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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人造目标具有方位多变和结构复杂等特点,设计具有强泛化、易分辨的特征来实现极化合

成孔径雷达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目标精准检测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受数学规划思

想的启发, 在基于物理模型的极化分解框架下, 本文设计了一种散射贡献组合特征检测器用于检测极

化 SAR 舰船目标. 一方面, 利用类差倒数变换和 sigmoid 函数变换, 首先构造了一种旋转二面角散射

模型, 它能充分反映由方位变化所导致的同极化和交叉极化响应之间的快速转变. 结合类偶极子混合

散射模型, 以及通过设计基于根的判别式的模型求解策略, 随后提出了一种极化信息完全利用的八成

分目标分解方法,它能够有效刻画舰船目标的局部结构散射并显著改善体散射过估问题.另一方面,通

过分析舰船目标不同散射机理的分布显著特性, 以及舰船目标相对海杂波的散射独有特性, 利用线性

及非线性运算等数学规划策略, 首先设计了一种稳健的散射贡献组合器特征. 随后将该特征与保护滤

波器结合, 进一步增强其分辨能力以实现最终的舰船目标检测. 实验利用不同实测极化 SAR 数据对

所提方法进行了定性和定量验证, 结果表明该方法优于现有的其他舰船目标检测方法, 检测品质因素

最高可达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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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极化合成孔径雷达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通过获取不同通道下的目标信息,能够对散射

行为提供直观的物理解释, 以使得目标和结构可分辨, 它在舰船目标检测等海事监控中发挥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并受到当前世界各国的持续关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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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统计分布分析, 恒虚警率 (constant false alarm rate, CFAR) 方法是一种应用广泛的舰船目标

检测技术 [4∼6],在未知先验信息的情况下,由于舰船目标相较于海杂波具有更强的散射响应, CFAR通

常具有良好的检测性能. 但受雷达平台参数多样和复杂海况的影响, 海杂波精准统计建模及对应的参

数估计非常困难而且复杂.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一种新兴的检测方法是通过训练一个深度神经网络

来分辨重要的特征. 在这方面,由于卷积神经网络能够对底层函数进行估计 (可用以刻画舰船目标后向

散射特性且自动提取低维和高维图像结构特征),它在当前图像目标检测领域非常流行 [7]. 例如 Zhang

等 [8] 设计了一种深度智能且可分辨的卷积神经网络来实现舰船目标检测. Jin 等 [9] 提出了一种块对

点的卷积神经网络来增强弱小舰船目标检测性能. 然而, 深度学习的应用通常受到大样本训练需求的

限制, 且其可解释性仍然存疑. 相较之下, 通过刻画散射行为以提取合适的特征更为可观和实际. 从利

用散射强度信息开始, Novak 等 [10] 和 de Graff [11] 分别提出了极化白化滤波 (polarimetric whitening

filter, PWF)检测器、总功率 (SPAN)检测器,以及功率最大合成 (power maximization synthesis, PMS)

检测器来分辨舰船目标. 利用海杂波和人造目标之间的反射对称差异, Velotto 等 [12] 设计了反射对

称 (reflection symmetry, RS) 检测器来检测舰船目标. 通过分析目标的散射机理, Sugimoto 等 [13] 利

用 Yamaguchi 四成分分解设计了带阻滤波 (Pt-Ps) 检测器来压制海杂波的散射贡献. Zhang 等 [14] 将

Yamaguchi 四成分分解应用于构造的协方差差异矩阵, 提出了一种二次 – 表面 – 螺旋散射 (DBSPc)

贡献舰船目标检测器. 在经典极化凹口滤波 (polarimetric notch filter, PNF) 检测器 [15] 的基础上, 相

较于利用分布式目标的矢量化协方差矩阵, Liu等 [16] 利用确定性目标的矢量化散射矩阵,提出了一种

全新形式的 PNF (NPNF) 来辨别舰船目标. 通过利用 Sobel 梯度算子以生成超像素, Zhang 等 [17] 提

出了一种结合邻域协方差矩阵和极化白化滤波 (PWFSobel) 的舰船目标检测器.

尽管上述方法在舰船目标检测中都发挥了不同的功效和作用, 它们通常都具有数据依赖性, 即在

不同场景下会产生不稳健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 尽管当前越来越多的特征检测器被提出, 但始终难以

实现舰船目标强泛化和高效率的检测. 一方面, 与雷达平台方位向不平行的舰船目标会产生显著的交

叉极化响应, 其散射不再满足反射对称性, 这会导致它与具有强去极化效应的高动态海杂波产生混淆.

另一方面, 舰船目标的类型多种多样, 它们通常由不同尺度和形状的局部结构组合而成, 其复杂性源

自于单次散射、二次散射、三次散射以及更高阶散射的叠加, 实现舰船目标散射的精细刻画并设计稳

健有效的检测特征需要深度研究.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 从基于物理模型的极化分解 (model-based decomposition, MBD) 出发, 本文

提出了一种联合数学规划策略和精细极化分解的极化 SAR 舰船目标检测方法. 基于物理模型的极化

分解是极化信息的一种物理分析工具, 它可实现雷达图像的快速解译 [18∼21]. 数学规划策略是运筹学

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具有可靠、泛化、便捷等特点 [22]. 通过架通数学手段和物理释义之间的联系,

本文方法可实现舰船目标的稳健、高效检测. 本文工作主要分成 3 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类差倒

数和 sigmoid 函数变换的概念. 利用两种优效的数学规划方法, 提出了一种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和精

细八成分分解框架. 第二部分分析了舰船目标的主导和局部散射机理, 在此基础上利用分解得到的散

射贡献, 设计了一种散射贡献组合特征, 并进一步将其整合至保护滤波器中以增强特征功效. 第三部

分利用实测极化 SAR 数据, 阐述了提出方法相较于对比方法在视觉解译和物理一致方面的优势. 本

文工作的主要创新在于: (1) 建立了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 充分反映了由方位变化所导致的同极化和

交叉极化响应之间的快速转化; (2) 建立了精细八成分分解框架, 完全利用了极化信息并准确刻画了

目标局部结构散射; (3) 设计了散射贡献组合特征检测器, 有效增强了舰船目标与海杂波的散射差异;

(4) 整合了数学规划的思想, 实现了物理信息向数学层面的转变, 并改善了舰船目标散射的视觉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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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精细极化分解

2.1.1 类差倒数及 sigmoid 函数变换

二面角是舰船等人造目标中最显著的结构, 其方位变化不但会改变电磁波的极化状态, 还会增加

信号的随机性, 故而其散射正确建模不仅是实现人造目标散射解译的关键, 而且是极化目标分解研究

的主要出发点 [23∼25]. 在已有研究中, 由于交叉散射模型 (cross scattering model, CSM) [26] 可以自适

应地利用每个分辨单元的方位信息, 并能够从总交叉极化成分中分离出由人造目标产生的部分, 在一

定程度上它是表征旋转二面角散射的最佳选择.尽管如此,交叉散射模型中仍然存在一些固有缺陷,体

现在该模型中同极化和交叉极化响应比例相近 [27], 但这一情况明显与实际不符. 这是因为 Guinvarc’h

等 [28] 指出即便是只有较小的方位变化, 旋转二面角也会散射产生强烈的交叉极化响应. 研究发现, 这

一缺陷可以通过优化模型参数予以解决. 根据数学规划理论, 模型优化可以认为是一类线性或者非线

性的参数规划问题. 因此, 本文首先提出类差倒数变换来修正交叉散射模型.

在数学上, 如果 X 是一个不等于 1 的有理数, 那么它的差倒数 DR(X ) 为

DR(X) =
1

1−X
. (1)

受此启发, 本文定义 X 的类差倒数 ADR(X ), 其表达式为

ADR(X) =
X

1−X
. (2)

可以看到, X 的类差倒数实际上是 X 本身和其差倒数 DR(X )的乘积.对于类差倒数,其最重要的

性质为若 X 的取值范围为 0到 1,那么X /(1−X)总是要显著大于 X.鉴于此,旋转二面角散射中同极

化和交叉极化成分可以利用类差倒数变换进行合理分配, 从而提出一种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 (rotated

dihedral scattering model, RDSM):

[T ]R =


0 0 0

0 R22 0

0 0 R33

 , (3)

R22 =
Fac

Fac + Fac
1−Fac+ ξ

, R33 =

Fac
1−Fac+ ξ

Fac + Fac
1−Fac+ ξ

, (4)

其中, Fac 是一个待确定的修正因子, ξ 是一个无穷小的正数, 它可防止分母取值为零. 旋转二面角散

射模型采用了与交叉散射模型相同的矩阵形式, 因此它可以有效地分配总体交叉极化成分. 旋转二面

角散射模型的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在没有任何先验信息的条件下, 用 Fac 替换原始模型矩

阵中的 T22 项, 它表征了在旋转二面角结构中一定比例的同极化成分. 另一方面, 用 Fac 的类差倒数

替换原始模型矩阵中的 T33, 它表征了交叉极化成分要显著大于同极化成分. 最后, 对模型参数进行归

一化处理以便于后续的运算和处理.

唯一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 Fac 的值, 作者认为, 它取值的确定应满足 3 个条件: 第一, Fac 应当是

一个与旋转二面角散射特性相关的独有特征, 即利用 Fac 能够对旋转二面角结构进行辨别. 第二, 不

同于交叉散射模型以及为了消除方位估计不准确所带来的影响, Fac 应具有旋转不变性, 即不敏感于

方位变化. 第三, 根据类差倒数变化的要求, Fac 的取值必须在 0∼1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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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散射模型的元素取值

Table 1 Element values of different scattering models

Co-pol Cross-pol Computed Actual

component component distribution ratio distribution ratio

(R22) (R33) (R33/R22) (T33/T22)

Cross scattering model 0.524 0.476 0.909 2.59

Rotated dihedral scattering model 0.312 0.689 2.208 2.59

对于第 1 和第 2 个条件, 旋转二面角散射描述子 DRDS 可恰当地融入至 Fac 的构造之中, 其数学

形式是在分析旋转二面角的极化散射特性的基础上求得的 [29]:

DRDS =
4λ2

3

SPAN

(
1− λ1 − λ2

SPAN− 3λ3

)2

, (5)

其中, SPAN 代表雷达回波的总能量, λi 代表相干矩阵的特征值. 可以看到, DRDS 是矩阵特征值的组

合, 故它具有旋转不变特性. 由于特征值没有明确的取值范围, 因此 DRDS 理论上具有零到正无穷的

取值. 在 DRDS 的基础上, 需要考虑另外一种数学规划策略来满足第 3 个条件. 一般而言, 对于 Fac 的

取值约束, 线性归一化处理是首要考虑点, 但是线性归一化只适用于目标数据点大量聚集的情况. 对

于 Fac,其数据点分布广泛且差异明显,这是因为只有旋转二面角的散射特性能够被观测到. 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 考虑另外一种非线性归一化变换, 即 sigmoid 函数变换:

SF(X) =
1

[1 + ea(X−c)]
b
, (6)

其中 a, b, c 为大于零的常数. 由于 sigmoid 函数具有单调递增的特性, 因此它通常被用作激活函数来

将变量取值映射至 [0, 1]. 结合 sigmoid 函数变换, 修正因子 Fac 最终具有如下形式:

Fac =
1

[1 + ea(DRDS−c)]
b
. (7)

修正因子 Fac 取值区间为 0 到 1, 其分布取决于描述子 DRDS 变化的形式, 即常数 a, b, c 的取

值设定. 其中, 常数 a, c 直接影响了描述子 DRDS 变化中对比度拉伸的程度, 较大的常数 a 在 DRDS

最大幅值附近会产生较高的对比度拉伸, 而较大的常数 c 则会促使修正因子 Fac 趋于最大值方向饱

和 [30]. 常数 b 则指代了 sigmoid 函数的量级, 为简单起见, 它通常被设定为 1. 在本文工作中, 为了平

衡修正因子 Fac 对比度拉伸程度和饱和程度, 常数 a, b, c 被分别设定为 −1, 1 和 0.

为了直观地比较交叉散射模型和本文提出的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我们从一个旋转二面角像素中

摘取其相干矩阵进行说明, 该相干矩阵为
0.356 0.015− 0.010j −0.037− 0.071j

0.015 + 0.010j 0.128 −0.097− 0.051j

−0.037 + 0.071j −0.097 + 0.051j 0.332

 . (8)

表 1 给出了根据上述相干矩阵计算得到的交叉散射模型和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的归一化元素取

值. 从原始相干矩阵中可以看到, 交叉极化成分 (0.332) 要明显大于同极化成分 (0.128), 其实际比值

为 2.594. 在交叉散射模型中, 交叉极化成分与同极化成分大小接近, 分别为 0.476 和 0.524, 其比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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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 对于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 其交叉极化成分 (0.689) 与同极化成分 (0.312) 之间的关系表明它更

接近于实际 (其比值为 2.208), 因此它能够更有效地表征旋转二面角散射中交叉极化成分和同极化成

分的分布.

2.1.2 精细性: 八成分拓展

当前基于物理模型的极化分解方法主要发展于经典的 Freeman三成分分解方法 [31] 和 Yamaguchi

四成分分解方法 [32], 并且具有散射成分不断延拓的趋势. 例如, Xiang 等 [26] 在交叉散射模型基础上

提出了五成分分解方法, Singh 等 [33] 基于偶极子结构散射, 提出六成分分解框架. 但由于模型求解过

程通常受限于某些特定的假设, 绝大多数方法都会损失重要的极化信息. 尽管部分方法利用矩阵酉相

似变换来回避这一问题, 它们却无法从物理层面实现散射解译. 因此, 结合实际物理散射, 对相干矩阵

所有 9 个元素进行释义是精细极化分解方法的根本. 事实上, 大部分分解方法损失的极化信息主要是

相干矩阵的非对角元素,具体来说,即项 T13 和 T23 的实部和虚部信息.而这些信息恰好与目标的反射

不对称性相联系, 同时也是人造目标和自然目标散射的根本差异.

近年来,七成分分解方法的提出,有效解决了极化信息利用不充分的问题.七成分分解方法利用混

合散射矩阵来对特定间距和方位的偶极子组合目标响应进行物理建模,揭示了相干矩阵中存在的未知

散射机理 [34]. 混合散射矩阵表达式为

[S ]OD =

 1 ±1

±1 1

 → [T ]OD =
1

2


1 0 ±1

0 0 0

±1 0 1

 , (9)

[S ]OQW =

 1 ∓j

±j 1

 → [T ]OQW =
1

2


1 0 ±j

0 0 0

∓j 0 1

 , (10)

[S ]MD =

 1 ±1

±1 −1

 → [T ]MD =
1

2


0 0 0

0 1 ±1

0 ±1 1

 , (11)

其中 OD, OQW 和 MD 分别代表了正负 45◦ 旋向偶极子, 正负 45◦ 旋向四分一波器件以及混合偶极

子, 它们刻画了这几类结构对应的散射行为, 且该散射行为对应的极化信息蕴含在相干矩阵的非对角

元素中. 可以看到,这 3种散射模型均具有相干特性,即对应矩阵的秩都等于 1. 需要注意的是,在 T13

项和 T23 项的实部和虚部中, T23 项的虚部对应于 Yamaguchi 四成分分解中的螺旋体散射, 因此在此

处并未体现. 我们知道, 对于人造目标, 后向散射信号通常来源于目标不同部位单次、偶次 (包括非旋

转二面角和旋转二面角) 以及多重散射回波. 除此之外, 由类偶极子结构, 例如电缆、天线, 以及塔台

等局部复杂结构产生的相对较低但是不可忽略的交叉极化后向散射同样存在. 根据 Huynen分解的解

释, 相干矩阵 T13 项和 T23 项通常与目标整体或局部的耦合或者扭曲相关 [35], 它们恰好对应于这些混

合散射模型.

尽管七成分分解具有较好的解译性能,其用以表征旋转二面角散射中交叉极化成分分布的散射模

型,但在本质上却不恰当,这是因为其相干矩阵 T22 项和 T33 项近乎相等. 除此之外,在七成分分解中,

所有旋转二面角散射均被当作体散射, 这会造成严重的体散射过估计和散射机理混淆. 为了解决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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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本文整合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以及混合散射模型, 提出了一种精细的八成分分解方法, 它代表

了 8 种基本散射 (即表面散射、二次散射、体散射、螺旋体散射、旋转二面角散射、正负 45◦ 旋向偶

极子散射、正负 45◦ 旋向四分一波器件散射, 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 的加权相加:

⟨[T ]⟩ = fS[T ]S+fD[T ]D+fH[T ]H+fV[T ]V+fR[T ]R+fOD[T ]OD+fOQW[T ]OQW+fMD[T ]MD, (12)

其中 fS, fD, fH, fV, fR, fOD, fOQW 和 fMD 分别代表待求的散射系数. [T ]S, [T ]D, [T ]H 和 [T ]V 为

Yamaguchi 四成分分解中具体的散射模型, 其详细表达式可参考文献 [32]. 本文分解方法精细性的定

义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极化信息可在物理层面被充分利用; 二是不同散射行为可被这 8 类散射模型

准确刻画. 对于极化目标分解, 理论上我们可以无约束地决定分解的成分数, 但在实际中存在诸多限

制. 就作者所知, 在极化目标分解门类中, 本文首次提出了八成分分解方法. 除此之外, 不同于基于特

征值分解的极化分解技术 [36],经典的基于散射模型的极化分解方法无法准确复现原始相干矩阵,也就

是说, 在基于散射模型的极化分解方法中总是会存在非零的残余项, 且这些残余项无法通过分解进行

释义. 在传统方法中, 旋转二面角散射、正负 45◦ 旋向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旋向四分一波器件散射,

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对应于这些残余项. 但在本文方法中, 这些散射被提取出来当作是新的散射成分.

2.1.3 基于根的判别式的求解方法

散射模型求解是极化分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求解模型参数, 可以获得诸如散射机理贡

献等物理参量特征. 然而, 不同散射机理之间并不正交, 因此模型求解必须预先设定求解过程来确定

每个散射项的权值. 基于提出的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和精细八成分分解框架, 本节设计了一种基于根

的判别式的模型求解策略.

根据式 (12), 通过运算可求得如下所示的方程组:

fS + fD|α|2 +
fV
2

+
fOD

2
+

fOQW

2
= T11,

fS|β|2 + fD +
fV
4

+
fH
2

+ fRR22 +
fMD

2
= T22,

fV
4

+
fH
2

+ fRR33 +
fOD

2
+

fOQW

2
+

fMD

2
= T33,

fSβ
∗ + fDα = T12,

fH
2

= | Im(T23)|,
fOD

2
= |Re(T13)|,

fOQW

2
= | Im(T13)|,

fMD

2
= |Re(T23)|,

(13)

其中 α 和 β 分别代表二次散射和表面散射模型参数. 可以看到, 式 (13) 中包含 10 个未知量, 但却只

有 9 个方程, 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欠定方程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设定一些假设来减少未知量的

个数.

与文献 [37, 38] 一致, 通过从原始相干矩阵中减去螺旋体散射、正负 45◦ 旋向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旋向四分一波器件散射, 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后, 表面散射和二次散射的主导性可以通过残余矩

阵中 T11 和 T22 项的相对大小 (CO) 进行判断:

CO = T11 − T22 +
fH
2

− fOD

2
− fOQW

2
+

fMD

2
. (14)

相应地, 如果 CO > 0, 那么在残余矩阵中表面散射占主导, 此时可将二次散射系数置零 (即 fD =

0). 否则如果 CO < 0, 那么在残余矩阵中二次散射占主导, 此时可将表面散射系数置零 (即 f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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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该欠定方程组可以实现求解. 进一步地, 利用模值计算, 可以获得如下表达式:

CO > 0 : Re(β) =
Re(T12)

fS
, Im(β) = − Im(T12)

fS
,

CO < 0 : Re(α) =
Re(T12)

fD
, Im(α) =

Im(T12)

fD
.

(15)

尽管式 (13) 具有紧凑特性, 但直接求解模型的解析解仍然十分困难. 事实上, 对于旋转二面角散

射模型, 如果修正因子 Fac 很小, 那么可以直接忽略 fRR22 项的影响. 如果修正因子 Fac 很大且接近

于 1, 那么同样可以忽略 fRR22 项的影响, 这是因为参数归一化处理总可使 R22 忽略不计. 在此基础

上, 结合式 (13) 与 (15), 可进一步求得两个一元二次方程:

CO > 0 : Af2
S +BfS + C = 0 with A = 1,

B = 2T22 − T11 − fH − fMD +
fOD

2
+

fOQW

2
, C = −2|T12|2,

CO < 0 : Af2
D +BfD + C = 0 with A = 2,

B = T11 − 2T22 + fH + fMD − fOD

2
− fOQW

2
, C = −|T12|2.

(16)

相应地, 两个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判别式分别为

CO > 0 : ∆ =

(
2T22 − T11 − fH − fMD +

fOD

2
+

fOQW

2

)2

+ 8|T12|2,

CO < 0 : ∆ =

(
T11 − 2T22 + fH + fMD − fOD

2
− fOQW

2

)2

+ 8|T12|2.
(17)

可以发现,式 (17)中的判别式总是大于零,这确保了一元二次方程始终具有两个根.因此,方程的

根可分为如下情形进行判定: (1) 如果两根中较大的根为负, 那么表面/二次散射系数被强制置零, 这

是因为模型必须保证物理可解 (即具有非负散射贡献); (2) 如果两根中较大的根为正而较小的根为负,

那么表面/二次散射系数被确定为较大的根; (3)如果两根中较小的根为正,表面/二次散射系数仍然被

确定为较大的根,这是出于约束体散射贡献不至于过大而考虑的. 一旦确定了表面或者二次散射系数,

那么余下的散射系数便可计算, 其表达式为

fH = 2 |Im(T23)| , fOD = 2 |Re(T13)| , fOQW = 2 |Im(T13)| , fMD = 2 |Re(T23)| ,

CO > 0 : fD = 0, fS =

√
∆− (2T22 − T11 − fH − fMD + fOD

2 +
fOQW

2 )

2
,

fV = 2

(
T11 − fS − fOD

2
− fOQW

2

)
, fR =

4T33 − 2fH − fV − fOD − fOQW − fMD

4R33
,

CO < 0 : fS = 0, fD =

√
∆− (T11 − 2T22 + fH + fMD − fOD

2 − fOQW

2 )

4
,

fV = 2(2T22 − 2fD − fH − fMD), fR =
4T33 − 2fH − fV − fOD − fOQW − fMD

4R33
.

(18)

相应地, 散射系数对应的散射贡献可计算为

PS = fS(1 + |β|2), PD = fD(1 + |α|2), PH = fH,

PR = fR, POD = fOD, POQW = fOQW, PMD = fM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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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体散射过估的影响且考虑到散射贡献平衡, 体散射贡献被计算为

PV = SPAN− PS − PD − PH − PR − POD − POQW − PMD. (20)

2.2 舰船目标检测器

2.2.1 散射贡献组合特征

通过揭示方位变化引起的交叉极化响应跃变, 以及挖掘反射不对称性信息以刻画混合散射, 精细

极化分解得到的 8种散射成分可分别对应舰船目标不同的局部几何结构,因此它能够实现舰船目标散

射机理的有效表征. 定量计算得到的 8 种散射成分贡献内含了丰富且明确的目标极化信息, 利用这些

散射贡献, 不仅可以判断出目标的主导散射机理, 还可以观测到目标的非主导以及局部散射行为. 此

外, 由于这些散射成分贡献易于计算, 因此它们非常适用于设计和构造感兴趣目标的极化特征. 主导

散射是目标最本质的散射机理, 其贡献是一种重要的极化特征, 但仅利用主导散射贡献会存在一定局

限,这是因为一方面,某些非主导散射贡献接近于主导散射贡献,从而会降低特征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

由于提出的八成分分解方法实现了极化信息的完全利用,因此在特征构造的过程中必须利用所有输出

的散射贡献. 鉴于此, 最直接的特征构造方式就是利用简单的数学规划策略将这些散射贡献进行组合.

首先聚焦于 3种基本的散射机理,即表面散射、二次散射,以及体散射. 图 1针对舰船目标的散射

进行了分析. 对于表面散射, 它通常被认为是地表面以及海杂波的主导散射机理. 但在实际中, 舰船目

标的表面散射同样显著, 其响应主要产生于舰船甲板以及其他典型的船体奇次散射结构 [20, 39,40]. 而

二次散射 (由舰船 – 海面或舰船船体本身形成的二面角所产生) 是舰船目标最显著的散射机理, 因此

其贡献强弱是舰船存在与否的重要指示. 对于体散射, 它通常来源于树冠层等自然目标的多重交互作

用. 但当电磁波照射舰船目标时, 其局部结构之间也会存在多重交互散射, 这些多重交互散射共同形

成了舰船目标的 “体散射”. 但是相较于表面散射和二次散射, 它对总后向散射的贡献较弱.

进一步分析 5种延展散射机理,即螺旋体散射、旋转二面角散射、正负 45◦ 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四分一波器件散射, 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 对于旋转二面角散射, 其产生主要是因为二面角方位变化

所导致的,它与二次散射一起可共同认为是二面角散射. 另一方面,舰船上由塔台、天线和护栏等组成

的类似于偶极子结构的复杂局部结构会明显产生螺旋体散射、正负 45◦ 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四分一

波器件散射, 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 这 4 种散射的物理建模不仅充分利用了极化信息, 还实现了矩阵

非对角元素的物理释义. 由于矩阵非对角元素不严格为零, 这 4 种散射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海杂波背

景, 但是相较之下, 发生在舰船等人造目标局部结构中的这类散射贡献更为强烈, 这是因为它们本质

上与反射不对称性相关联 (故可共同认为是反射不对称散射).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利用简单的线性及

非线性组合, 本小节提出一种泛化形式的舰船目标极化检测特征:

FShip = PS ∗ PD ∗ PV ∗ PH ∗ PR ∗ POD ∗ POQW ∗ PMD, (21)

其中 ∗ 代表了线性运算符 (例如加运算和减运算) 或者非线性运算符 (例如乘运算和除运算). 需要注

意的是,不同散射成分的贡献通常具有不同的动态范围.根据舰船目标散射的实际观测与理论分析,本

小节进一步构造一种可用于舰船目标检测的散射贡献组合器特征:

SCC = PS · PV + (PD + PR) + (PH + POD + POQW + PMD). (22)

散射贡献组合器特征具有如下特性: 第一, PS 与 PV 相乘则可以显著地减少表面散射主导 (低海

况情形下的海杂波)以及体散射主导 (高动态情形下的海杂波)目标的影响.这是因为若其中之一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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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舰船目标散射成分分析

Figure 1 (Color online) Various scattering occurred in a ship

导, 则另外一种散射几乎不存在. 第二, 由于 PD 与 PR 是舰船等人造目标的独有散射, 因此二者之和

(总二面角散射) 可有效凸显舰船目标散射特性. 第三, 由于海杂波属于自然分布式目标, 其散射通常

具有反射对称特性, 即 ⟨SHH · S∗
HV⟩ = ⟨SHV · S∗

VV⟩ = 0. 在这种情况下, 从相干矩阵 T13 和 T23 项计算

得到的螺旋体散射、正负 45◦ 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四分一波器件散射, 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可以忽

略. 而由于舰船目标具有复杂的局部结构, 这些散射明显存在, 因此通过叠加反射不对称散射 (四者之

和), 可以进一步增大舰船目标和海杂波散射之间的差异.

2.2.2 散射贡献组合特征检测器

受噪声和目标样本估计纯度不高的影响,直接在像素层面应用散射贡献组合器特征可能会导致某

些异常值的出现. 此外, 对于弱小舰船目标检测, 需要尽可能地增强目标和海杂波之间的特征差异. 因

此, 如何巧妙地利用像素空间邻域信息来进一步改善信杂比值得深入研究. 鉴于此, 本小节利用滑窗

处理, 将散射贡献组合器特征与保护滤波器进行结合来增强特征的功效, 提出了一种散射贡献组合器

特征检测器.

保护滤波器结构如图 2 所示, 它包含了三层结构. 其中, 目标区域 (测试区域) 位于中间 (白色环

形), 保护区域和杂波区域 (训练区域) 分别位于中间 (红色环形) 和外围 (灰色环形). 保护区域设置的

目的不仅是为防止目标区域内舰船像素被海杂波像素污染,而且还可以将杂波区域内的舰船像素作为

异常值予以剔除. 在保护滤波器基础上, 最终提出的散射贡献组合器特征检测器为

DetShip = log
⟨SCC⟩Test
⟨SCC⟩Train

, (23)

其中, ⟨·⟩ 代表相应区域像素的空间平均. 在该检测器中, 保护滤波器可在初始阶段对目标和杂波进行

筛选,从而降低异常值的影响.此外,利用邻域信息及分区域对像素进行特征运算可显著增强特征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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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保护滤波器

Figure 2 (Color online) The configuration of guard filter

效. 根据式 (23) 可知, 若测试区域主要包含目标像素, 则 DetShip 取值较大; 若测试区域主要包含海杂

波像素, 那么 DetShip 取值接近于零; 若目标像素主要分布在保护区域和训练区域, 那么在测试区域的

SCC 值要小于训练区域的 SCC 值, 则 DetShip 取值为负.

对于测试区域边长尺寸, 它通常被经验地设定为 3 个像素, 这是因为较小的测试区域可有效检测

弱小舰船目标.而对于保护区域和训练区域,其尺寸与目标大小以及图像分辨率紧密相关.根据下文所

用数据图像分辨率,为了确保保护区域可大致包含舰船目标整体,将保护区域边长尺寸设定为 31个像

素. 同时, 考虑到在检测器应用中, 海杂波和目标像素数目接近 (样本量均匀) 从而使得检测器性能更

可靠这一要求, 训练区域 (杂波区域) 边长尺寸被设定为 33 个像素, 并且较大的训练区域也可更有效

地对弱小舰船目标进行检测. 由于所提特征检测器对应于舰船目标的散射显著性, 因此采用可分辨特

征特性的直方图阈值方法 [29] 完成最终的舰船目标检测. 直方图阈值法选取阈值的过程可简要总结如

下: 首先, 选取一定数量的舰船目标像素和随机的海杂波像素作为训练样本; 随后, 估计出这些不同类

别训练样本的特征检测器直方图; 最后, 选取二者直方图曲线的交互点, 即直方图两个波峰之间的波

谷作为最终的检测阈值.

3 实验结果

3.1 实验数据

本文利用两组全极化 SAR 实测数据对所提方法进行验证. 第 1 组为星载高分三号 C 波段数据,

其成像地点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江河口, 数据录取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5 日, 原始方位向和距离向分辨

率均为 8.0 米. 第 2 组数据为美国机载 AIRSAR L 波段数据, 其成像地点位于日本东京湾, 数据录取

时间为 2000 年 10 月 2 日, 原始方位向和距离向分辨率分别为 5.0 和 2.8m. 图 3 给出了两种全极化

SAR数据的 Pauli伪彩色图,其中红色像素代表二次散射结构,绿色像素代表体散射结构,蓝色像素代

表表面散射结构. 由于缺乏上述区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的信息,

因此舰船目标分布的真值主要是根据光学图像和极化 SAR 图像联合判读, 辅以已发表文献 [14] 中利

用的相同数据集获得. 视觉判读的合理性在于由于舰船目标相较于海杂波具有较强的后向散射, 因此

它们在图像中通常呈现为亮斑. 在高分三号数据和 AIRSAR 数据中, 分别存在 49 和 24 艘舰船目标,

其中尺寸较大、散射较强目标用红框标记, 尺寸较小 (小于 20 个像素)、散射较弱目标则用黄框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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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不同数据 Pauli 伪彩色图像及相应的地表真值. (a) 高分三号 C 波段数据; (b) AIRSAR L

波段数据; (c) 高分三号 C 波段数据真值; (d) AIRSAR L 波段数据真值

Figure 3 (Color online) Pauli color-coding PolSAR data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ground truths for different study sites.

(a) GF-3 C-band data; (b) AIRSAR L-band data; (c) ground truth for GF-3 C-band data; (d) ground truth for AIRSAR
L-band data

3.2 检测性能及对比

为了定量和定性地评估舰船目标检测性能,本文将 6种应用广泛的检测方法,即 PMS方法 [11]、RS

方法 [12]、Pt-Ps方法 [13]、DBSPc方法 [14]、NPNF方法 [16],以及 PWFSobel [17] 纳入到评估对比中,并

采用如下品质因素 (figure of merit, FoM) 作为评价指标 [41]:

FoM =
Ntt

Ntt +Nfa +Nmt
, (24)

其中 Ntt, Nfa 和 Nmt 分别代表正检数、虚警数以及漏检数. 此处 Ngt = Ntt + Nmt 代表实际舰船目

标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中间评价指标, 虚警数和漏检数可作为参考, 但在评估舰船目标检测性

能时, 需要采用品质因素作为最终评价指标, 这是因为它作为一个系统指标综合考虑了所有因素, 且

较大的品质因素意味者更优的检测性能. 图 4 和 5 给出了不用方法的舰船目标检测结果, 其中黄色矩

形框指代了虚警目标, 红色圆圈指代了漏检目标. 在最后一行中, 左边为散射贡献组合特征检测器的

幅度图, 右边为相应的检测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检测结果最终是在直方图阈值法的基础上进行微调所

得的, 微调的目的在于折中虚警数和漏检数以使得品质因素最大. 表 2 给出了不同方法的定量评价结

果.总体来看,所有方法都可以正确检测出具有较强后向散射的大尺寸舰船目标,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

虚警, 而这些虚警主要是由海洋风和其他洋流现象产生的强海杂波. 更明显的是, 在所有对比方法中

都存在严重的漏检现象, 其原因有二. 第一是在阈值化后, 十字旁瓣的存在会使得目标像素产生粘连,

特别是对于高分三号数据. 第二是一些较小尺寸的舰船目标在图像中仅占据若干像素, 这使得它们很

难被观测和检测到. 这种情况尤其可见于 AIRSAR 数据中 RS 方法, 它几乎漏检了所有的弱小舰船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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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图 4 (网络版彩图) 不同方法在高分三号数据上的检测结果, 红色圆圈和黄色矩形分别指代漏检目标和虚警目标.

(a) PMS 方法检测结果; (b) RS 方法检测结果; (c) Pt-Ps 方法检测结果; (d) DBSPc 方法检测结果;

(e) NPNF 方法检测结果; (f) PWFSobel 方法检测结果; (g) 散射贡献组合特征检测器幅度图; (h) 本文方

法检测结果

Figure 4 (Color online) Ship detection results on GF-3 data. The red circles and yellow rectangles outline the missed
targets and false alarms, respectively. (a) PMS; (b) RS; (c) Pt-Ps; (d) DBSPc; (e) NPNF; (f) PWFSobel; (g) magnitude of
scattering contribution combiner detector; (h) the proposed method

相较之下, 舰船目标在本文方法结果中清晰可辨 (虚警始终最小, 在高分三号数据和 AIRSAR 数

据中分别为 2 个和 1 个), 目标之间不存在粘连 (特别是高分三号数据中 T7/T8/T9 目标), 能够准确

地对应于真值分布.结合特征检测器幅度图可以进一步发现,检测到的舰船目标均被 “黑色框”框选出

来, 与海杂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不仅说明构造的散射贡献组合特征准确凸显了舰船目标散射并有

效地压制了海杂波的影响, 还证明了利用保护滤波器可进一步增强特征的功效. 结合目标虚警数和漏

检数, 本文检测方法在高分三号和 AIRSAR 数据中分别可达到最高 0.94 和 0.96 的品质因数. 对比之

下, 其他方法对应的品质因数均小于 0.90, 这既说明本文方法具有很强的鲁棒性, 也证明了其在弱小

舰船目标检测中的优势.

接下来, 进一步引入目标信杂比 (target-to-clutter ratio, TCR) 指标来定量评估对弱小舰船目标

的检测能力. 在本文中, 信杂比定义为舰船目标和海杂波检测特征幅度的均值之比, 其中海杂波数据

可在图像中随机选取, 且所有信杂比按分贝值计算 (即 10log10(TCR)). 图 6 和 7 展示了高分三号和

AIRSAR 数据中不同方法信杂比在 10 艘弱小舰船目标 (图 3 中黄色矩形框) 上的分布, 为了便于理

解, 我们将本文方法与每种方法进行了单独对比.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除了高分三号数据中 S6 目标,

本文方法信杂比分布曲线全方面包围了所有对比方法. 除此之外, 可以看到 6 种对比方法的信杂比在

弱小舰船目标上起伏均比较剧烈 (不仅体现在不同数据中, 还体现在同一数据不同目标中), 相较之下,

本文方法具有更强的鲁棒性, 体现在尽管这些小尺寸舰船目标的后向散射较弱, 但计算得到的局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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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f)

(g) (h)

图 5 (网络版彩图) 不同方法在 AIRSAR 数据上的检测结果, 红色圆圈和黄色矩形分别指代漏检目标和虚警目

标. (a) PMS 方法检测结果; (b) RS 方法检测结果; (c) Pt-Ps 方法检测结果; (d) DBSPc 方法检测结果;

(e) NPNF 方法检测结果; (f) PWFSobel 方法检测结果; (g) 散射贡献组合特征检测器幅度图; (h) 本文方法检

测结果

Figure 5 (Color online) Ship detection results on AIRSAR data. The red circles and yellow rectangles outline the missed
targets and false alarms, respectively. (a) PMS; (b) RS; (c) Pt-Ps; (d) DBSPc; (e) NPNF; (f) PWFSobel; (g) magnitude of
scattering contribution combiner detector; (h) the proposed method

构散射和海杂波散射 (表面散射) 之间的权重差异明显, 从而信杂比曲线分布也更加均匀.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 AIRSAR 数据中 S9 目标, DBSPc 方法信杂比接近为零, 这说明目标特征幅

度与海杂波接近, 进而会导致目标的丢失. 这一结论与图 5(f) 呼应 (即 DBSPc 方法漏检了 S9 目标),

说明了信杂比计算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 对于高分三号和 AIRSAR 数据, 本文方法

在 10艘弱小舰船目标上的信杂比均值分别为 35.09和 40.47 dB,且信杂比最大增幅可达 41.36 dB (相

较于 DBSPc 方法). 这归结于构造的特征检测器充分考虑了舰船目标和海杂波之间的散射机理差异,

并利用保护滤波器进一步增强了其功效. 上述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方法可有效增强目标信杂比, 更利

于舰船目标精准检测.

4 讨论

为了充分展示本文提出的精细八成分分解性能,接下来对其在舰船目标散射上的解译能力进行讨

论.图 8分别给出了高分三号和 AIRSAR数据精细八成分分解得到的伪彩色合成结果,其中红色通道

代表舰船目标散射 (二次散射、螺旋体散射、旋转二面角散射、正负 45◦ 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四分

一波器件散射, 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之和), 绿色通道代表体散射, 蓝色通道代表表面散射. 由于呈现

的是全景图像, 因此部分舰船目标分解结果被放大至图中黄色矩形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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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检测方法定量评价指标

Table 2 Quantitative evaluations of different methods

Sensor Method Ngt Ntt Nmt Nfa FoM

GF-3

PMS 49 41 8 2 0.80

Pt-Ps 49 44 5 1 0.88

RS 49 41 8 5 0.76

DBSPc 49 46 3 4 0.87

NPNF 49 45 4 2 0.88

PWFSobel 49 43 6 1 0.86

The proposed method 49 48 1 2 0.94

AIRSAR

PMS 23 22 1 5 0.79

Pt-Ps 23 21 1 3 0.85

RS 23 13 10 3 0.50

DBSPc 23 22 1 3 0.85

NPNF 23 22 1 1 0.92

PWFSobel 23 21 2 1 0.88

The proposed method 23 22 1 0 0.96

我们知道, 对于船体方向与雷达方位向平行或者垂直的舰船目标, 由于其结构对称且不改变电磁

波的极化方式, 因此它的散射中主要产生同极化响应, 从而呈现明显的二次散射或者表面散射. 根据

图 8 可以看到, 此类目标大多呈现出强烈的红色成分, 其散射易于理解且容易检测. 相反地, 对于船体

方向与雷达平台方位向具有明显夹角的舰船目标, 其散射结构不再对称, 且会造成散射电磁波极化基

的扭转,此时它的散射中同极化响应将会显著减少,而交叉极化响应则会明显增加,此类目标散射机理

复杂且易于与海杂波混淆, 因此本文重点对其结果进行展示. 可以看到, 在黄色矩形框中有多种颜色

无规律地分布于舰船目标内部, 这表明不同方位和局部结构对应不同的散射机制, 也说明舰船目标存

在复杂多样的散射机理.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在这类舰船目标中, 红色成分占比最大, 仅有小部分绿色

成分, 这说明精细八成分分解能够实现舰船目标散射的正确解译, 并有效改善传统方法中存在的体散

射估计问题. 如前所述, 舰船目标的体散射代表了其内部结构之间产生的固有且微弱的多重散射, 因

此绿色成分无法被完全消除. 除了上述观测结果之外, 绝大部分海杂波呈现出明显的黑色和蓝色 (如

高分三号数据中白色矩形框所示), 说明对应的后向散射能量非常弱. 但是对于少部分高动态海杂波,

其内部与外部会产生多重散射交互, 因此它会呈现出绿色成分 (如 AIRSAR 数据中白色矩形框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解结果中十字旁瓣和方位向模糊的现象均被明显压制,这说明精细八成分分解方法

在分辨散射机理方面的有效性.

上述结果阐明了精细八成分分解框架在舰船目标散射解译中的有效性,为了进一步验证所提分解

方法对局部结构散射刻画的有效性, 我们从两组数据中分别选取一艘舰船目标 (图 8 中 T1 目标), 并

将分解得到的 8种散射成分展示如图 9(a)和 (b)所示. 同时, 为了展示基于数学规划的旋转二面角散

射模型的优势, 我们替换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为交叉散射模型, 并将其整合到八成分分解框架中 (称

为交叉八成分分解), 将求解得到的 8 种散射成分展示如图 9(c) 和 (d) 所示. 通过观察, 舰船目标上均

明显存在 4 种基本散射, 并且分布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 可以很容易观测到舰船目标的轮廓. 对于表

面散射、二次散射, 以及螺旋体散射, 两类分解方法并没有明显差异. 但是对比体散射可以发现, 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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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高分三号数据中不同方法的信杂比. 本文方法与 (a) PMS, (b) Pt-Ps, (c) RS, (d) DBSPc,

(e) NPNF, (f) PWFSobel 方法的对比

Figure 6 (Color online) The target-to-clutter ratios for different ship detectors with GF-3 data.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a) PMS, (b) Pt-Ps, (c) RS, (d) DBSPc, (e) NPNF, (f) PWFSobel methods

分三号舰船中部以及 AIRSAR 舰船尾部 (如图中黄色圆形区域所示), 交叉八成分分解结果要显著强

于精细八成分分解结果, 这直接导致在伪彩色合成图中该区域的绿色成分增加, 从而存在明显的体散

射过估问题. 相较之下, 由于模型求解过程内在地对体散射贡献进行了约束, 因此精细八成分分解很

好地改善了这一问题, 体现在区域具有清晰的红色成分. 对于余下 4 种延展散射, 旋转二面角散射成

分在舰船目标上分布分散 (如图中黄色椭圆所示), 且不与表面散射、二次散射、体散射, 以及螺旋体

散射叠加, 这说明这些区域存在特定的旋转二面角结构.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交叉散射成分分布与旋

转二面角散射成分基本一致, 但是其幅度要明显更低, 体现在某些像素仅有微弱的散射, 非常容易淹

没于背景. 对于正负 45◦ 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四分一波器件散射,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成分,它们同

样分散于舰船目标不同部位, 对应于塔台、天线、护栏等类偶极子组合结构. 在正负 45◦ 偶极子散射

和正负 45◦ 四分一波器件散射上, 两类分解方法并无明显区别, 但从混合偶极子散射来看, 交叉八成

分分解几乎无法辨识该类散射, 因此在特征设计应用层面具有明显劣势.

需要注意的是, 在高分三号 C 波段成像情形下, 短波观测到的海洋表面粗糙度更加粗糙, 并且由

于旁瓣的影响, 此时海杂波的后向散射会部分存在去极化效应并具有反射不对称特性 (即矩阵非对角

元素非零), 因此在八成分分解框架下也会产生旋转二面角散射、正负 45◦ 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四分

一波器件散射, 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 (体现在图 9(a) 下方子图中右下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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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AIRSAR 数据中不同方法的信杂比. 本文方法与 (a) PMS, (b) Pt-Ps, (c) RS,

(d) DBSPc, (e) NPNF, (f) PWFSobel 方法的对比

Figure 7 (Color online) The target-to-clutter ratios for different ship detectors with AIRSAR data.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a) PMS, (b) Pt-Ps, (c) RS, (d) DBSPc, (e) NPNF, (f) PWFSobe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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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tter

Cl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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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精细八成分分解结果 (红色: 舰船目标散射, 绿色: 体散射, 蓝色: 表面散射). (a) 高分三号数

据; (b) AIRSAR 数据

Figure 8 (Color online) Fine eight-component decomposition results with several enlarged details (red: ship; green:
volume scattering; blue: surface scattering). (a) GF-3 data; (b) AIRSAR data

表 3 和 4 给出了 T1, T2, T3 舰船目标归一化后的散射成分贡献统计结果. 对于高分三号和 AIR-

SAR 数据中 T1 目标, 其表面散射占比分别达到最高的 32.30% 和 33.89%, 说明该目标的主导散射为

600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第 53 卷 第 3 期

P
S

P
D

P
V

P
H

P
R

P
OD

P
OQW

P
MD

P
C

(a) (b)

(c) (d)

P
S

P
D

P
V

P
H

P
S

P
D

P
V

P
HP

S
P
D

P
V

P
H

P
R

P
OD

P
OQW

P
MD

P
OD

P
OQW

P
MD

P
C

P
OD

P
OQW

P
MD

图 9 (网络版彩图) 精细八成分分解与交叉八成分分解结果对比. (a) 高分三号 T1 目标和 (b) AIRSAR T1 目

标精细八成分分解结果; (c) 高分三号 T1 目标和 (d) AIRSAR T1 目标交叉八成分分解结果

Figure 9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of fine eight-component decomposition and cross eight-component decomposition.

Proposed decomposition for T1 in (a) GF-3 data and (b) AIRSAR data; compared decomposition for T1 in (c) GF-3 data
and (d) AIRSAR data

表面散射,与前面的定性结果一致.对于 T2及 T3目标,表面散射在多数情况下仍占据主导,但与二次

散射非常接近 (除了 AIRSAR中 T2目标),这与实际舰船目标散射一致.进一步观察,在交叉八成分分

解结果中,尽管舰船目标散射 (即红色成分)占据主导,但 T1, T2, T3目标均存在明显的体散射过估计

问题, 体散射占比要明显大于其他散射 (例如在高分三号数据中分别为 33.82%, 37.10% 以及 36.90%).

相较之下, 通过整合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以及三类类偶极子散射模型, 并设计基于根的判别式的模型

参数求解策略, 本文提出的精细八成分分解方法可显著降低体散射, 其平均降幅分别可达 11.78% 和

5.06%, 有效改善了散射机理混淆现象. 此外, 体散射的降幅小部分被迁移至表面散射, 大部分被迁移

至舰船目标的局部结构散射中, 这充分说明了精细八成分分解的合理性. 在这之中, 尽管旋转二面角

散射占比较低 (这是因为螺旋体散射、正负 45◦ 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四分一波器件散射,以及混合偶

极子散射已分担了大量的交叉极化散射), 但对比于交叉散射, 其平均涨幅分别可达 50%和 40%, 这说

明了类差倒数变换和 sigmoid 函数变换等数学规划策略在优化物理散射模型上的有效性. 事实上, 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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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分三号舰船目标散射成分统计结果 (%)

Table 3 Scattering contribution statistics for ships for GF-3 data (%)

Fine eight-component decomposition Cross eight-component decomposition

T1 T2 T3 T1 T2 T3

Surface scattering 32.30 24.13 26.00 28.82 19.39 22.16

double-bounce scattering 23.61 23.79 24.17 22.10 21.00 23.10

Volume scattering 22.36 23.31 26.80 33.82 37.10 36.90

Helix scattering 6.35 11.91 16.05 6.65 12.80 16.70

Rotated dihedral/cross scattering 2.02 2.72 1.05 1.15 1.49 0.25

Oriented dipole scattering 4.05 7.76 2.67 2.74 4.47 0.53

Oriented quarter-wave scattering 7.14 5.32 2.96 3.99 2.62 0.37

Mixed dipole scattering 2.16 1.06 0.30 0.73 1.13 0.01

Ship scattering 45.33 52.55 47.20 37.36 43.51 40.94

表 4 AIRSAR 舰船目标散射成分统计结果 (%)

Table 4 Scattering contribution statistics for ships for AIRSAR data (%)

Fine eight-component decomposition Cross eight-component decomposition

T1 T2 T3 T1 T2 T3

Surface scattering 33.89 37.33 26.30 28.71 36.50 26.04

double-bounce scattering 11.45 20.67 30.91 11.43 20.67 30.45

Volume scattering 27.40 23.07 25.03 38.63 25.13 26.92

Helix scattering 9.08 11.63 12.47 9.11 11.64 12.42

Rotated dihedral/cross scattering 3.77 0.30 0.39 2.22 0.11 0.35

Oriented dipole scattering 6.28 2.33 2.32 5.38 2.25 1.68

Oriented quarter-wave scattering 6.41 3.80 2.59 4.52 3.60 2.09

Mixed dipole scattering 1.73 0.87 0.01 0.01 0.10 0.01

Ship scattering 38.71 39.60 48.67 32.66 38.37 47.04

船目标在大场景观测下, 相较于建筑物属于小目标, 在建筑物中更易观测到大尺度的旋转二面角结构,

因此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在建筑物散射中功效更为明显, 但由于该对象非本文关注点, 此处不再讨论.

除了上述观测结果之外, 螺旋体散射在两类分解方法中基本保持不变, 而正负 45◦ 偶极子散射、正负

45◦ 四分一波器件散射, 以及混合偶极子散射在本文方法中均有小幅增加, 且混合偶极子散射在交叉

八成分分解中几乎为零, 均对应于上述视觉观测结果.

5 结论

利用极化技术来实现合成孔径雷达图像舰船目标检测,在军用和民用海洋监视中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 但由于方位变化以及复杂结构的影响, 绝大多数极化检测特征都面临泛化性弱、散射刻画能力

低下的缺陷.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将数学规划策略融入至基于物理模型的极化分解及其输出贡献

中,提出了一种稳健的散射贡献组合器特征舰船目标检测器. 一方面,利用类差倒数变换和 sigmoid函

数变换构造了一种旋转二面角散射模型, 合理分配了旋转二面角中同极化和交叉极化成分. 结合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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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模型并设计基于根的判别式的模型求解策略, 提出了一种精细八成分分解方法, 实现了局部结构

散射的刻画和极化信息的充分利用. 另一方面, 在充分刻画舰船目标散射机理以及准确理解舰船目标

与海杂波散射差异的基础上, 利用线性和非线性运算将精细八成分分解得到的散射贡献进行组合, 提

取了一种散射贡献组合特征, 并通过保护滤波器的筛选. 进一步增强其功效以实现检测器的最终构造.

定性和定量的实测极化 SAR 数据实验证明本文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增强弱小目标的信杂比, 达到最高

0.96的检测品质因数,还充分展示了精细八成分分解的应用潜力以及数学规划策略整合在理解物理散

射层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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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orientations and structures, it is difficult to construct generalized

and identifiable features from polari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radar (PolSAR) data for realizing accurate ship

detec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and the framework of model-based decompos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scattering contribution combiner (SCC) for PolSAR ship detection. On the one hand, by

designing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analogous difference reciprocal and sigmoid function, a rotated dihedral

scattering model is first developed, in which the distribution of co- and cross-pol components is appropriately

reflected. Additionally, coupled with the dipole-like scattering models and by integrating the root-discriminant

strategy, fine polarimetric decomposition is proposed, which realiz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off-diagonal elements

and reduces the overestimation of volume scattering.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ship scattering

mechanisms in terms of importance and excludability, an SCC feature is designed through simple yet reasonable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on the scattering contributions. Subsequently, the efficacy of the SCC feature is further

enhanced by a guard filter, thus representing the final detector for ship detection. The proposed method is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by applying real PolSAR dat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its superiority in

the presence of small and weak ships compared to other state-of-the-art methods, exhibiting the highest figure-

of-merit factor (0.96).

Keywords polari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hip detection,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strategy, fine

polarimetric decomposition, scattering contribution comb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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