，该计算机程序使计算机执行

权利要求1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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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系统、方法及存储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间微波遥感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系

统、方法及存储器。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满足全球生物量扰动监测、海洋环境监测等SAR定量化应用，星载SAR载荷需

要具备多极化模式，包括单极化、双极化、全极化和简缩极化模式。SAR全极化模式在应用中

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面临数据率大、测绘带较小、功耗较大等问题。简缩极化模式是一种

全新的工作模式，可以获得目标准全极化信息，且不存在由于全极化脉冲重复频率(PRF)加

倍导致测绘带减半的问题。然而，由于简缩极化模式中极化串扰和非圆极化发射等因素影

响，系统的模糊度指标较差，影响了应用效能，且缺乏有效的模糊度分析手段。现有简缩极

化SAR系统模糊度分析方法是通过建立目标极化散射矩阵的方法结合星地几何关系进行分

析，但未考虑实际系统中存在的天线非圆极化发射和天线极化串扰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导

致简缩极化模式下SAR系统模糊度分析失真，进而影响了简缩极化模式SAR系统在农业和海

洋方面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

糊度分析系统、方法及存储器，解决了现有的模糊度分析技术未考虑实际系统中存在的天

线非圆极化发射和天线极化串扰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导致简缩极化模式下SAR系统模糊度

分析失真，进而影响了简缩极化模式SAR系统在农业和海洋方面的应用。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05] (1)获取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生成的测绘带以及多个模糊区域；

[0006] (2)根据测绘带中点对应的有用信号能量、各个模糊区域中点对应的模糊信号能

量计算得到当前点对应的模糊度。

[0007] 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系统，包括非圆极化发射分析模块、接收串扰分

析模块、模糊度计算模块，其中：

[0008] 非圆极化发射分析模块，利用非圆极化发射引入的天线轴比参数，计算简缩极化

模式下发射极化矢量，并送至模糊度计算模块；

[0009] 接收串扰分析模块，利用极化串扰参数，计算简缩极化模式下极化散射矩阵，并送

至模糊度计算模块；

[0010] 模糊度计算模块，根据简缩极化模式下发射极化矢量、简缩极化模式下极化散射

矩阵、测绘带中点的有用信号能量、各个模糊区域中点的模糊信号能量计算得到当前点对

应的模糊度。

[0011] 所述的测绘带中点的有用信号能量Psig(i)的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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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0013] Pav为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的平均发射功率， 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

发射天线方向性系数， 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接收天线方向性系数，λ为星载简

缩极化SAR系统的发射信号波长，c为光速，L为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损耗，Vs为星载简缩极

化SAR系统所在卫星平台运动的速度，θi0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地面入射角，MRH、MRV分

别为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的极化散射参数；

[0014] 所述的模糊区域中点对应的模糊信号能量Pamb(i,j)的计算方法为：

[0015]

[0016] 其中， 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天线发射方向性系数， 为

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天线接收方向性系数，θij为第j个模糊区域的第i个点对应

的地面入射角，Rij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与卫星形成的斜距值。

[0017] 所述的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的极化散射参数MRH、MRV的计算方法为：

[0018]

[0019] 其中，δ1为接收垂直极化波时的天线串扰，δ2为接收水平极化波时的天线串扰，f1

是两路接收通道间的不平衡度，TH为简缩极化模式中水平方向发射极化矢量，TV为简缩极化

模式中垂直方向发射极化矢量。

[0020] 所述的简缩极化模式中水平方向发射极化矢量TH、简缩极化模式中垂直方向发射

极化矢量TV的计算方法为：

[0021]

[0022] 其中， Emax为非圆极化发射时天线电场形成椭圆的长半轴，Emin为非圆

极化发射时天线电场形成椭圆的短半轴。

[0023] 一种非暂时性存储器，存储有计算机程序，该计算机程序使计算机执行权利要求

1、权利要求3、权利要求4或者权利要求5中的任意方法。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

[0025] (1)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建立SAR天线系统极化串扰下的散射矩阵，将其

引入模糊度分析方程中，解决了天线极化串扰对模糊度分析的影响问题；

[0026] (2)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建立SAR天线系统由于非圆极化发射下的轴比散

射矩阵，将其引入模糊度分析方程中，解决了天线由于非圆极化发射对模糊度分析的影响

问题；

[0027] (3)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将天线收发方向性系数引入到模糊度计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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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可应用于数字波束形成SAR系统模糊度分析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方法的流程图；

[0029] 图2(a)为全极化模式的时序图；

[0030] 图2(b)为简缩极化模式的时序图；

[0031] 图3为星载SAR模糊度分析的星地几何关系图；

[0032] 图4为模糊度分析结果；

[0033] 图5为星载测绘带与模糊区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系统、方法及

存储器，解决了现有的模糊度分析技术未考虑实际系统中存在的天线非圆极化发射和天线

极化串扰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导致简缩极化模式下SAR系统模糊度分析失真，进而影响了简

缩极化模式SAR系统在农业和海洋方面的应用，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方法进行更进一步

的解释和说明。

[0035] 如图1所示为一种星载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方法的流程图，第一步是针对全极

化系统，考虑天线收发方向性系数、测绘带几何信息、目标极化散射特性和卫星轨道信息，

建立SAR系统工作的波位参数，并根据星地几何参数分析模糊区域的影响，给出了模糊度计

算方法，第二步是针对简缩极化SAR系统特性，考虑极化串扰和非圆极化发射后引入的误

差，对极化散射矩阵就行了改进，从而得到简缩极化下的模糊度分析方法。本发明一种星载

简缩极化SAR模糊度分析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一、基于极化散射矩阵的模糊度分析步骤

[0037] 星载SAR图像的模糊是来自测绘带外的回波信号对测绘带内回波信号的干扰，造

成图像质量下降，甚至出现所谓的“重影”现象，给SAR图像应用造成困难。模糊问题是SAR工

程设计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星载极化SAR设计中模糊的问题更为重要，是星

载极化SAR系统设计的重要指标。

[0038] 对于星载SAR系统，在雷达接收窗内，由于距离向天线方向图的旁瓣效应，假定测

绘带内目标的回波信号为有用能量信号，则在测绘带外前若干个发射脉冲的回波信号或后

若干个发射脉冲的回波信号为模糊信号能量，模糊信号能量与有用信号能量在时间上重

叠，造成对测绘带有用信号的干扰。

[0039] 对于星载SAR系统，如图3所示为星载SAR模糊度分析的星地几何关系图。图中，卫

星平台的高度为H，Rn为测绘带近端对应的斜距，Rf为测绘带远端对应的斜距，Ri0为对测绘

带进行离散化后第i个点对应的斜距。

[0040] 星载SAR测绘带内的信号为有用回波信号，而测绘带外的信号为模糊能量信号，如

图5所示为星载测绘带与模糊区示意图。图中，0表示测绘带对应的区域，而-1,…,-j,…,-

∞和1,…,j,…,∞表示模糊信号能量对应的区域。测绘带内第i个点与卫星的斜距为Ri0，对

应的地面入射角和星下点视角分别为θi0和γi0。第j个模糊区域的第i个点与卫星的斜距为

Rij，对应的地面入射角和星下点视角分别为θij和γ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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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根据模糊度的定义，模糊度是模糊信号能量与有用信号能量的比值，得到测绘带

内第i个点的模糊度RASRmn为

[0042]

[0043] 其中，m和n表示发射和接收的极化形式。对于全极化系统，m表示H或V极化发射，n

表示H或V极化接收。

[0044] Psig(i)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有用信号能量，与波位参数相关，可以表示为

[0045]

[0046] 其中，Pav为平均发射功率， 和 表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天线距

离向发射方向性系数和接收方向性系数，λ为发射信号的波长，c为光速，L为系统损耗，Vs为

卫星平台运动的速度。对于极化SAR系统，目标在HH、HV、VH和VV极化下的后向散射截面积可

以表示为 对应的极化散射S参数分别为SHH、SHV、SVH、SVV。

[0047] Pamb(i,j)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模糊能量，可以表示为

[0048]

[0049] 其中， 和 表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天线发射方向性系数

和接收方向性系数。对于星载数字波束形成SAR系统，由于其发射波束为宽波束，覆盖整个

测绘带，距离向方向性系数为 接收波束为窄波束，距离向方向性系数为 因此

天线方向性系数以仿真或实测为准。 表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的离轴角。

[0050] Rij表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与卫星形成的斜距值，表示为

[0051]

[0052] 其中，Ri0表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斜距；Rn和Rf分别表示测绘带内的近端斜距

和远端斜距；Re和h分别表示地球半径和轨道高度；Rmax表示卫星与地球切面对应斜距，fp为

脉冲重复频率，由波位参数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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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根据星地几何关系，卫星到地球中心的距离定义为Rs＝Re+h。

[0054] γij可以表示为

[0055]

[0056] 其中离轴角计算公式为

[0057]

[0058] 其中，r表示卫星的横滚角，

[0059] 进而得到模糊度为

[0060]

[0061] 其中，Aj为模糊加权系数，可以表示为

[0062]

[0063] 二、简缩极化下的极化散射矩阵

[0064] 对于简缩极化SAR系统，其与全极化模式的发射时序区别如图2(a)、图2(b)所示。

简缩极化模式发射圆极化，用CP表示，而两个接收通道同时接收H和V极化回波。

[0065] 星载简缩极化SAR系统通常发射右旋圆极化，用R表示，而采用H和V极化同时进行

接收，其对应的模糊度可以表示为

[0066]

[0067] 对于简缩极化系统，m表示右旋圆极化发射，n表示H或V极化接收。简缩极化系统的

模糊度有两项，分别为RASRRH和RASRRV。

[0068] Psig(i)为测绘带内第i个点对应的有用信号能量，可以表示为

[0069]

[0070] Pamb(i,j)为第j个模糊区域中第i个点对应的模糊能量，可以表示为

[0071]

[0072] 在简缩极化SAR系统中，MRH和MRV与式(2)中极化散射矩阵有一定对应关系，可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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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

[0073]

[0074] 其中，TH和TV为发射极化矢量，可以表示为

[0075]

[0076] 对于简缩极化模式，由于接收天线极化隔离度不高，导致系统存在极化串扰，因此

在考虑接收串扰后式(12)可以表示为

[0077]

[0078] 其中，δ1和δ2分别是接收垂直极化波和水平极化波时的天线串扰(即接收一种极化

波中混入另一种极化成分的比例)，f1是两路接收通道间的不平衡度(包括幅度和相位)，可

以表示为

[0079]

[0080] 对于简缩极化SAR系统，通常认为其满足

[0081]

[0082] 其中，RHH表示天线发射水平极化且接收为水平极化的功率，RVH表示天线发射垂直

极化且接收为水平极化的功率，RHV表示天线发射水平极化且接收为垂直极化的功率，RVV表

示天线发射垂直极化且接收为垂直极化的功率。

[0083] 在简缩极化SAR系统中，由于实际天线发射的电磁波不可能是理想的圆极化波，通

常用天线轴比来衡量圆极化度，可以表示为

[0084]

[0085] 其中，Emax和Emin为非圆极化发射时天线电场形成椭圆的长半轴和短半轴。

[0086] 考虑系统非圆极化发射后，天线轴比会引起发射矢量畸变，导致式(13)可以表示

为

[0087]

[0088] 将式(10)、式(11)、式(14)带入式(9)中，可计算星载简缩极化SAR模式下的模糊度

参数。

[0089] 为了进一步进行说明，这里以一组星载SAR参数进行仿真，得到其中RV极化下的模

糊曲线如图4所示。仿真中，卫星平台的高度为850km，测绘带宽度为25km，测绘带中心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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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射角为35度，接收极化串扰δ为-10dB，天线的轴比为2.0dB。从图中可看出，SAR系统在

简缩极化模式下，模糊度均优于-17.5dB，可以满足农业及海洋等应用要求。

[0090] 本发明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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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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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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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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