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达遥感六十年：四个阶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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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雷达遥感问世60年来已经历了4个阶段的发展，其在对地观测中的作用正日益凸显，已经广泛应用于不

同领域。4个阶段分别是单波段单极化阶段，多波段多极化阶段，极化和干涉阶段，以及以双/多站或星座、高时

序高分宽幅、3维成像为代表的新阶段。本文结合作者长期在雷达遥感领域的研究经历，总结和回顾了雷达遥感

的阶段发展和具有里程碑式的代表性技术；从观测技术、数据处理和应用角度阐述了新阶段雷达遥感的发展趋

势，以及雷达遥感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结合的思考；最后着眼未来，介绍了月基雷达对地观测平台的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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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世界上第一部机载成像雷达在美国

华盛顿机场试验成功，标志着雷达遥感的问世。

60年以来，雷达遥感技术已经历了4个阶段的发

展，其在对地观测中的作用正日益凸显，特别是

在全球变化、资源勘查、环境监测、灾害评估、

城市规划以至星球探测等领域中已经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作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

持的一系列国家基金委重大项目课题、重点项

目、863课题、973项目、科技部和中科院有关项

目，以及主持和参与的航天飞机雷达计划(SIR-
C/X-SAR及SRTM)、全球雷达遥感计划(GLOBESAR)
等7个大型国际雷达对地观测计划和近年承担的基

金委重大项目的研究基础，简要总结和回顾了雷

达遥感的阶段发展和标志性技术，阐述了新阶段

雷达遥感的科学目标和发展趋势，并着眼未来，

介绍了月基雷达对地观测平台的前瞻性研究。

1    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发展回顾

合成孔径雷达SAR(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是为雷达遥感的核心传感器，在雷达遥感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1978年SEASAT-A卫星的成功发射

和运行更是开启了星载SAR发展以及其广泛应用的

序幕(图1)。
 
 

图 1    第一颗星载雷达遥感卫星SEASAT-A及其获取的地表雷达影像(图片引自www.asf.alaska.edu网站[2019-09-30])
Fig. 1    The first spaceborne SAR (SEASAT-A) and its images (www.asf.alaska.edu[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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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合成孔径雷达遥感的发展过程，本质上

是对微波电磁波资源的不断发掘和利用的过程。

根据其观测技术及所利用的电磁波资源，合成孔

径雷达遥感已经经历了单波段单极化SAR，多波段

多极化SAR，以及极化和干涉SAR 3个阶段的发展，

而以双/多站或星座观测、高时序高分宽幅测绘，以

及3维结构成像能力为代表的新型SAR系统的出现

标志着成像雷达进入了新阶段或者第4阶段(图2)。
 
 

图 2    SAR遥感发展阶段示意图

Fig. 2    SAR remote sensing development stage
 

1.1    单波段单极化SAR遥感阶段

第1阶段以单波段、单极化SAR遥感为代表。

该阶段获取的地物信息以单波段、单极化后向散

射强度为主，包括点目标的后向散射截面以及分

布式目标的后向散射系数等信息，代表星载SAR系
统有SEASAT-A、SIR-A/B、ERS-1/2、JERS-1、
RADARSAT-1等，图3(a)是RADARSAT-1卫星及

其观测模式的示意图。

在这一阶段中，地物介电常数和地表形态引

起的SAR后向散射差异被研究并有效应用于不同领

域。基于机载SAR数据和RADARSAT-1星载SAR
数据的1998年鄱阳湖洪水监测是其典型应用之一

(郭华东，1999)，该应用有效利用了微波电磁波后

向散射系数对水体的敏感性以及其独特的全天时、

全天候特征，从空间对地观测角度，全面、及时、客

观的获取了洪水的灾情信息，如图3(b)，图3(c)所示。
 
 

图 3    基于单波段单极化SAR遥感的1998年鄱阳湖洪水监测

Fig. 3    Flood monitoring of Poyang lake in 1998 based on single-band and single-polarization SAR images

1.2    多波段多极化SAR遥感阶段

第2阶段以多波段多极化SAR遥感为代表。该

阶段的SAR传感器能够同时获取多个波段和多种极

化方式的地物后向散射回波信息，进一步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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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微波电磁波频率和极化资源的开拓利用，同时

也初步发掘了电磁波的相位资源，丰富了表征地物

的SAR特征集，凸显了SAR在地球资源及环境探测

中的重要的作用。该阶段代表SAR系统主要有机载

GLOBESAR、星载SIR-C/X-SAR、ENVISAT等系统。

全球雷达遥感计划GLOBESAR是一项有12个
国家参与的大型雷达遥感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笔

者团队实施了GLOBESAR中国项目图4(a)，首次在

中国进行了极化雷达数据的获取及处理分析，生

成了极化特征及响应图像，同时建立了典型地物

的后向散强度可视化模型，奠定了雷达地物识别

定量分析的基础，发展了双波段多极化SAR数据增

强处理及分类的多种技术与方法，广泛应用于农业、

地质、林业及水文领域，效果显著(郭华东和邵芸，

1997)，图4(b)是基于GLOBESAR数据多频多极化

数据和获得的广东省四会县农业区土地利用分类图。
 
 

图 4    基于多波段多极化SAR遥感的全球雷达遥感计划GLOBESAR
Fig. 4    Global radar remote sensing project (GLOBESAR) based on multi-band and multi-polarization SAR

 

航天飞机搭载的SIR-C/X-SAR系统(图5(a))是
运行在地球轨道高度上的第一部多波段多极化同

时成像雷达，能够同时获取L、C波段HH, HV, VH,
VV极化方式，X波段VV极化方式的SAR数据。包

括中国在内有13个国家合作进行SIR-C/X-SAR对地

观测研究计划，笔者被NASA聘为该计划科学工作

组成员和全球52个首席科学家之一，并入选了该

系统基于相位干涉技术的雷达地形测图(SRTM)计
划。通过与SIR- C/X- SAR飞行同步开展的中国试

验区航天—航空—地面立体同步观测试验和对干

沙的穿透性试验，获得了地物与后向散射特征的

关系，表明了L波段SAR可穿透数十厘米至数米的

干沙层。该研究还发现了阿拉善高原干沙覆盖下

的古水系，和昆仑山火山群5个先前未知的火山口

及两种熔岩(图5(b))，识别出广东肇庆植被覆盖下

岩层的展布，区分出阿拉善高原明、隋两代的长

城及部分被干沙覆盖的古长城(图5(c))，此外利用

SRTM计划生成地表高程DEM，开展了海洋及城市

的相关分析和应用(郭华东，1997，2000；王翠珍

和郭华东，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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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IR- C/X- SAR中国试验区航天—航空—地面立体同步观测试验和对干沙的穿透性试验

Fig. 5    The spaceborne- airborne- ground data collection and sand layer penetration experiment in the SIR-C/X-SAR China
program

 

1.3    极化SAR和干涉SAR遥感阶段

随着对电磁波相位资源的不断开拓，SAR极化

和干涉技术得到了突破性进展，SAR遥感进入到以

全极化SAR和干涉SAR为代表的第3阶段，该阶段

典型的SAR系统包括星载ALOS / PALSAR、

RADARSAT-2和TERRASAR-X，图6 ( a )是
RADARSAT-2卫星示意图。

全极化SAR不仅可以通过目标全散射矩阵的正

交基变换获取任一极化状态下的后向散射信息，

而且能够基于多种形式的相干、非相干矩阵分解

模型提供以极化特征和散射机制特征为代表的丰

富多样的地物信息，从而建立针对人工目标和自

然目标的强大观测能力，大大增加了SAR地物类型

分类和目标识别能力。干涉SAR成功地综合了合成

孔径成像原理和干涉测量技术，利用雷达信号的

相位信息提取地球表面的高精度3维信息，是目前

空间遥感获取地表3维空间信息及其微小形变的独

一无二的面测量手段，尤其是以永久散射体干涉SAR
(PS-INSAR)和小基线干涉SAR(SBAS-INSAR)
为代表的时序干涉SAR技术的出现，使其广泛的应

用于断层运动、地震、滑坡及地下空间开发等引

起的地表形变测量。全极化和干涉信息的获取极

大的增加了雷达遥感的地物信息获取能力，促进

了SAR遥感的广泛应用，也进一步奠定了SAR作为

对地观测核心传感器之一的基础。

图6是极化和干涉SAR在2010年青海省玉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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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情监测评估中的应用结果。其中图6(b)是基

于建筑物倒塌引起的散射类型和极化特征变化，

仅利用震后单景RADARSAT-2极化SAR数据快速

自动提取地震造成的玉树县城倒塌建筑物空间分

布，分析发现地震造成玉树城区57%的建筑物倒

塌。图6(c)是利用ALOS/PALSAR干涉SAR数据，

获取的同震形变场，结合区域地质背景分析了地

表形变程度以及形变空间分布，分析发现震源位

于区域主断裂上，并存在两个明显位错段，分别

与仪器震中和宏观震中相对应(郭华东 等，2010；
Li 等，2012)。相关结果体现了极化和干涉SAR在
震害信息提取中的重要作用。

 
 

图 6    极化SAR和干涉SAR在2010玉树地震灾情监测评估中的应用

Fig. 6    Application of polarimetric SAR and interferometric SAR in disaster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for 2010 Yushu earthquake
 

2    新阶段SAR对地观测技术及发展

近年来，SAR遥感技术飞速发展，以双/多站

或星座观测、极化干涉测量、高时序高分宽幅测

绘、以及层析SAR等3维结构成像能力为代表的新

型SAR系统不断出现，标志着成像雷达进入了新阶

段或者第4阶段(郭华东和李新武，2011)。

从SAR观测技术角度，新阶段SAR的发展趋势

大体上可以从多通道、多观测角、高时相、高分

辨率和高测绘带等方面进行把握(图7)。多通道方

面包括多频率同时获取技术和紧缩极化技术，多

观测角方面包括层析SAR、圆周SAR、阵列SAR为

代表的三维SAR技术以及多方向SAR技术，高时相

方面以同步轨道SAR技术和视频SAR技术为代表，

高分宽幅方面包括数字波束形成技术(DBF)，多天

线技术(双站/多站)以及多发多收技术(MIMO)等。

除了SAR观测技术的发展，新阶段SAR遥感在数据

处理理念方面也已经突破了传统，形成了多种

SAR数据处理的新概念，例如SAR成像、图像、应

用协同的一体化处理新概念，以及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时代SAR遥感数据处理新概念等。
 

图 7    新阶段SAR技术发展趋势
Fig. 7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ew SAR

stage
 

目前国内外已经提出和实施了多个新阶段的

SAR计划，如德国的TANDEM-X/PAZ计划和

TANDEM-L计划、意大利的COSMO-SKYMED星

座计划，西班牙的PAZ计划，ESA的BIOMASS计
划、阿根廷的SAOCOM计划、日本的ALOS-2计
划、韩国的KOMPSAT-5计划、印度的RISAT-1计
划、美国JPL和印度ISRO的双频NISAR计划、加拿

大的雷达卫星星座计划(RCM)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的“16+4+4+X”计划(其中有4颗是SAR卫星)等。

总之，新阶段SAR遥感面向全球性重大科学问

题和国防民生需求，采用新观测体制和模式，全

面利用波段、极化、振幅、相位等电磁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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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对地球表面动态过程进行高精细、大尺度和

连续不断监测的要求，突破了单一体制传统SAR的
局限。接下来将结合具体实例介绍新阶段SAR遥感

发展的几个典型方向。

2.1    2维到3维的成像

传统SAR系统只具备方位向和距离向的2维分

辨能力，丢失了高度维信息，不能反映目标场景

的真实3维结构。新型的曲线 /圆周SAR、层析

SAR、以及阵列SAR实现了SAR系统3维成像，在

森林调查、减灾救灾、城市规划、军事侦查等领

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其中，层析SAR技术是在传统2维成像平面法

线方向(高度向)上增加多副AR天线，在高度向合

成一个大孔径，从而实现目标的高精度3维成像，

该技术可以利用现有的SAR平台通过多次不同高度

航过实现，且无需改变已有的SAR传感器或者平

台，因此是目前较成熟且已具备了广泛应用能力

的SAR 3维成像技术。图8(a)，图8(b)分别是传统

SAR和层析SAR成像几何示意图， 图8(c)，图8(d)

是利用多景重轨的RADARSAT-2数据，采用层析

SAR技术获取的兰州市大型存储罐的3维结构信息

的结果(Liang 等，2018)。
 
 

图 8    基于层析SAR技术提取的建筑物3维信息

Fig. 8    Extracting 3-dimensional information of buildings based on tomography SAR technique

2.2    超分辨率SAR与人工智能的结合

近年来SAR影像的分辨率不断提高，已具有了

亚米级分辨率获取能力，为目视解译和智能识别

提供了丰富的地物细节，但同时使得SAR图像的散

射信息更加复杂，地物目标通常表现为点、线等

在空间上不连续的零散结构，其散射机理也非常

复杂，给地物自动类型识别及信息提取带来挑

战。针对超分辨率SAR影像信息提取，结合近年来

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分级模型是一种有

效方式。场景级—语义级—像素级是通常采用的

3个级别，具体可以采用集成式深度卷积网络整体

区分混有多类地物的不同场景；通过多尺度全卷

积模型同时实现不同语义类的分割和分类；通过

多类谱特征实现精细地物结构所属类别的有效区

分(Wu 等，2018)。图9给出了超高分辨率C波段极

化SAR和Ka波段SAR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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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超高分辨率SAR图像(Ka波段图像由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提供)
Fig. 9    Ultra high resolution SAR images

 
2.3    海量SAR数据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

随着高分宽幅SAR、同步轨道SAR以及视频

SAR的出现，加之雷达无视天气、云雨的特点，目

前SAR遥感已经拥有了高时相海量数据资源及获取

能力。而近年来日益成熟的大数据云处理和信息

挖掘技术，在充分利用这些海量的SAR数据资源的

同时，不仅突破了传统SAR数据的处理模式，也突

破了传统的信息提取和规律认知方式。结合大数

据技术的SAR信息提取将是新阶段SAR所面临的新

的挑战和机遇，已经成为国际遥感科学技术的前

沿领域之一。

以近期在轨的哨兵数据(SENTINEL-1)为例

(图10(a))，其超宽模式EW数据幅宽400 km，分辨

率20 m×40 m，每个月能够多次覆盖格陵兰冰盖、

环南极冰盖冻融区以及高亚洲地区，为开展“三极”
冰川、冻土、积雪、海冰研究，进行时间尺度的

变化对比及关联分析提供了海量的数据源。此外

大数据技术的处理和分析方法保证了这些海量数

据的处理速度，并为分析“三极”冰雪要素与全球变

化的相互影响机理和适应机制的异同提供技术支

持。图10是SENTINEL-1卫星示意图及利用该数据

和遥感云平台提取的南极和格陵兰岛高分辨率冻

融产品的缩略图。

 
 

图 10    基于Sentinel-1数据和遥感云平台提取的南极和格陵兰岛高分辨率冻融状态

Fig. 10    Extraction of high resolution freeze-thaw information of Antarctica and Greenland based on Sentinel-1 SAR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cloud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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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AR一体化处理新概念

长期以来SAR成像处理、图像处理以及SAR环
境参数反演的研究基本都是相互独立的，缺乏一

体化的整体设计和协同，由于SAR数据处理各阶段

的学科背景不同，目标不同，在处理时也往往各

自使用自己的默认参数和评价标准，严重限制了SAR
在环境参数反演中的应用效果。针对上述SAR信息

处理各自独立的问题，郭华东等(2017)在自然基金

委重点基金项目支持下提出面向应用的SAR信息一

体化处理新概念并取得进展。其内涵是面向SAR遥
感科学问题和应用需求，以提升SAR图像质量和环

境参数反演精度为目标，整体设计和协同全部或

多个SAR处理阶段(SAR成像处理、SAR图像处

理、SAR应用)的SAR遥感应用新概念和科学模

式，SAR信息一体化处理的通用架构如图11所示。

SAR一体化处理方法已经被成功的运用到目标

识别、海冰分类以及地表形变等应用，解决了

SAR相位高保真、目标非平稳散射认知等科学问

题。以SAR遥感城市应用为例，复杂的城市区内，

各向异性的人工建筑由于多次反射会产生不同的

频率成分，呈现出非平稳的特征。一方面，非平

稳性引起的幅频、相频误差将造成特殊目标的

SAR成像质量下降；另一方面，城市非平稳信号包

含重要信息，而基于平稳假设的传统成像、图像

处理及信息提取会引起这些信息的扭曲和损失。

如图12所示的SAR储罐识别应用，在成像处理、图

像处理和应用阶段分别针对性的采用了MUSIC子

带拼接校正技术，2维频谱校正技术，以及基于复

分布非圆性检验的人工结构提取等技术，3个处理

阶段都面向储罐引起的非平稳信号，建立了SAR非
平稳信号保持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在数据处理全

过程对非平稳信号进行还原和增强，实现其有效

提取和利用，显著提高储罐提取结果正确率。因

此SAR一体化的处理方法能够有效的优化SAR遥感

的城市应用效果(Wu 等，2016)。

2.5    面向全球变化的雷达科学卫星

新阶段SAR遥感需要面向全球性重大科学问题

和国防民生需求。考虑到目前全球变化正在对人

类生存与发展形成严重挑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环境，越来越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注

的重大命题，开展全球变化科学卫星的研究具有

重要的科学和社会意义，这也是新阶段SAR遥感卫

星计划应着重思考的。

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计划)“空间观测全球变化敏感因子的机理

与方法”项目基础上，结合多年在SAR遥感领域的

研究经验，提出多颗全球变化雷达科学卫星概念

和方案，包括亚洲水稻雷达卫星RICESAT(郭华东

等，2005；廖静娟  等，2005)、热带雷达卫星

TSARSAT(Guo 等，2006)、森林生物量雷达卫

星，以及冰川雷达卫星等(郭华东 等，2014；郭华

东，2016)。这些面向全球变化的雷达卫星计划的

实施，将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为政府

宏观决策提供科学支持，为应对全球变化、实现

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图 11    SAR信息一体化处理通用架构
Fig. 11    Overall research framework of SAR information

integrate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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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面向储罐识别应用的SAR非平稳信号保持的一体化处理方法

Fig. 12    SAR non-stationary signal preservation integrated processing method for the tank 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
 

(1)亚洲水稻雷达卫星。水稻主要产于热带亚

热带地区，全球90%以上的水稻产地分布在亚洲，

大量研究表明星载雷达是迄今水稻长势监测的最

佳的空间技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多国多用

户的水稻监测雷达系列小卫星概念，目标是监测

水稻生长和种植面积，估算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水

稻产量，探测水稻区域甲烷温室气体分布，为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及世界的粮食供应安全、战略决

策和信息技术支持提供服务。为了更好的探测水

稻信息，建议第一颗卫星雷达参数为C波段，

HH/HV极化，20°—30°入射角，5 m/20 m空间分辨

率，5—7 d重复观测周期；第2颗卫星为C波段，全

极化成像，可变入射角，多成像模式，5—7 d重复

观测周期。该方案有效的整合频率、时相、极

化、角度等电磁波资源，为水稻相关信息获取提

供有力的空间探测手段。

(2)热带雷达卫星。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资源

环境和气候都十分特殊，通常被雨和云所覆盖，

星载SAR所具有的的全天时和全天候成像能力使其

成为该区域探测的有效观测手段，据此提出了热

带雷达卫星(TSARSAT)方案。除了前面提到的水

稻生长监测和估产外，热带雨林监测、灾害监测

和预警、海洋探测、海岸带测量和地形测绘等方

面也是该卫星的设计目标。我们建议开发

TSARSAT系列卫星，第1颗卫星的系统参数是L波
段，HH/HV极化或HH/VV极化，可变入射角；第

2颗卫星参数是L波段和C波段，极化和多种成像模

式，具体参数如表1所示。C波段有利于水稻生长

监测和海岸带测量，而L波段适合进行生物量估计

和地形图绘制，二者都可用于灾难监测。
 

表 1    全球变化科学雷达卫星科学目标与技术参数
Table 1    Scientific objects and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scientific SAR satellites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名称 探测因子 目标 技术参数

水稻雷达

卫星
水稻生长期、种植面积

估算水稻分布及产量，为热带和亚

热带粮食安全、战略决策及中国农

业大数据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系列小卫星。第一颗参数为C波段，HH/HV极化，

20°—30°入射角，5 m/20 m空间分辨率，5—7 d重复

观测周期；第二颗为C波段，全极化成像，可变入射

角，多成像模式，5—7 d重复观测周期

热带雷达

卫星

热带亚热带土地类型变化、热带雨

林生物量、洪水、海洋油气、海

冰，海岸带地貌和地形，近海污染

为热带亚热带水稻生长监测和产量

估算，热带雨林监测，灾害监测和

预警，海洋探测，海岸带测量和地

形图绘制提供数据

系列卫星。第一颗卫星的系统参数是L波段，HH/HV
极化或HH/VV极化，可变入射角；第二颗卫星参数

是L波段和C波段，极化和多种成像模式，分辨率

5—20 m，幅宽30—200 km，太阳异步回归轨道

森林生物

量卫星
森林生物量、森林高度

监测全球的森林生物量分布和变

化；为陆地碳源汇研究提供数据

P波段SAR；紧缩极化或全极化；空间分辨率：

50 m×50 m；对我国森林每年覆盖一次、全球5年覆

盖一次

冰川卫星 冰川变化、数字地形

研究冰川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探索

冰川对中国生态环境资源以及国民

经济的影响

多星座组网，L波段SAR；重返周期：24 d；全极化

和可选极化；空间分辨率：5—100 m；幅宽：30—
300 km，近极地太阳同步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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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森林生物量雷达卫星。森林是陆地上最大

的碳储库，约80%的地上碳储量和40%的地下碳储

量存在于森林生态系统之中。在区域或者全球尺

度上准确估算森林碳储量及其动态变化对区域乃

至全球的碳循环和气候变化研究至关重要。SAR具
有一定的穿透能力，能反映森林的内部结构信

息，极化干涉、层析成像等技术的出现，保证了

精确的生物量反演结果。为满足对全球大部分森

林的监测，建议采用更高森林观测饱和度的P波
段，空间分辨率采用50 m×50 m左右的中等分辨

率，既能体现森林的细节信息，又不会破坏森林

信号的统计特性。为实现多极化及极化干涉SAR的
应用，采用紧缩极化模式，可以有效增大成像幅

宽，也有利于消除电离层的影响。在轨道选择

上，太阳同步晨昏轨道可以有效减小电离层扰动

的影响，幅宽采用宽幅模式从而达到对我国森林

每年覆盖一次、全球森林5年覆盖一次的观测能

力。对森林生物量的探测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碳

循环科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

变化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4)冰川雷达卫星。冰川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

中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领域，是全球气候变化科

学的代用指标和依据。冰川过程以其独有的方式

记录或反馈全球环境气候变化，气温、降水与冰

川进退、物质平衡密切相关，利用卫星观测冰川

特征对研究全球变化有重大价值。SAR数据在区分

冰川和非冰川区、探测冰川移动、高度变化分

析、冰川雪线提取等方面有着巨大优势。考虑到

冰川集中分布在极地和高原，通常气候恶劣，常

年有积雪覆盖，因此该卫星波段采用对穿透云

雨、积雪的能力强的L波段，并能保证较高的相干

性；极化方式可采用全极化或可选单极化模式，

分别满足冰川表面物质的探测、表面分类、积雪

深度等需要，以及冰川整体移动速率、冰流监

测、冰川地形绘制的需要；采用近极地太阳同步

轨道，能更好的观测极地冰川；为减小去相干的

影响，可考虑多星座组网观测的模式，具体参数

如表1所示。

3    月基雷达对地观测展望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自然卫星，也是人类目前

唯一能到达而且已经到达的星球。在月球上建立

对地观测系统，以地球宏观科学现象为观测对象

形成动态、长期、整体观测能力，可获取机载、

星载对地观测技术难以获得的地球信息，将开辟

全新的对地观测科学与技术方向，是空间对地观

测的一场革命(Guo 等，2014，2018；郭华东，

2016)。
在月球上布设雷达系统，对地球进行观测，

可以实现对几乎整个地月空间和地球近月面进行

不间断监测，获得地表、次地表、3维结构信息，

其示意图如图13所示。与人造地球卫星相比，月

基观测具有如下优点：(1)月球总是以其正面朝向

地球，在月球正面的一个合成孔径雷达观测台站

可以实现实时的地球全盘观测，获取朝向月球的

地球半球总体数据。(2)月基合成孔径雷达对地观

测不仅能达到与星载雷达相同的空间分辨率，而

且测绘带幅宽能达到数千公里，高于星载雷达一

个量级。同时月基合成孔径雷达之间可以形成十

分稳定的甚长基线，理论上地形和形变干涉测量

精度较星载雷达干涉高一到两个量级，是监测固

体地球动态的有力手段。(3)月球是自然天体平

台，地质构造稳定，不受有效载荷限制，能放置

多种传感器系统，既可以获取相同参数，也可以

在同一成像条件下对从电离层到地表和次地表的

地球圈层进行归一化观测。(4)月基平台的寿命远

远长于人造地球卫星，能够提供长期的、精确校

准的时间序列数据，这将大大有利于地球系统的

长期稳定观测。

月基对地观测雷达的主要探测目标主要包括

以固体潮汐形变、板块运动等为代表的大尺度固

体地球动态；以人造卫星、空间垃圾、小行星等

为代表的近地空间目标；以及全球环境变化因

子，例如电磁层、大气水分、植被、海洋内波

等。目前已经开展了月基雷达概念及关键技术的

初步研究(Guo 等，2014；Zhang 等，2019；Xu和
Chen，2019)。在月基SAR系统方面，开展了单/多
站观测几何、信号历程、及系统参数特征分析；

在月基SAR成像方面，研究了点目标成像仿真，分

析了地球曲率和月球公转效应对成像的影响；在

月基SAR图像定标方面，提出了面向月基SAR图像

的辐射定标和几何表达方法； 在应用方面，开展

了针对地球固体潮形变的干涉SAR重轨及多基线模

式方案设计(图14)。这些研究为月基雷达对地观测

系统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相关工作已

经进入国家航天计划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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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月基对地观测雷达系统示意图

Fig. 13    Schematic diagram of moon-based SAR observation system
 
 

图 14    月基SAR关键技术初步研究结果

Fig. 14    Preliminary studies on key technologies of moon-based earth observation SAR
 

4    结　语

雷达遥感理论与技术在不断发展，雷达遥感

在地球科学和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潜力。新阶段

雷达遥感的发展不仅要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满足社会民生实际问题，也要面向区域、全球及

行星，探讨大尺度遥感观测的科学目标和科学问

题。同时，需要对新理念、新技术有高度的敏感

性，开辟雷达对地观测技术与应用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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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years of radar remote sensing: Four-stage development

GUO Huadong, ZHANG Lu

1.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Earth Science,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Digital Ear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4,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remote sensing has experienced 60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arth observation,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global change, resource explorati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isaster assessment, urban plan-
ning and planetary exploration.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AR remote sensing, it has essentially been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crowave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 resources. According to its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 resources utilized, SAR remote sensing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the single-band and single-polarization SAR stage, the multi-band
and multi-polarization SAR stage, the polarization and interferometric SAR stage, and the fourth stage or the new stage marked by the emer-
gence of dual/multi-station or constellation observation, high spatio-temporal resolution and wide swath mapping, and 3-D structure ima-
ging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author’s rich research experiences in the field of SAR remote sensing,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stages and the landmark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the typical applications of SAR remote sensing in ag-
riculture, forestry, geology and disaster application fields. Second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observation technology, data processing and ap-
plication, the pap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AR remote sensing in the new stage, as well as the prospect of combining SAR re-
mote sensing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techniques. Finally, with a view to the future, the promising research of the lunar-based
SAR earth observation platform is introduced. Establishing a Moon-based SAR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can help to observe large scale
geoscientific phenomena which is difficult to obtain from airborne or spaceborne satellites, and will open up a new direction of SAR earth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radar remote sensing, four-stage development,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moon-based SAR earth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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