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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性能探测成像与识别是现代信息科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前沿学科之一, 近年来对其应用
的迫切需求加速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 本文针对高性能探测成像与识别的 4 个重点领域, 即多维度
微波探测成像、微弱信号检测与识别、多模态成像理论与信息重建、计算成像理论与方法, 较系统
地阐述了这几个领域的概念与内涵、发展脉络与国内外研究现状、当前的研究热点与难点、典型应
用及未来发展趋势, 并对其中的一些科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尽管各个领域面临的具体问题各
有不同, 但均存在着一些共性基础性问题有待深入认知, 主要表现在探测成像手段与目标之间的相
互作用机理、探测成像的数据获取机制、探测成像后的目标参数特征提取与重建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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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通过图像认知目标与环境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直观形式. 探测成像是以声、光、电、磁等多种
探测手段, 通过多种传感器与先进技术, 获取目标与环境的图像数据和信息, 以实现对目标与环境的探
测、成像与分类识别. 由于探测与成像所天然具备的直观性与精确性, 因此在医疗诊断、空间探测、对
地观测、工业探测等领域保持了旺盛的需求增长, 一直是信息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探索制高点之一.
特别是近年来, 工艺和器件水平的飞速提升极大地提高了探测与成像的实时性, 进一步催生了对探测
成像信息获取与处理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高要求.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探测成像研究领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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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前列, 而我国虽然在该领域的学术与应用研究日益接近世界前沿, 但在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方面仍处于跟踪阶段.
所谓高性能探测成像与识别, 是指建立目标像空间谱之间更加精确的联系, 提高二维、三维宽谱
域范围内的成像精确度和分辨率, 在获取高质量图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探测成像处理的理论与方法,
以更加准确地重建或反演目标的物理参数, 实现对目标的精确感知、分类与识别 [1] . 近年来, 应用数
学和信号处理等相关学科和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 为高性能探测成像提供了新的工具与手
段. 多维度微波探测成像、认知探测成像、多模态成像、计算成像等新的概念与方法的推出使成像的
分辨率精确度、实时性数据率等大为提高. 我国在高性能探测成像领域的理论与应用探索方面取得了
显著进展, 通过一批国家重大科技计划, 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某些单项技术指标方面已能
达到与国外同步, 这为本领域的进一步前沿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在雷
达探测成像、空间探测成像、工业探测成像等具体的应用领域, 仍然存在着很多共性的基础问题需要
攻克.
首先, 探测成像手段与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有待深入认知. 由于探测成像需要借助声、光、
电、磁等一种或多种探测手段, 探测成像手段与目标的相互作用机理十分复杂, 对这种复杂作用机理
的认知也十分困难, 这始终是限制探测成像领域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 以雷达探测成像为例, 工作频带
日益加宽是雷达成像的基本趋势, 但大带宽条件下目标的响应特性相差很大, 在成像期间内其特性不
再符合时不变的前提假定; 此外, 各种新型材料的出现, 特别是吸波材料的出现, 使得许多非合作目标
具有低可探测性, 这给探测成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 . 目前, 已经有国内外研究者试图从新的角度来
认知成像手段与目标之间的这种作用机理, 比如一体化成像、智能化成像等 [3] , 但大多还处于起步阶
段, 其理论的科学性、技术的有效性还需深入发掘.
其次是探测成像的数据获取机制有待不断创新. 在实际应用中, 由于探测成像具有很强的应用目
的并受到应用条件的限制, 所获取的目标多维度谱域数据通常是不完整的, 分辨率也难以满足实用需
求, 因此需要探索探测成像处理的数据获取机制, 发展二维、三维宽谱内精确获取数据理论与方法, 这
也是探测成像系统发展并进一步应用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4] . 以空间探测成像为例, 空间目标探测
成像对于载人航天的安全与规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其尺寸小, 传统方法很难达到目标识别
所需的分辨率, 采用大口径光学成像又面临着费用高、受环境影响大等不利因素,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
了多维度探测成像、光学强度关联成像、压缩感知成像等新方法 [1] . 如何更好地获取探测成像数据、
改善成像质量、提高分辨率将是探测成像领域一直追逐的主题.
第三是探测成像后的目标参数特征提取与重建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于探测成像手段与目标作用机
理的复杂性以及成像数据获取机制的限制, 通常探测器获取的数据为多维度不完备谱数据, 这给成像
目标参数特征提取与重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因而需要解决如何充分利用多维度不完备谱域数据准确
获取目标几何和电磁参数、重建目标物理参数 (特征) 的问题. 以工业探测成像为例, 为重建不完备谱
数据, 有研究者提出了多维信息重建理论与方法、非规则阵列的重建理论与方法、计算光谱成像图谱
反演 [5] 等多种成像重构与反演方法. 总体来说, 对于合作目标的重构与反演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而对
于非合作目标来说, 由于先验信息的匮乏, 准确的目标参数特征提取与重建仍然有待于理论和方法上
的创新与突破.
本文对探测与成像领域进行系统性的介绍, 全文分为 6 个部分, 第 2∼5 节对高性能探测成像与识
别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了分类评述, 内容涉及多维度探测成像、微弱信号检测与识别、多模态成像、
计算成像等, 较系统地阐述了这几个领域的发展脉络、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最后进行了全文的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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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多维度微波探测成像
概念与内涵

微波成像技术是以微波谱段的电磁波作为探测手段, 利用成像传感器获取观测对象散射特征和相
关信息的信息获取技术. 与传统的光学成像相比, 微波成像不受日照和天气条件的限制, 能够全天时、
全天候的对目标或场景进行观测, 已发展成为资源勘察、环境监测和灾害评估的重要手段, 是 21 世纪
最具发展潜力的战略高技术领域之一. 微波成像技术向多维度方向发展, 是其技术本身持续不断的发
展完善与国家重大应用需求的推动二者之间契合的结果. 其中最有代表性、发展潜力最大的探测手段
是具有高分辨率成像能力的合成孔径雷达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随着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需求的推动, 数据获取方式日臻多样化, SAR 逐步由最初的单极化、单
角度和单波段发展到多极化、多频率、多角度和多时相等不同观测方式的组合. 从 SAR 成像技术自身
的发展而言, 在联合观测条件下, 被观测对象的散射机理及其在图像中的表征呈现出特性上的差异, 上
述特性直接关系到对观测对象的认知和理解. 原有的针对单一观测量或几个观测量简单组合的 SAR
成像理论和方法已经不适于描述观测对象的复杂散射特征, 也不利于提高定量遥感精度 [6∼13] . 另一
方面, 国家重大应用需求对未来 SAR 成像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如在高精度测绘 (地形测
量和地表覆盖物制图) 方面, 获取极化、频率、角度和时相多个空间内联合观测量的 SAR 成像技术具
有解决迭掩、阴影和体散射去相干等瓶颈问题的潜力. 在海洋复杂环境观测方面, 利用多时相的 SAR
成像数据可提高水下地形的探测精度, 而利用多极化 SAR 成像数据可提高海冰的分类精度. 此外, 在
森林资源和生态质量监测方面, 多波段、多时相、极化和极化干涉 SAR 对于提高森林三维空间分布
信息的遥感提取精度具有独特的优势 [14∼18] .
多维度微波探测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 以微波探测的基本观测方式在极化、频率、角度和时相空
间中的至少两个空间内, 分别获得多个观测量集合的联合观测技术手段 [19] . 与之相对的是, 在单一空
间内获取单/多个观测量集合的探测手段是单维度微波探测. 多维度微波成像技术通过信号与信息综
合处理, 有可能更准确地区分被观测对象的不同散射机理, 进而更准确地获得其几何特征和物理特征,
针对特定应用, 分别从数据域、信号域和特征域对观测对象进行客观描述. 以观测对象与电磁波之间
的相互作用规律为基础, 发展成像机制优化方法、成像处理技术和信息提取方法, 并最终实现对观测
对象各类特征的精细刻画和定量反演. 通过在极化、频率、角度和时相四个空间对发射/接收电磁波
的描述, 并结合现有微波成像雷达的观测能力、使用模式及获取信息的完备性分析, 可以将多维度微
波探测定性地描述为以极化空间为核心, 能够获取可以反映观测对象散射特征随频率、角度和时相变
化的离散多维度观测量子集, 结合多维度信号处理方法来拟合目标在极化、频率、角度和时相 4 个空
间坐标上的完整散射特征像, 用于直接定量化反演观测对象的生物物理参数.
多维度微波探测的基本理论包括以下几点

[19]

:

(1) 多维度空间坐标表示. 将每个时间轴上的时刻作为圆心, 构成 Poincare 球. 再以每个 Poincare

球表面上的每一点作为圆心构成 K 球. 其中代表极化空间的 Poincare 球因具有完备性而成为关联其
他空间的纽带.
(2) 多维度信号模型. 一定假设条件下, 观测量的复相关的期望是多种独立散射机制下的 Kronecker 积之和. 该模型涵盖了从在单一时刻下获取的单极化、单频率和单角度的观测对象的复散射系数

到全极化、干涉、极化干涉、差分极化干涉以及极化层析成像在内的完整的多维度 SAR 观测量集合.
(3) 多维度 SAR 中的维度定义. 由极化、频率、角度和时相空间所张成雷达观测空间, 由不同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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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AR 工作方式的多维度表述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statement of SAR conﬁgurations

空间样本
工作方式

极化 频率 角度 时相 观测空间维度 多维度数

散射矢量

新增反演量 (复)

SAR(基准)

1

1

1

1

{1,1,1,1}

0

K1

包含相位的复 σ0 图

干涉

1

1

2

1

{1,1,2,1}

1

K2

DXM(垂直分布散射中心的平

均高程位置, 在这里包含了
DSM, DEM 和 DTM)
极化

4

1

1

1

{4,1,1,1}

1

K4

三类基本散射

极化干涉

4

1

2

1

{4,1,2,1}

2

K8

三类基本散射的多层分布

差分干涉 SAR

1

1

1

N

{1,1,1,N}

1

N 个 K1

包含相位变化的复 σ0 变化图

多航过双天线干
涉

1

1

2

N

{1,1,2,N}

2

N 个 K2

DXM(垂直分布散射中心的

多航过极化

4

1

1

N

{4,1,1,N}

2

N 个 K4

σ0 变化图 + 基本散射变化图

多航过双天线极
化干涉

4

1

2

N

{4,1,2,N}

3

N 个 K8

三类基本散射的精细垂直结
构 (生物量, 碳储量)

多波段 SAR

1

M

1

1

{1,M,1,1}

1

M 个 K1

M 个 σ0 图

多波段干涉

1

M

2

1

{1,M,2,1}

2

M 个 K2

M 个 DXM(垂直分布散射中
心的平均高程位置)

多波段极化

4

M

1

1

{4,M,1,1}

2

M 个 K4

M 个三类基本散射

多波段极化干涉

4

M

2

1

{4,M,2,1}

3

M 个 K8

M 个三类基本散射的多层分

分层、平均高程位置)

布
单航过多波段多
角度极化

4

多航过多波段多
角度极化

4

M

L

1

{4,M,L,1}

3

ML 个 K4

M 个三类基本散射的精细垂

直结构
M

L

N

{4,M,L,N}

4

MLN 个 K4 待研究

达工作方式所获取的观测量构成雷达观测空间中的一个或多个样本. 多维度数定义为包含多样本的空
间数量.
表 1 列出了部分常见的 SAR 工作方式, 表中加粗的工作方式都属于多维度 SAR 观测.
2.2

国内外现状

伴随着各种先进技术的出现、定量化应用需求的增加以及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国际上 SAR 成
像技术在极化、频率、角度和时相等空间观测能力的发展大致历经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第 1 阶段主要是从距离向压缩到方位向合成孔径, 再发展到干涉高程测量. 1951 年美国的 Carl
Wiley 首先提出频率分析方法改善雷达角分辨率, 从而使得对观测区域的方位向合成孔径成像成为可
能. 1969 年, Rogers 等提出将雷达干涉技术应用于金星表面观测. 1974 年, 美国航空航天局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利用机载 SAR 系统首次对地球地形进行了雷达干涉测
量, 从而使得微波成像技术开始向干涉高程测量发展. 从 1996 年到 2001 年, 美国启动 “航天飞机雷达
地形测量任务”(SRTM) 计划, 利用 “奋进号” 航天飞机完成了约占全球 80% 陆地面积的测绘, 经处理
可制成地球表面的数字高程模型 [6,8,10,13,18] .
第 2 阶段重点是在单一观测空间内的延伸. 主要包括极化、角度、频率等. 波段由微波波段向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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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波段和太赫兹 (THz) 扩展; 极化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到全极化发展, 如日本的星载全极化 SAR 系统
ALOS/PALSAR, 德国全极化 SAR 系统 TerraSAR-X 和加拿大的 RADARSAT-2, 极化 SAR 技术已成
为全球环境监测和地表测绘的重要手段之一; 观测角度由单站 SAR 成像向双/多基方向发展 [20∼22] .
第 3 阶段是对两个观测空间的综合研究, 是目前国外的研究热点. 在综合极化和角度两个观测空
间方面, 极化干涉 SAR 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最近, 又提出了将频率和角度结合的 MIMO-SAR.
1997 年, Papathanassiou 等首先利用 SIR-C/X-SAR 数据研究了频率、极化对干涉相干性的影响, 这
是极化信息和干涉信息相结合的极化干涉 SAR 的最初起源. 极化干涉 SAR 充分利用了干涉 SAR 对
地表散射体高程敏感的特性和极化 SAR 对体散射体的形状、方向和介电特性敏感的特性, 具有提高
传统干涉测量相干性的能力以及提取体散射体结构信息的潜力, 使得 SAR 应用于体散射体结构提取
等成为可能. 目前, 国际上针对于极化干涉研制了不同种类的机载实验平台, 主要有德国 DLR E-SAR
(P/L/S 三波段全极化)、日本 PiSAR (L/X 双波段全极化)、美国 AIRSAR (P/L/C 三波段全极化) 以
及法国 RAMSES 系统 (P/L/S/C/X/Ku/Ka/W 多波段全极化) 等, 都具有重复飞行极化干涉测量能
力, 可实现多频、高空间分辨和干涉测量等多种组合模式的数据获取. 近年来, 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等
已经开始星载极化干涉 SAR 系统的初步研究, 以及收发分置星载极化干涉 SAR 系统的可行性论证.
星载极化和极化干涉 SAR 系统已成为目前国外研究和研制的重点, 从 2003 年起, 欧空局隔年组织一
次全球范围的 POLinSAR 研讨会, 到目前为止一共举行了七届, 进一步使得该技术的应用研究获得了
广泛关注, 利用 E-SAR, AIRSAR, RAMSES 等系统获取的机载极化干涉 SAR 数据, 以及 ENVISAT
ASAR, ALOS/PALSAR, TerraSAR-X 和 RADARSAT-2 等星载重复飞行极化干涉数据开展大量的理
论和方法研究.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开展 SAR 成像技术的研究, 并于 1979 年成功
研制第一部机载 SAR 原理样机. 中国航空工业第 607 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等单位也相继开展了 SAR 系统的研制工作. 经过近 30 年的
发展, 尤其是近 10 年来, 我国的 SAR 成像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二维成像分辨率已由最初的几十
米提高到目前的亚米级, 从而为目标的检测与识别等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内的多家高校和研究
所等机构开展了与多维度微波探测相关的散射建模、信号处理和应用研究等.
2009 年起,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下,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吴一戎院士主持了
“多维度微波成像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的研究工作, 与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武汉大学和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紧密合作,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
研究成果, 主要包括: 提出了多维度微波成像的概念, 从波动方程出发, 推导出多维度微波成像的数学
模型, 进而给出多维度微波成像的定义; 以极化干涉、多波段多极化和多频多极化层析等不同层次维度
综合的 3 类典型试验数据为牵引, 研究极化、角度和频率多维度观测方法, 获取新的微波成像观测, 提
出和发展了一系列面向陆地、海洋遥感典型应用的信息提取模型和方法; 建立了多维度微波成像仿真
系统、地面试验系统, 突破了机载多维度微波成像试验的若干关键技术, 获取了多维度微波成像试验数
据, 在国内首次开展了机载圆迹极化层析成像试验; 形成了散射模型、成像机制、处理方法、反演模型、
信息提取方法和试验验证研究相互支撑的研究体系架构. 在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的 “多维度合成孔
径雷达 (SAR)” 研究建议, 获得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重大专项 (简称 “高分重大专项”) 立项支持.
2.3

当前研究的难点

在多维度 SAR 应用的第 1 个层面上, 通过融合单维度复 RCS 图便具有了一定的观测对象散射
特征反演能力, 不存在维度间的相干获取限制; 在多维度 SAR 应用的第 2 个层面上, 通过层析或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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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等信号处理方法在维度间直接形成多维度复 RCS 图像, 此类多维度 SAR 应用对相干获取有一定
要求, 反演精度中等; 在多维度 SAR 应用的第 3 个层面上, 通过提取和分离相干散射形成的相位信息
来直接反演观测对象的生物物理参数, 这是在多维度 SAR 应用中对相干获取的要求最高但反演也最
精确的类型, 也是当前多维度微波成像探测技术的研究难点, 具体地可以归纳为以下 3 个方面:
(1) 多维度微波成像散射机理. 地物散射机理是微波成像机理及应用的基础. 实际散射过程为体
散射, 比如森林、农作物区、城区、雪地、冰层、沙层和干燥的土壤区等均为典型的体散射体. 因微波
穿透能力不同、形式多样、内部结构复杂、对分布和指向等特性敏感等, 使得体散射效应成为当前的
研究难点. 对于多角度、多时相、多频段以及多极化的微波成像信号, 各种体散射体的回波分别呈现
出不同的强度、敏感度及变化趋势. 准确地对各种体散射体进行散射建模, 确定模型所包含的散射类
型和经验方程中的参数, 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分析.
(2) 多维度微波成像信号表示及其逆问题. 常规微波成像的分辨率较低, 并以单极化和单视角工
作, 只能对几何特征进行概略描述, 其信号表示和成像逆问题也相对简单. 在多维度微波成像观测条
件下, 信号表示是建立观测对象几何、物理和时变特征空间到距离时间、方位时间、分辨、频率、极
化、角度、时相等多维信号空间的映射过程. 该映射过程将是观测对象的多个特征与信号的多个维度
间的紧耦合, 其成像逆问题的数学求解比较困难. 另外, 受到成像平台扰动的调制, 微波成像信号表示
不是一个理想的模型, 进一步加大了成像计算反演的难度.
(3) 典型地物多维度微波响应特征与参数反演. 在地物多维度微波响应特性分析基础上, 建立高
敏感和高相关性多维度微波信息与反演参数之间的统计模型、半经验物理模型、物理模型等正向模型,
进而发展海冰厚度、海洋水下地形、植被覆盖下地形、森林高度、树冠层厚度等垂直结构参数的高精
度定量反演模型. 研究地物的多维度微波信息概率统计分布模型, 用于发展主要土地覆盖类型、森林
类型、冰间水道、海冰外缘线等地物的高精度分类与识别方法.
2.4

下一步发展趋势与建议
(1) 多个维度空间信息结合的新观测体制. 目前多个维度空间的研究已经发展出一些典型的联合

方式, 比如极化和角度结合的极化干涉和极化层析、频率和角度结合的 MIMO 等. 其中最为成功的是
极化干涉技术. 它通过极化和角度两个空间的信息综合, 同时具有了干涉对地表散射体位置敏感的特
性和极化对体散射体的形状、方向和介电特性敏感的特性, 因而在森林高度、林下地形、森林垂直结
构以及海冰厚度等体散射应用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然而, 极化和角度维度相结合的可
能性并不止于此. 极化干涉和极化层析都是将雷达观测的小角度变化与极化结合. 如果利用例如圆迹
的全角度或多角度观测和极化结合, 则能够获取目标的三维极化散射信息用于特征描述和地物分类,
同时提高成像的分辨率和信噪比. 这种极化多角度观测体制有助于更精细地提取目标几何特征、抑制
阴影, 从而提高目标检测概率、地物分类精度.
(2) 基于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定量参数反演. 如前所述, 通过观测数据来直接定量反演观测对象
的生物物理参数, 是多维度研究中困难最大, 精度要求最高的应用层次. 这种情况下, 往往需要与其他
类型传感器的获取数据联合分析, 才能更有效地解决信息提取过程中的问题, 提高定量反演的准确度,
例如主动微波数据与被动微波数据融合、主动微波数据与光学数据融合等. 已有研究表明, 主被动微
波探测结合的方式是最适合土壤湿度反演应用的融合方式, 美国宇航局于 2015 年刚刚发射的 SMAP
(Soil Moisture Active Passive) 卫星任务使得该融合方式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 在森林生物量估计方
面, 采用长波波段的 SAR 数据先进行林区分类, 再利用激光雷达和短波波段 SAR 数据提取树高的方
法, 能够大大提高估计精度. 此外, 高光谱数据所具有的同质异谱和同谱异质的特性在植被分类、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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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原旱情及病虫害等遥感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并能够与微波探测数据融合, 进而优化其他生物物理
参数的定量反演结果.
(3) 多维目标特性与信息表征. 多维度观测带来单一维度观测所无法比拟的多维目标信息, 除了

散射截面积信息, 还包括几何信息、极化信息、三维信息、多角度散射信息等, 这些信息的联合获取使
我们对目标的认知更为立体和全面. 如何对多维信息进行优化整合与表征, 形成可用的多维目标特征
及其可视化, 成为进一步提高 SAR 在目标识别分类、判读解译等领域应用效能的重要环节. 目前, 国
际上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尝试, 但仍处于探索阶段, 例如市区建筑的三维信息、形变信息的联合表征
形成了耳目一新的 4D SAR 影像, 全方位散射信息与三维信息的联合表征展示了典型目标精细的几何
结构特征, 极化信息与三维信息的联合表征给出了目标的分层结构特征.
(4) 数据规范与高性能计算技术. 多源、高分辨率、多维度的海量遥感数据体量大、类型杂、时效

强、信息提取难度大, 现有的数据处理技术、信息提取模式难以满足当前遥感大数据应用的要求. 由
于遥感数据的维度高、数量大、多源、异质的特性, 其分布式存储和访问是非常复杂的, 需要设计恰当
的数据规范和存储机制以方便有效地进行索引管理、高效访问. 同时, 多维度卫星数据处理当中大规
模任务的并发、可控地执行, 需要对多种数据处理、信号处理、信息处理算法进行多层次并行化设计,
并利用最新的高性能计算方法等. 构建基于规范的数据格式、高性能计算方法为核心的多维度遥感数
据管理和处理体系是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

3
3.1

微弱信号检测与识别
概念与内涵

随着现代战场环境的改变和武器系统的发展, 雷达对一些目标 (如隐身飞机、小型舰船、无人艇、
掠海飞行导弹等) 的检测和跟踪能力面临巨大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目标检测概率的降
低, 造成目标的漏检; 二是雷达探测的有效距离缩短, 以致没有足够的时间对目标做出反应. 由于回波
信号信杂噪比较低而难以检测和跟踪的目标, 通常称为微弱目标. 微弱目标检测不同于线目标和面目
标检测, 不能采用传统的模板匹配方法, 也不能采用其他的数字图像检测的方法. 当微弱目标为点目
标时, 其特性与噪声相似, 更增加了检测的难度.
在微弱目标检测和跟踪的应用中, 雷达接收的远距离目标回波强度非常弱, 信噪比很低, 目标易
被噪声淹没, 单个脉冲回波的信噪比甚至是负的, 不能可靠地检测目标. 在预警雷达应用中, 由于运动
目标距离雷达较远, 又处在强杂波环境中, 对微弱目标的检测与跟踪成为提升雷达系统性能的一个重
要研究课题.
雷达目标检测与跟踪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接收机接收信号的功率高低, 也即信噪比的大小. 目标反
射功率越强, 在接收机系统噪声一定的情况下, 信噪比越高, 目标越容易被检测与跟踪. 目标与接收机
距离和发射功率一定等条件下, 接收信号功率正比于雷达有效反射面积 (RCS). 敌方飞行器只要设法
降低飞行器 RCS 就可以达到降低接收机信噪比的目的. 随着电子对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增大雷达
发射功率往往容易暴露自身, 生存能力严重降低, 低截获率 (LPI) 雷达发射功率往往很低, 即使对于高
灵敏度的接收设备, 输入信噪比大都也是低于 0 dB, 这就使得常规的雷达侦察机对这类信号的检测和
跟踪变得非常困难, 甚至可能无法发现目标. 为了解决上述雷达应用中的问题, 在信号处理层面进行微
弱目标检测方法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另外, 在军事应用领域中, 车辆、飞机等都是很重要的军事目标, 这些目标不但体积较小, 而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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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都是运动的. 微弱小目标识别问题之所以复杂, 根本原因在于目标本身体积过小, 大多数的传感器
都难以发现. 对雷达来说, 地面杂波能够将小目标回波完全淹没, 传统的解决方法是利用目标回波同
杂波在速度上的差异来区分目标和杂波, 但当目标慢速运动时, 传统的雷达对这类目标也无能为力. 因
此需要综合利用目标和背景的信息设计新的方法.
3.2

国内外现状

强杂波背景下微弱目标检测与识别通常需要解决 3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强杂波的抑制, 二是雷
达微弱目标的有效检测, 三是微弱目标的识别. 研究杂波抑制技术必须建立在对各种地、海杂波的特
性和模型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上. 微弱目标检测主要从雷达信号检测的基本原理入手, 研究微弱目标的
非相干和相干积累方法, 研究基于目标回波特征的检测技术、恒虚警检测方法、微弱目标检测新算法
等等. 微弱目标的识别则是为目标打击提供可靠的依据.
(1) 强杂波的抑制方面. 雷达接收信号中不仅含有来自目标的回波信号, 也有地物散射及人为干扰
(如箔条等) 产生的杂波, 而且这些杂波往往比目标信号强得多. 为了克服这种强杂波环境, 提高目标

检测能力, 需要研究杂波抑制的方法. 对雷达回波信号进行杂波抑制的目的是尽可能的保留目标信号,
对背景杂波进行抑制, 提高信杂比, 以利于目标检测. 目前常用的杂波抑制技术主要包括: 频率捷变技
术、发射大带宽信号、雷达天线的超低副瓣技术、动目标显示 (MTI)、自适应动目标显示 (AMTI)、空
时二维自适应处理 (STAP) 等等.
杂波的幅度分布特性对雷达信号处理、检测和识别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幅度分布是雷达杂
波的主要统计特性之一. 地杂波和海杂波的幅度分布特性相对复杂, 一般都是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它
们进行分析或对实测数据进行拟合, 从而对雷达杂波的幅度分布进行建模. 对杂波统计模型的研究也
是近年来雷达信号处理研究的热点问题.
杂波的统计模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参量模型和非参量模型. 参量模型是指在统计分布模型已知
的情况下, 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 以此来确定可以描述杂波的正确统计模型. 主要包括 Rayleigh 分
布、广义 Gauss 模型、Gamma 分布、对数正态分布、Weibull 分布、广义 Gamma 分布等等. 非参
量模型是指从杂波的真实训练样本考虑, 不对分布模型做出任何假设, 通过加权求和来获取杂波数据
的统计建模过程. 主要包括 Parzen 窗方法、基于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s, NN) 和基于支撑矢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的方法. 非参量模型的建模过程需要大量的训练样本数据, 因此非参
量模型的建模过程比较复杂, 计算耗费的时间比较长, 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而参量模型通过简单
的参数估计就可以对杂波的真实数据进行统计建模, 因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研究与应用. 近年来, 基
于单模型线性组合的有限混合模型 [23∼25] 被用来模拟不同的杂波. 然而, 由于雷达数据中相干斑噪声
的存在, 上述模型不能较精确地对杂波进行建模, 特别是异质的区域, 如城市等. 因此设计有效的针对
复杂异质杂波的统计建模方法对于杂波抑制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雷达微弱目标的检测方面. 雷达信号检测的研究主要是基于 Rice, North 和 Swerling 等提出

的最大信噪比准则下的匹配滤波器理论和相关接收技术 [26] . 在单帧回波数据信杂比较高的情况下,
经典雷达目标检测系统通常采用先检测后跟踪 (detect before track, DBT) 的方法. 雷达接收机首先对
每个脉冲的回波进行匹配滤波, 实现脉压处理, 对脉冲压缩后的数据进行动目标显示 (MTI) 和动目标
检测 (MTD) 实现杂波抑制和目标检测. 这类方法在信噪比较高时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而微弱目标
回波信噪比通常很低, 要实现这类目标的检测, 一种有效的办法是采用长时间相参积累或非相参积累
技术. 但随着积累时间的延长, 在观测期间内由于目标运动, 脉压后的信号有可能产生距离单元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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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非匀速运动的目标 Doppler 也会一定程度上展宽, 因此实现长时间脉冲积累必须解决距离走动与
Doppler 展宽的问题.
对微弱目标进行有效的检测及跟踪的另一方法是检测前跟踪 (track before detect, TBD), 相比于
DBT 类的方法, TBD 方法利用运动特性对目标状态进行描述, 将目标的检测问题简化为轨迹的检测.
这类方法对单次观测信号先不进行判断, 而是结合雷达图像特点, 对目标进行多次观测, 计算出目标在
各帧图像之间的移动规律, 预测目标在下一帧图像的可能位置, 同时在帧与帧之间将多次扫描得到的
数据沿着预测轨迹进行相关处理, 从而改善目标的信噪比, 在得到检测结果的同时获得目标航迹. 具
有代表性的 TBD 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动态规划的 TBD 算法、基于 Hough 变换的 TBD 算法、基于粒
子滤波的 TBD 算法, 以及三维匹配滤波 TBD 算法 (3DMF-TBD).
(3) 微弱目标的识别方面. 微弱小目标识别技术, 是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与发掘目标信息并予以
识别, 为军事目标打击提供可靠的手段. 它不仅是有噪的、不完全的、模糊的, 也是非 Gauss 非平稳
的, 已有的方法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在不同地物环境下, 微弱小目标的电磁和光学等特性均会有所变化, 因此分析和研究复杂环
境下微弱小目标的电磁特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尤其是如何在复杂的背景中通过实验获取有关数
据, 并经过理论建模、修正、建库完成对目标特性的描述, 对微弱小目标识别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目标特征提取与选择是微弱小目标识别的关键环节, 在某些复杂的地物环境下, 由于受到地物的
遮挡或者干扰, 尺寸相对较小的目标在图像中的特性极为微弱, 很多时候是弱对比度下的小目标, 因
此其特征提取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此外, 由于目标的几何特征和复杂的内部结构特征, 以及所处
环境的纹理特征等非常丰富, 合理有效的目标识别系统要尽量选择能反映目标特性的特征, 并对图像
进行适当处理, 如目标增强等, 以利于目标特征的精确提取, 然后分析对比所提取的特征, 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目标识别.
由于受到人为伪装等手段以及地物背景造成的干扰等影响, 微弱小目标信息往往不完全, 目标信
息的缺失使得很多传统技术无法有效用于小目标的识别. 针对这一问题, 一方面可以通过多源数据的
特征提取和特征融合, 来获取更完整更全面的目标信息, 提高小目标的识别率; 另一方面, 还可以采用
更为先进的机器学习理论和方法, 更大程度的利用可获取数据中包含的地物信息. 另外, 迁移学习可
以从已有的学习中, 对原有概念和信息进行推广, 从而补充缺省信息, 该理论也可以引入伪装和隐蔽
目标识别中, 以补充由于目标伪装等引起的信息缺失.
由于场景的复杂性, 所获得的海量雷达数据呈现出高度的非结构化特点. 这种非结构化数据的特
点可以总结为: 形式上高维、海量、异构与动态; 内容上不完整、不确定、无序与歧义; 表达上难以用
有限的规则来刻画; 解译与应用上依赖于信息利用主体的感知等. 因此, 如何有效的获取、表征、度量
这类信息并进行有效利用, 已成为雷达微弱小目标识别领域的瓶颈问题 [27∼29] .
针对这些瓶颈问题, 目前的研究大都采用如下思路: 先提取散射特征 [30,31] 或利用数据挖掘技
术 [32∼38] 抽取图像特征, 再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完成识别 [39∼42] . 但常用的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方法基
本上都是以数据结构和产生数据的物理机制为基础的, 所获得的数据处理结果通常不具有认知意义.
因此, 这些常见的方法难以高效地描述与处理非结构化的雷达数据. 以变换为代表的人工定制特征可
以解决很多对象识别问题, 但这些特征只能描述底层特征 (关键点、边缘信息), 难以描述高层特征 (对
象、场景).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方法 [43∼45] , 可以直接从数据中无监督地
学习层次式的特征表示, 用来描述底层特征及高层特征. 深度学习是关于学习多个表示和抽象层次的,
这些层次帮助解释数据, 例如雷达数据. 它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革命性的一种新技术. 它为更好地模拟
人眼从看到目标到识别出目标提供了一种更智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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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小目标的检测和识别本质上与对雷达信息的理解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讲, 人对图像的判读和
解译是基于知识和经验的, 具备高层次的场景理解能力. 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雷达微弱小目标
识别,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良好地运用我们可以获取的经验和雷达数据本身的一些启发式知识.
然而, 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原因在于计算机对雷达数据的理解是基于最简单的底层特征的, 而
这种底层的物理特征与人的高层认识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 “语义鸿沟”, 即单纯的雷达数据是无法精
确地表示目标的高层语义信息的. 如何从底层特征上升到对象层, 结合经验和启发式知识, 利用对象
来实现对雷达数据的认知, 从而建立适用的感知模型, 是实现微弱小目标高可靠性检测和识别的关键
问题.
3.3

研究难点与未来发展

雷达技术从过去的单极化、单波段、固定入射角、单模式, 已经迅速发展成为高分辨、多极化、多
波段、多模式、多平台的雷达, 这些大量新型雷达数据包含的丰富信息为微弱目标检测和识别提供了
直接的手段. 如何更为有效、全面地分析和利用这些数据集,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目标认知是当前雷达
领域研究的关键问题. 然而, 人们对这些新数据的认识和利用程度远远跟不上雷达设备收集信息的速
度. 因此, 如何充分利用这些雷达数据实现微弱目标检测与识别成为目前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主要
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
(1) 适用的杂波模型. 随着雷达数据获取和成像技术的不断突破, 更多新型雷达图像 (如高分辨
SAR 和极化 SAR) 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信息. 由于自身成像机理的原因, 雷达图像总是受到相干
斑噪声的影响. 相干斑使图像的质量退化, 影响了目标检测与识别. 目前已有的杂波模型并不能有效表
示复杂的地物类型,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 如何结合雷达的散射机理, 建立杂波模型与知识库, 是
微弱目标检测与识别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 高效的目标认知. 传统的信息处理通常采用 “特征表示 + 学习算法” 的浅层学习模式. “特征
表示” 通常采用变换的形式, 通过合适的变换, 例如小波变换、多尺度几何变换等, 描述出我们的视觉
系统在观察目标时提取的用于区分目标的特征以及目标之间的连接关系. “学习算法”, 对于图像, 最直
观的描述方法就是像素, 传统的方法为有监督学习. 由于地面环境背景与观测目标复杂多样, 导致雷
达图像的处理缺乏明确的数学模型, 对不同的目标提取特征的有效性难以保证, 增加了雷达图像解译
的难度. 另一方面, 传统的学习算法需要训练样本, 样本的选择直接影响识别结果, 而且对特征太敏感.
如何突破传统机器学习算法基于浅层特征表示的局限性, 发现雷达数据复杂的、高级的特征表示, 捕
获数据中的潜在规律, 成为微弱目标检测与识别的关键问题.
(3) 高性能计算模型. 雷达的数据获取能力不断增强, 空间分辨率从十米级到米级甚至厘米级 (如
PicoSAR). 相对不断增强的雷达数据获取能力, 数据自动化处理水平还相对较低, 从数据获取到信息
提取再到应用产品过程中人工干预较多, 一些信息提取和目标识别等应用工作还主要以人工辅助和解
译为主, 信息服务难以保障时效性, 难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随着并行计算体系和相关技术的不断成
熟, 并行计算相比串行计算在计算效率上的飞跃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因此, 如何基于
高性能计算平台, 利用并行中的分布式计算功能降低算法的运行时间成为微弱目标检测与识别实用化
的关键问题.
结合现实需求, 就未来发展而言, 本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预计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杂波和目标散射机理及目标特性建模方法; 二是微弱目标认知模型与自适应信息获取理论与方法; 三
是雷达数据稀疏编码模型和深度认知学习理论和方法; 四是雷达微弱目标检测与识别推理模型和方
法; 五是微弱目标检测与识别的 GPU/CPU 并行加速算法等.
1220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6 卷 第 9 期

4
4.1

多模态成像理论与信息重建
概念与内涵

成像是分布参数反演 (或重建) 结果的一种空间表示, 具体为被测对象在空间坐标点上若干属性
参数的数值分布. 一般的成像方式主要有投影成像和反演 (层析) 成像. 通常认为, 针对某一物质属性,
对被测对象进行参数反演或重建的过程, 属于单模态成像, 比如利用 X 射线信号衰减的幅值进行衰减
系数的反演成像, 亦称为层析成像. 随着成像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 人们对不同模态成像方式的机理及
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入, 在科学研究、医疗诊断、工业生产等诸多领域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多模态成像方
式. 多模态成像通常将电磁波谱的不同波段或电磁场与机械波的机理融合在一起, 针对被测对象在电
磁场及机械波作用下的不同属性统一描述、取长补短. 多模态成像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推动了成
像技术自身的发展, 使得核磁共振 (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 (PET)、超声成像、THz 波成像、X
射线成像、微波成像、低频电磁成像等成像方式的内涵得到更大的拓展, 并在诸多领域获得成功应用.
目前, 国内外对于多模态成像尚无统一的定义, 但一般认为, 针对被测对象两种及两种以上不同属
性进行融合成像的图像重建过程, 均属于多模态成像. 常见的多模态成像包括: 电学和光学、电学和射
线、电学和声学、电学和磁学、电容和电阻成像等. 时至今日, 多模态成像理论及技术的发展已深入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囿于篇幅所限, 本部分主要围绕反演 (层析) 成像, 结合工业过程的多模态过程
成像展开论述.
4.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的成像技术可划分为两大类, 即硬场成像与软场成像. 硬场成像指探测射线或探测场的灵敏
度分布与被测场域物质属性分布无关的一类成像方式, 常见的如 X 射线成像. X 射线在其路径上的
传播方式不受被测场域物质属性分布的影响, 而被测场域物质属性分布仅影响其衰减程度. 而软场成
像指其灵敏度分布受被测场域物质属性分布影响的成像方式, 典型的是电学成像, 被测场域电学参数
的分布直接对电力线分布造成扰动, 其灵敏度分布与不存在被测物体时不同. 由于层析成像技术具有
“看透” 物体内部被测属性分布的技术优势, 其一经问世, 即受到广泛关注, 利用相关技术的发明及发
现多次获得诺贝尔奖.
层析成像技术的发展, 开始于单一模态的成像技术. 单一模态的成像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可追溯到
20 世纪之初, 随着 X 射线的发现, 利用 X 射线多角度投影数据进行物体断层成像引起了研究人员的

关注. 2005 年, 德国研究人员 Fischer, Hampel 等构造了采用电子束扫描装置的超高速 X 射线 CT 系
统. 实现了 X 射线的高速多角度扫描, 最高成像速度可以达到 7000 帧/秒, 成像分辨率可达 1 mm, 反
映了当今工业单一模态成像的最高速度. 但是, X 射线 CT 系统体积庞大、价格昂贵, 且有辐射泄漏的
潜在危险, 使其在工业应用领域受到了很大限制.
电学成像 (electrical tomography) 系统结构简单、可靠性高, 尤其适合工业过程对象的测量问题.
国内外的多模态过程参数成像研究也主要围绕电学成像开展. 在电学成像技术领域, 始终存在着测量
数据有限、逆问题病态性严重的问题. 尽管可以利用各种数学技巧对逆问题进行处理, 但可利用的信
息不足, 而难于从根本上解决算法稳定性、抗噪性、收敛性差的问题. 由有限信息重建图像的电学成像
方法往往只能生成比较粗糙的重建图像, 且会偏离真实情况, 限制了电学成像技术的发展.
利用多传感器的信息融合获得有关目标的知识, 可以避免单一传感器的局限性, 减少不确定性误
差的影响. 随着电学成像技术发展, 国内外各研究组开始试图整合多种成像技术, 通过增加信息量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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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电学层析成像技术的应用范围、提高测量精度. 在 1999 年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工业过程成像会议上,
Leeds 大学的 West 与 Williams 发表了题为 “多模态层析成像数据融合的机遇” 的论文, 认为将多个模
态的成像技术用于工业过程监测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们分析了多模态信息融合中存在的一些机遇和挑
战, 给出了将电阻层析成像 (electrical resistance tomography, ERT) 与超声成像融合的双模态成像技术
用于水力旋流器检测的实例. 英国 Manchester 大学 Yang 课题组, 对电阻、电容及静电测量的多模态
融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并进行了试验验证. 挪威 Bergen 大学 Johansen 课题组在多相流检测领域开
展了多模态成像技术研究, 利用油、气、水三相在密度、电导率、介电常数上的不同, 研究了 Gamma
射线成像与电容层析成像技术的双模态融合的方法, 得到了较好的成像结果. 英国 Leeds 大学已初步
建立了整合 ERT、电容层析成像 (electrical capacitance tomography, ECT) 及超声计算成像 (ultrasonic
computed tomography, UCT) 多种模态的测量系统, 并开展了多相流成像实验 [46] . 除了多种独立模态
的信息融合以外, 如何将不同的测量原理相融合亦是研究的热点. 1994 年韩国建国大学 Woo 等将核
磁共振的电流测量与电学成像的激励方式相结合, 提出了基于核磁共振的电学成像 [47] . 2008 年法国
Fourier 大学的 Ammari 等将超声与电学成像从原理上相融合, 提出了超声调制的电学成像方法, 为高
精度过程成像提供了新思路 [48] .
目前国内从事用于过程参数监测的多模态成像研究主要集中在多相流体参数监测领域. 天津大学
利用电容、电阻与 γ 射线衰减的不同特性, 将电学成像与 γ 射线成像相结合, 实现了电容和电阻、电
容和 γ 射线的双模态成像, 并在多相流测试系统中进行了原理验证 [49∼52]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电学
层析成像图像重建问题的本质出发, 充分利用电学成像的 “软场” 特性, 直接利用阻抗所包含的实部
与虚部信息, 实现了电容、电阻的双模态直接成像, 并在实验室测试平台得到验证. 而以往的工作需要
单一模态重建后进行信息融合, 限制了电学不同模态信息的融合 [53] . 同时, 针对燃烧过程中不同组分
的电学、光学特性差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了电学和激光吸收光谱双模态成像的研究工作 [54,55] .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也在多模态传感器及信息融合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 [56∼58] .
总体来说, 当前国内的多模态过程成像研究较多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 有待进一步结合工业过
程开展应用研究. 已开展工业应用的主要是单一模态成像, 如天津大学课题组将电学成像技术用于西
门子公司的多相流研究和太原理工大学的粉料输送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课题组将电学成像技术用
于油田水平井可视化监测, 并与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合作, 用于循环流化床的动态监测等. 单
一模态的系统, 结合工业应用已取得初步进展, 初步解决了从实验室到工业现场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为
工业过程监测及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必要数据, 同时也为后续将多模态成像应用于工业过程监测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
由于每种成像模态都有其局限性, 多模态数据融合是层析成像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为医学诊
断、科学实验、工业过程监测等提供更加丰富、可靠的测量数据, 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 多
模态成像技术的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 由于涉及多种机理, 多模态成像技术都比较复杂, 需要探索多
种单一模态的最优融合方式, 通过结合传感器设计及应用需求, 探索新的多模态成像方法与技术. 多
传感器的数据融合亦存在诸多困难, 同时也是传感成像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很有必要在这一领域投
入更大的研究力量.
4.3

当前研究的难点
(1) 提高重建图像空间分辨率和物质属性区分能力的新机理和新方法. 提高重建图像的空间分辩

率或者物质属性区分能力, 在工业领域具有广泛的需求. 比如增强油气开采中油、气、水三相之间的
对比度, 区分高速列车铁轨的正常部件与暇疵等. 传统的单模态成像技术有时无法对相关属性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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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进行区分, 简单的多模态组合亦无法充分体现不同模态之间的融合信息. 利用电磁波及机械波在
不同频段的特征信息, 发展新型的结合物质属性特征成像和测量新手段, 提高成像的空间分辩率和物
质属性区分能力, 仍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新的研究方向包括能谱射线成像、多光谱多参数成像、电
学频谱成像等.
(2) 采样空间受限 (不完整边界和不均匀空间采样等) 的成像方法. 图像重建所利用的投影数据
中, 往往仅有小部分起主要作用, 大量的投影数据对提高重建质量贡献很小. 而大量冗余投影数据的
采集, 不仅加重了重建计算负担及硬件复杂度, 也影响了成像速度. 利用欠采样理论及被测对象的特
征, 实现采样空间受限的成像, 是未来过程成像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基于压缩感知
的传感器阵列优化及图像重建.
(3) 基于重建的参数或特征估计方法. 通常, 工业过程中被测参数具有一定的先验知识, 所需参数
有时是集总参数, 大大降低了重建的病态程度. 如在多相流测量中, 工业上关注的分相的含率属于集
总参数. 利用多角度投影数据及多物理场模型, 提高主要参数或特征的重建精度. 新的研究方向包括
融合多物理场模型的多模态参数重建.
(4) 数据处理和图像重建的加速方法. 目前, 计算机处理和存储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对于三维
高分辨成像而言, 数据处理和图像重建速度仍然不足. 特别是一些基于目标优化的迭代类算法, 不能
进行实际应用的主要障碍是计算速度问题. 为此, 一方面需要研究高效、并行的数据处理和图像重建
算法, 另一方面需要结合硬件特性发展算法的高性能实现方法, 如多核多 GPU 实现方法、网络计算方
法等.
4.4

未来发展趋势与建议
(1) 基于新原理、新模态的成像
(i) 多谱线、少角度的光学频谱成像. 传统的激光吸收光谱层析成像只采集待测气体的一条或者两

条吸收谱线. 为获取足够的流场信息, 需在多个方向、多个位置进行测量, 才能实现流场的精确重建.
因此, 该技术用旋转台对流场进行扫描, 时间分辨率只能达到秒量级, 远远不能满足高速流场的测量
要求, 例如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和组分浓度分布的测量. 另外, 该技术只适用于压力分布已
知且恒定的情况. 然而, 对于从事燃烧室设计、燃烧机理研究而言, 模型燃烧室内部的流场测量非常必
要. 但由于测量环境非常恶略, 高温、高压, 上述假设并不成立, 因而采用传统方法会产生较大测量误
差. 同时, 高温高压的模型燃烧室允许开光学窗口的数目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发展多谱线、少角度的光
学频谱成像是非常必要的.
(ii) 基于不完整边界信息的电学双模态耦合成像. 工业应用中常要求电极阵列仅布置于被测区域
的部分边界上, 但电学传感器中的电极阵列通常需环绕被测区域一周. 如何适应工业需求, 通过部分
边界上电极阵列的信息, 结合电学敏感场的 “软场” 特性, 高精度重构被测区域内的物质分布是有待深
入研究的课题.
(iii) 基于光与介质相互作用原理的量子器件的计算成像. 与核磁共振需要施加外加激励磁场不同,
利用地磁场或无磁情况下对被测物体自身产生的磁场进行探测, 并实现被动成像, 是未来成像探测的
热点之一. 其中探测器件可以是利用量子效应的微弱磁强计.
(iv) 突破传统衍射极限的微纳成像. 利用量子态纠缠效应, 突破衍射极限, 达到纳米级分辨率测量
(比如利用可见光波段), 对溶液或物体表面纳米颗粒实现微纳成像, 也将是未来成像探测的热点之一.
(v) 利用单光子探测技术的瞬态成像. 结合新型微弱电磁场探测技术及信号处理手段, 如压缩传
感、关联成像等, 利用量子器件的高灵敏度特点, 实现无需主动光源的被动式高分辨瞬态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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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应用紧密结合的新的成像方式
(i) 结合高速铁路裂纹、疲劳、磨损等故障状态监测的多模态、多参数成像.
(ii) 结合国家十三五期间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科技重大专项的燃烧过程多参数多模态成像.
(iii) 结合大型油气田与煤层气开采国家重大需求的深井钻探与测井的多模态成像.

5
5.1

计算成像理论与方法
概念与内涵

在数百年来的光学发展过程中, 成像模型不断被完善与创新, 光源、光学系统、传感器、光学调制
器等成像要素不断革新, 从而能够对光信号进行高维高分辨率的调制与采集; 另一方面, 伴随着信息
时代的到来, 数字信号计算与处理、机器视觉与学习、大数据等领域都有了本质飞跃, 使得更庞大更迅
捷的智能信息计算成为了可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上述两大领域碰撞出了革命性的火花, 催生了计
算成像理论.
从计算成像技术的理论框架来看, 其主要涵盖编码光学设计、耦合采集与计算重建 3 个部分. 相
对于经典成像模型, 计算成像理论采用新型光学器件, 多种成像方式, 各类新材料对于成像过程进行
特定调制, 从而耦合待采集信息; 其次, 以需求为目标设计新型成像系统, 直接或间接地采集含有目标
信息的多样化信号; 最后利用现代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 从采集得到的信号中恢复重建目标物体不
同维度的视觉信号, 或进一步调节成像光路, 引入反馈机制, 达到最终成像目的. 计算成像理论通过赋
予传统光学设计更多计算的特征, 包括建模、优化、耦合与解耦等等, 克服了传统成像器件的不足与局
限性, 增强、扩展了数字成像技术能力, 真正从系统层面处理整个成像过程, 而不仅仅着眼于基础成像
器件, 从而能够生成更高维度, 更多尺度, 更为丰富、生动, 更具有视觉表现力的多样视觉信息, 突破传
统成像极限, 为生命科学、医学、材料科学、计算机视觉、图形学等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
5.2

历史发展脉络

计算成像这样一种将计算与成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思维方式, 早在成像技术的发展初期就已经
萌芽. 通过记录各类介质通过物体后发生干涉与衍射带来的强度变化, 虽然不能直观地显现物体的空
间信息, 但通过推理计算, 可以让我们得出传统强度成像所无法展现的相干光场的相位信息、光谱信
息, 甚至是物体本身的三维结构等等. 早期的诺贝尔奖工作包括干涉仪以及通过 X 射线衍射估计晶体
结构等等, 都是这样一种成像后再计算的例子. 随后人们通过在传统光路中加入特定的相位调制, 使
得光信号在其他维度的信息, 包括光谱、相位、角度等等能够体现在强度变化上, 相衬显微镜 [59] 的诞
生就是一个很好的样例. 而伴随着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 人类所能掌握的计算能力开始有了质的
飞跃, 为计算成像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使得人们能够对于更大数据量的采集信息,
进行快速地计算重建, 真正地实现了计算后的再成像过程.
CCD, CMOS 等等图像传感器的诞生, 为计算成像提供了更庞大的数据基础. 快速密集的光信号

采集能力, 提供了更大的采样空间, 既使得数字全息技术 [60] 成为了可能, 也诞生了一种计算成像的理
论, 即通过各类光学器件的组合, 将光信号的其他维度信息复用至空间维度, 换而言之就是将高维信号
体现在耦合的二维采样中, 通过计算重建实现快速的高维成像. 近年来, 各种空间光调制器的普及, 也
为计算成像带来了更多样化的研究手段, 在采集端以及光照端的各个位置通过放置空间光调制, 能够
实现不同程度的相位调制或者幅度调制, 结合光栅、棱镜等器件, 就能实现对于高维光信号的编码,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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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最终的计算重建. 同时, 也带动了自适应光学的发展 [61] , 获得了各类极端条件下的成像能力, 突
破了传统光学成像的局限. 压缩感知理论 [62] 的提出则为设计更优化的重建算法与系统打下了理论基
础. 近年来, 飞秒激光技术的进一步突破以及发光二极管 (LED) 的普及, 为计算成像领域在光照端提
供了新的工具与思路, 各类超光速成像方法随之诞生, 而基于 LED 的各类成像系统结合计算成像的方
法大大降低了传统高性能成像技术的成本. 未来的计算成像技术, 也必将进一步拓展人类的观测极限,
降低各类高性能成像装置的成本, 充分发挥交叉学科优势, 不断应用新材料, 融合多种成像方法, 朝着
多维多尺度的方向发展, 其每一次重大突破, 必将带动各类学科的共同进步.
5.3

计算成像的前沿理论方法与系统

近十年来,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浪潮, 计算成像技术蓬勃发展. 在光信号的各个维度上, 都大大拓展
了传统成像系统的极限. 无论是在单一维度下探测能力的不断提升, 还是多维度联合高维信息的获取,
都为其他学科包括生命科学、医学、材料科学等等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工具. 下面将从各个维度出发,
介绍当今计算成像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前沿理论方法与系统.
(1) 空间维度. 传统成像方法的空间维度成像主要受到 3 个方面的限制: 1) 使用光学方法成像会
受到衍射极限的限制, 难以实现分辨率超过 100 nm 的显微成像; 2) 受制于物镜的成像分辨率和空间
带宽积, 目前的相机仅仅可以达到千万像素级别, 难以实现更高像素数量的成像; 3) 难以解决视野范
围和空间分辨率的矛盾关系, 如果扩大成像的视野就会牺牲空间分辨率, 而如果想提升分辨率, 就会使
得观测的视野变小, 没有办法对较大范围的对象进行精细成像. 因此本部分重点对计算超分辨率成像
和大视野高分辨率两个方向的研究工作进行介绍.
近年来, 研究者通过改进成像的原理, 实现了突破衍射极限的超分辨成像, 其中的典型工作包括
受激发射损耗显微技术 (stimulated emission depletion, STED) [63] , 基于 “光子可控开关的荧光探针”
的光敏定位显微 (photo activated localization microscopy, PALM) [64] , 随机光学重建显微 (stochastic
optical reconstruction microscopy, STORM) [65] , 以及基于结构光照的显微成像 (structured illumination
microscopy, SIM) [66] . 2014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超分辨率成像的突出科学工作者以表彰他们在
这一领域取得的突破.
另一方面, 很多生物现象需要对大视野内的成像样本进行大尺度范围内的精细成像, 以观察不同
部分之间的协同作用, 在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工作包括空域拼接十亿像素成像和频域拼接成像 (Fourier
ptychographic microscopy)、Brady 等 [67] 利用微摄像头阵列设计开发的高分辨率成像设备 AWARE-2、
Zheng 等 [68] 通过改变显微成像中入射光照角度的宽频率域信息成像方法.
(2) 时间维度. 传统成像方法采用二维空间维度和一维时间维度的时空采样, 成像的时间分辨率受
到传感器感光灵敏度、数据转化和存储速率的限制, 很难达到较高的时间分辨率, 目前已经商用的高
速相机最快的时间分辨率仅为约 1 µs. 近年来, 超快速成像领域通过将场景的时间维度信息编码到空
间维度或光谱维度, 将成像的时间分辨率提升到皮秒甚至飞秒量级. 该领域的代表性工作包括: Velten
等 [69] 利用条纹相机将时间维度映射到空间维度; Goda 等 [70] 将空间维度编码耦合到光谱维度, 再利
用单像素相机的超高时间分辨率来提升成像的时间分辨率; Goda 等 [71] 先将时间维度信息编码耦合
到光谱维度, 进而映射到不同的空间位置, 获得时间分辨率的提升.
Zewail 教授发明了飞秒成像技术, 并将其用于观测化学反应中化学键断裂等现象, 并以此获得了
1999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2012 年, 美国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 Velten 等将
这一技术应用于宏观物体成像, 其时间分辨率达到了 2 ps, 可以对光在整个场景中的传播过程进行成
像 [69] , 打破了光的稳态场景成像的约束. 这种飞秒成像的方法通过精确地区分出多次散射和反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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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角度相关计算成像系统
Figure 1
sition

Multiangle correlation computed imaging system. (a) Multiangle illumination; (b) multiangle obtaining acqui-

传播过程, 可以对不在视野范围内的被障碍物遮挡的物体进行成像, 再结合特定光的不同传播时间, 实
现三维 “拐角成像” 的效果 [72] .
Goda 等

开发出 STEAM 连续成像系统, 实现对观测场景的连续高速观测, 其拍摄帧率为
6.1 MHz, 快门时间为 440 ps. 该方法结合微流控技术可以用于对高速的细胞流进行成像, 大幅提升细
胞检测的速度. 与 STEAM 技术类似, STAMP [71] 也利用光谱维度进行调制, 并利用不同光谱的色散
特性, 将不同谱段色散到不同的空间位置, 可以使用传统的成像设备进行拍摄.
[71]

(3) 角度维度. 在传统图像中, 光线的角度信息几乎是完全丢失的, 而这一信息却真实地反应了场

景的光照、材质以及三维结构等等性质. 众多的计算成像技术通过采集同一场景在不同角度下的信息,
配合计算重建算法, 以获得更高维或者高分辨率的场景数据. 图 1 中展示了近年来一些基于多角度信
息计算成像的经典系统, 从相干光、部分相干光到非相干光, 从微观到宏观, 从多角度光照到多角度采
集, 利用多角度信息能够在各类条件下恢复场景的高维高分辨率信息.
在相干光下的多角度信息重建算法中往往将光场以复数场建模, 结合波动光学的理论计算, 往往
应用于显微成像领域, 如图 1 中的三维折射率重建系统 [73] 、十亿像素成像显微系统. 而在部分相干
光下往往使用 Wigner 分布来描述光场, 如图 1 中相位空间四维采集系统, Waller 等配合空间调制器,
在采集端实现了密集地多角度信息采集, 从而获得相位 – 空间的四维信息 [74] , 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
非线性的光传播理论. 对于非相干光而言, 四维光场即能很好地描述场景的空间信息. Stanford 大学的
Marc Levoy 团队在采集端通过微透镜阵列或者相机阵列的手段, 实现了四维光场信息的快速采集, 从
而实现动态的深度探测与数字重聚焦 [75] . Prevedel 等利用这一技术首次实现了对于秀丽线虫的动态
脑神经钙成像, 为神经回路变化的三维动态观测提供了可能 [76] .
总而言之, 光照端多角度信息的引入, 配合计算成像技术往往能以更低的成本突破传统透镜成像
的极限, 引入更多的三维信息, 弥补成像透镜现有工艺水平上的不足, 从而实现更高性能更高维度的成
像. 而采集端多角度信息的引入, 则能够将物体的三维信息耦合至二维采样中, 配合计算重构, 使得通
过二维传感器实现快速三维成像成为了可能.
(4) 光谱维度. 光谱信息能够反应出光源、物体以及场景的自然属性, 因此光谱采集技术已成为了

进行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的重要工具. 近些年来, 高分辨率超光谱成像技术的研究日益增多, 基于超
光谱成像技术得到的光谱信息为研究者与应用人员提供了场景更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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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超光谱显微相关研究
Figure 2 Related research on hyperspectral microscopy. (a) Gigapixel multispectral microscopy; (b) hyperspectral light
sheet microscopy

图 3 量化相位成像相关研究
Figure 3

Related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phase imaging. (a) Fully coherent light; (b) partially coherent light

清华大学的鲍捷教授提出了一种基于胶体量子点纳米材料制作微型光谱仪的新方法 [77] , 这是国
际上首次将胶体量子点纳米材料用于制作微型光谱仪. 作为一种光谱仪微型化方法的新突破, 这种方
法为制作高性能、低造价、体积小于智能手机摄像头的微型光谱仪铺平了道路. 其未来应用包括太空
探索、个性化医疗、微流控芯片实验室诊断平台等.
微观尺度上的光谱采集同样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如图 2 所示. 美国 Harvard 大
学的 Orth 教授发明了具有亿万像素级成像能力的光谱显微镜技术, 这种荧光光谱显微成像技术能够
获得高达 13 亿像素的空间成像分辨率, 使得细胞内部结构等生物样本或目标得到有效的可视化和观
测. 这是当前具有最高空间分辨率的光谱显微成像装置, 这项技术的实现能够通过更为直观的成像能
力助力于生物医学、药品研发等诸多领域. 德国的 Jahr 教授等发明了光谱片层显微系统 (hyperspectral
light sheet microscopy), 这一系统基于扫描式主动光照的光学设计和计算重建的方法, 能够有效地对
大型生物活体样本进行光谱成像, 既能得到整个组织的光学切片与 3D 图像, 同时又能保证细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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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分辨率. 这一技术为涉及生物活体检测成像的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契机.
(5) 相位成像. 由于大多数显微样本在不染色的情况下近似透明, 比如一些原生动物、细菌等等.
当光线照射物体后, 物体对光线的吸收很小, 故而在聚焦情况下几乎没有强度变化. 而通过相位成像,
就能获得很好的物体轮廓, 实现无标记细胞成像. Zernike 相衬显微镜, 即是相位成像最早的一种体现,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测透明样本的新工具. 量化相位成像进一步实现了透明显微样本的高精度相位测
量, 结合多角度或者不同聚焦深度信息就能进一步实现无标记下三维折射率成像 [73] .
量化相位成像技术主要可以分为迭代式相位成像以及非迭代式相位成像两类. 迭代式相位成像利
用了相干光或者部分相干光传播的物理模型, 通过空间或者 Fourier 域的约束, 设计迭代算法, 从强度
信息的采集中迭代计算得到相位信息. 这类方法往往需要更多的计算量以及多次的数据采集, 其中最
为著名的方法是 G-S 迭代法. 对于非迭代式技术而言, 一般分为完全相干光条件下与部分相干光条件
下两类, 一些经典的成像系统如图 3 所示.
自激光诞生以来, 完全相干光类量化相位成像技术开始被广泛应用, 其中最传统最典型的例子就
是数字全息术以及一些移相干涉测量方法. 另一些方法通过在 Fourier 面进行相位或强度调制, 结合
多角度相干光下的量化相位成像, 能够实现对于透明样本的无标记三维折射率重建, 为更多无标记下
生命科学应用提供了可能 [73] . 然而在相干光照条件下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包括相位周期性带来的
展开问题、激光散斑干扰、较低的空间分辨率、大功率激光较为昂贵等等, 更多的量化相位成像研究
开始集中于显微成像中最为常见的部分相干光下. 在部分相干光下物体的相位信息虽然在聚焦面上难
以体现, 但是在其散焦面上往往会在强度上有所展现, 通过对物体在轴向的多次测量, 结合光传输方
程的相位重建算法, 为部分相干光下的量化相位重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5.4

未来发展趋势与建议

计算成像方法相对于传统成像方式具备了更大的灵活性与创新性, 使得其能够更好地包容各个学
科领域的新技术与新突破. 随着各个国家对于脑科学研究、医学检测、疾病机理研究等等方面的重
视, 驱动着成像技术不断地往前进步. 多学科交叉已经成了计算成像下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各个领
域的新材料的诞生, 总能在计算成像领域找到相应的应用点, 而成像技术开发的需求也促使着人们寻
求新的工具带来新的灵感, 这一现象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 开关可控荧光蛋白的发现为荧光超分
辨率显微技术带来了重大突破 [65] , 而通过量子点这一新材料的灵活运用, 大大降低了光谱仪的使用成
本 [77] . 同时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发展趋势也体现在多种成像方式的相互融合中, 取长补短, 在各个尺度
上不断地突破着人类探索的极限. 在未来, 如何将更多的成像方式巧妙地融合起来, 创造成像能力的
新记录, 将是计算成像领域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而材料科学、应用化学等等其他学科领域的重大突
破也必将为计算成像提供更多的可能.
(1) 多维多尺度. 随着对物理世界的完整捕获与感知变得愈发重要, 具有更多维度、更多尺度成
像能力的系统与技术方法将会获得更大的关注度, 成为计算成像方法的代表性方向之一. 而 N ature
M ethods 杂志也将高度复合成像列为了 2016 最值得关注的 8 项技术之一. 从维度角度来看, 基于计
算成像技术的亿万像素级成像系统正在深入研究中; 时间分辨率上, 高速成像技术已经达到飞秒数量
级, 成像速度的大幅度提升也开启了暂态光学等全新领域; 此外, 在光谱、角度等其他维度上, 成像技
术的发展也正在逐渐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将 “看不见” 变为 “看得见”, 将 “看不清” 变为 “看得清”, 光
谱视频采集装置、光场相机、深度相机、飞秒时空聚焦等新技术、新方法正在不断给计算成像理论方
法带来新的契机, 实现维度上的不断突破. 从成像技术的尺度角度来看, 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成像需
求不断提升, 例如生物、化学、材料等基础学科需要针对微观结构进行更为高效、精确、可视化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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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采集; 而视觉、图形学、遥感、无人机等其他领域则可能需要更大尺度上的成像能力. 因此, 从未来
发展来看, 具有不同尺度成像能力的计算成像系统将成为技术进步的趋势, 其能够服务于不同学科的
不同需求, 带来灵活、自适应与更为丰富的成像能力.
(2) 极弱光照与散射介质. 极弱信号成像, 穿透散射介质的深层成像等同样是目前制约当前成像
技术的主要难点, 也是未来计算成像研究过程的一个重要方向. 对于极弱信号成像的需求主要来自生
物样本在体成像, 对于在体细胞进行成像的过程中必须使用较弱光进行激发, 以避免过强光照对在体
细胞的伤害, 特别是对于某些标记信号表达很弱的荧光现象的观测, 需要对极弱的少量光子信号进行
成像. 尽管当前 ICCD, sCMOS 等阵列传感器发展迅速, 但是仍难以探测这种极弱信号. 一个可能的发
展趋势是利用单像素鬼成像的计算方法对极弱光进行成像, 单像素鬼成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首先单像素成像过程中将所有的光子收集到一个探测器, 并且单像素具有光子计数的敏感特性,
对弱光信号具有较强的探测能力; 其次单像素探测器对比阵列传感器对全谱段都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特别是对于某些远红外谱段; 再次相对于 ICCD 和 sCOMS, 单像素探测器造价较低, 具有配套的高速
采集设备. 同时配合 TOF 原理或者光照端的光谱调制, 采集其他维度的观测样本信息. 而对于突破散
射介质成像而言, 其目的是使得成像面更深入组织内部, 在神经科学成像领域, 人们迫切需要在活体下
对更深层的神经细胞进行成像, 而不仅仅只是停留于表层细胞, 但是由于可见光的波长限制, 介质的强
散射性质, 导致穿透深度受限, 这一方向的发展趋势是利用双光子或者多光子结合共焦显微镜进行成
像, 但是目前其穿透深度仍显不足, 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较低, 若需更直观更清晰地对神经活动
进行观测, 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6

展望总结

作为信息科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 探测与成像在社会安全、医疗、空间探测、国防等领域应
用极为广泛, 它也是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高地之一. 本文简要介绍了高性能探测与成像的基本概念, 着
重阐述了多维度微波探测、微弱信号检测与识别、多模态成像理论与信息重建、计算成像理论与方法
这 4 个最具活力的子领域, 介绍了其典型应用及发展趋势, 并对其中的一些科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总
结. 尽管着眼点有所不同, 但在探测成像领域, 存在着共性的科学任务, 也面临着一些共性基础性问题.
总的来说, 探测成像系统需要利用声、光、电、磁等传播媒介, 激励探测目标, 获取目标的二维、三维
宽谱精确信息, 以实现有效成像和精确感知. 具体到各个应用领域, 未来的发展重点各有特点.
对雷达探测与成像系统来说, 它的主要特点是应用背景差别较大且受到应用条件的制约, 重点关
注的是充分利用目标的不完备谱域数据, 准确获取目标几何和电磁参数, 以达到重建或反演目标的目
的. 结合当前的发展现状, 在雷达探测成像领域的研究重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复杂背景下
的微弱目标检测与识别, 通过建立更为精确的背景模型, 突破传统机器学习算法基于浅层特征表示的
局限性, 发现雷达数据复杂的、高级的特征表示, 捕获数据中的潜在规律; 二是多维度雷达探测成像的
新机制、理论与方法, 通过探索新的成像机理, 通过主动、被动等多种工作方式, 实现多种信息维度下
的融合信息获取, 利用张量等数学工具来解决多维度定量化所面临的获取机制优化、信号处理及参数
反演等问题; 三是发展运动目标一体化探测成像的理论和方法, 重点是高速低可探测目标的散射机理
及其一体化探测成像理论与方法.
对空间探测成像系统来说, 它主要有两大类成像方式, 即大口径光学系统以及合成孔径雷达成像
系统, 这两类成像系统的成像机理不同, 面临的问题也炯异. 概括来说, 空间探测成像未来的研究重心
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复杂气象条件下的大口径光学系统成像新机理与新方法, 主要研究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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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口径光学成像系统的影响, 探索对大气变化不敏感的强度关联成像探测方法; 二是光学雷达一体
化成像方法, 主要研究基于卫星平台的合成孔径光学探测成像方法, 基于强度关联的微波高分辨空间
目标成像新方法等; 三是探索提高空间分辨率的成像新方法, 主要研究新的高分辨成像机理、主被动
一体化融合成像等新方法.
对工业探测成像来说, 成像信息获取方法主要包括阵列成像和扫描成像, 成像方式也有两大类, 即
直接成像和信息重建成像. 相比之下, 工业探测成像媒介更多, 包括次声波成像、音频成像、超声成像、
光学成像、粒子成像、辐射成像等; 应用更广, 包括工业Ｂ超、射线成像、涡流成像、核磁共振成像、
阻抗层析成像等. 概括来说, 工业探测成像未来的研究重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物理信息及其特
征转换的成像理论与方法, 探索成像媒介传输过程中各维度之间的耦合特性, 以实现高分辨率高维度
场景信息的联合重构; 二是非规则阵列的重建理论与方法, 主要利用阵列信号处理、压缩感知等新的
处理工具, 实现采样数据的高精度重构, 需要攻克反演算法的研究和编码空间的有效设计等关键技术;
三是复合媒体融合成像理论与新型成像材料, 多种成像方式的融合是未来的基本特点之一, 例如, 相
干场成像与计算层析成像、结构光照明显微成像等的结合等, 这意味着需要更复杂的成像设备与材料,
可以预见, 随着高功率微波器、高精度跟踪与成像捕获器件的发展, 高分辨成像、三维成像等也将是探
测成像领域追逐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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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of high-performance detection imaging and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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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performance detection imaging and identiﬁcation is one of the frontier areas in modern information science.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its applications has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four key areas of high-performance imaging detection and identiﬁcation, namely multidimensional microwave detection imaging, weak signal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multi-mode imaging theory and
inform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computational imaging theory and methods, are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in the
areas of concept and content, development statu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urrent popularity and diﬃculty,
typical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eveloping trends. In addition, related scientiﬁc issues are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Although the speciﬁc problems faced in each ﬁeld diﬀer from each other, some common and fundamental
issues, which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clude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imaging measures and the
target, the acquisition mechanism of detection-imaging data, and target-feature extr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fter detection imaging.
Keywords multi-dimension, multi-scale, weakness signal detection, cognitive imaging, computational imaging,
multi-modal imaging, information reconstruction, target intelligent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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