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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毫米波全息成像技术是人身安检的重要技术手段，为进一步提高成像的分辨率和图像质量，研
究宽带高频的亚毫米波成像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亚毫米波全息成像系统的系统构成，给出
了适用的宽带全息重建算法，对利用亚毫米波全息成像系统实际测得的相位和幅度信息进行重建并获
得了目标图像。实验结果表明，上述宽带全息重建算法在亚毫米波波段内可以有效地重建图像，并验
证了使用宽带成像可以有效提高图像分辨率、抑制散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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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演变，国内外恐怖分子通过人身体表隐藏携带武
器和工具对民航客机实施非法干扰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人身安全检查工作备受各国政
[1]
府和社会的重视 。当前我国人身安检的主要方法依然是金属探测器和触摸式安检，此
种方式操作简便，通过速度快，对金属违禁品检出率高，但一直存在可探测违禁品种类
[2]
少、无法对隐私位置全面检查等问题，对于新型人身安检设备有着强烈的需求 。较早
发展的 X 射线类设备虽然具有较为全面的探测能力，但始终无法回避电离辐射的问题，
即使是剂量很低的背散射 X 射线人体安检设备，在欧美国家初步应用的过程中也一直遭
受着辐射安全的质疑。
随着太赫兹技术基础理论的发展以及大量应用研究的深入，主动式太赫兹成像技术应
[3]
用于近距离和站开式的人体安检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由于太赫兹成像技术在辐射源、探测
[4]
器及相关的功能元器件技术方面发展不够理想，尚不能广泛地实现实用化和商业化 。
相比而言，毫米波成像技术在近几年已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有望取代传统的人体
[5]
安检手段 。毫米波是一种高频电磁波，频率通常在 30～300 GHz 的范围内，能够穿透常见
的衣物材料，形成人身及体表隐藏物品的图像，有利于隐藏物品的分析与定位。由于毫米
[6]
波是非电离辐射，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是人体成像的理想照射源 。美国西北太平洋实验
[2]
室（PNNL）最早开始了主动式毫米波成像设备的研究，Sheen 等 提出了毫米波宽带全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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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理论，实现了人体的三维成像。国内的一些单位也在毫米波成像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
[7-8]
[9]
作，如中科院电子所搭建了 2OO GHz 人体成像系统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实现了 140 GHz
[10]
[11]
和 670 GHz 的合成孔径成像，北京理工大学搭建了 220 GHz 雷达成像系统 。综上，毫米
波成像技术已经成为国内外安检领域研究的重点。本文针对工作在 280～320 G Hz 频率范围
内的一套亚毫米波成像系统，给出适用的宽带全息重建算法和相应的成像效果。

1 成像系统方案介绍
[2]

毫米波全息成像可分为直接全息技术和间接全息技术 。间接全息技术与传统的光学全
[12]
息技术相似 ，要求使用相干波进行干涉测量来获得相位信息。而直接全息技术则利用外
差混频方法，可直接测量到散射信号和本地振荡信号间的相位差，大大降低了装置的复杂
[2]
性 。本文中亚毫米波成像系统采用直接全息技术，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获得相位和幅度信
息，再利用计算机重建被测物体的三维图像。
成像系统由发射模块、接收模块、混频模块及矢量网络分析仪等四部分构成。由矢量
网络分析仪发射信号经倍频后到达目标与目标相互作用，反射回的信号到达接收天线。二
次谐波混频器将接收信号与本地振荡信号混频后得到测量中频信号，发射信号与本地振
荡信号经过混合倍频后得到参考中频信号，两组中频信号都被输入到矢量网络分析仪中，
记录下反射信号的相位和幅度信息等数据。成像系统方案示意图及光学照片如图 1 所示。
实验中将待测目标固定在可以水平、竖直两个方向移动的平移台上，控制平移台的初始位
置及移动范围可使待测目标上任意一点都能够接收到发射信号。水平和竖直方向的扫描范
围为 200 mm ×150 mm，待测目标与发射天线最前端的距离约为 300 mm。

（a）原理示意图

（b）光学照片

图 1 成像系统示意图
Fig.1 Illustrations of the imaging system

2 宽带重建算法
[2]

毫米波宽带全息成像技术由单频全息成像发展而来 。单频全息成像技术通常采用可以
进行电子开关快速切换的收发天线阵列(线阵)作为收发器件，然后通过线列的移动形成一
个较大的孔径从而对目标进行主动的单频照射。宽带重建算法与单频重建算法相似，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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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单频照射扩展到了宽带照射，增加了距离向信息，此数据可通过重建形成三维图像。
宽带全息成像采用宽带的毫米波源照射目标，目标反射的信号与本振信号混频，进而被
接收器相干地记录下来，将此数据经过重建形成目标的三维反射率图像。宽带全息成像
技术的基本假设是接收天线接收到的毫米波信号为一次反射的信号，即没有考虑多次反
射以及由于目标本身带来的散射或极化改变，因此该方法重建得到的目标对毫米波的反
射率是近似的。

图 2 宽带全息成像技术示意图
Fig.2 Illustrations of wide-band holographic imaging technique

宽带全息成像技术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虽然分置，但两者近似
位于同一位置，可假设两者重合，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组成了“收发器”
。扫描孔径由多个
收发器组成，扫描时一个或多个目标在其覆盖范围内。扫描过程中，位于扫描孔径上某一
点的收发器发射毫米波信号，该信号到达目标后将经过整个目标的反射；收发器接收到的
信号则是目标上每一点的反射率与该点到收发器往返相位乘积的在整个目标上的叠加，即
发射率乘以往返相位后在整个目标上积分。该过程的具体分析和公式表达如下：
假设收发器位于 z  Z1 的平面上，反射率函数 f ( x, y , z ) 表征目标特性，则收发器上某点
( x ', y ', Z1 ) 到目标上一点 ( x, y , z ) 的往返相位应为

2k

 x  x '    y  y '    z  Z1 
2

2

2

（1）

收发器探测到的信号是
s( x ', y ', )   f ( x, y, z)  e

 j 2k

 x  x '2  y  y '2  z  Z1 2

dxdydz

（2）

其中 k 为波数，满足 k   c ，ω 为瞬时角频率，c 为光速。
由于幅度对重建图像影响较小，因此暂时忽略信号幅度随距离的衰减。公式（2）中的
指数项代表来自 ( x ', y ', Z1 ) 发射的球面波，可以被展开为平面波，即
e

 j 2k

 x  x '2  y  y '2  z  Z1 2

  e

 jkx ' ( x  x ')  jk y ' ( y  y ')  jkz ( z  Z1 )

其中 k x ' ， k y ' 和 k z 表示与 x ' ， y ' 及 z 相关的空间波数值。

dkx 'dk y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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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式带入到（2）中得到
s( x ', y ',  )  

  f ( x, y, z)e

 j ( kx ' x  k y ' y  kz z )



dxdydz  e jkz Z1 e jkx ' x ' e

jk y ' y '

（4）

dk x ' dk y '

注意到其中含有傅里叶变换及傅里叶逆变换的形式，可继续将其写为
s( x ', y ', )   F (kx ' , k y ' , kz )e jkz Z1 e

j ( kx ' x '  k y ' y ')



dkx 'dk y '  FT2D1 F (kx ' , k y ' , kz )e jkz Z1



（5）

又因为
2
 
k x2  k y2  k z2   2k   4  
 c 

2

（6）

将 k z 替换为上式转变后形式最终得到
j
f ( x, y, z )  FT3D1  FT2 D  s ( x, y,  )  e


4 k 2  k x2  k y2 Z1





（7）

式（7）中得到的 f ( x, y , z ) 是在距离收发器 z 位置处的目标平面的反射率，借由系统的
宽带特性可以得到目标上一组不同距离的平面反射率图像，因此可以实现目标物体的三维
重建。实际重建时需要注意数据在竖直平面，即 x, y 方向上是均匀采样的，同时由于在宽频
下的等间隔采样，在  方向上也是均匀的，因此在处理数据时候可以直接对 s( x, y, z ) 做二维
FFT 变换，得到 s(kx , k y , ) 。由公式（6）可知 k z 与 x, y,  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所以在进行三
维的傅里叶逆变换之前，需要对 k z 方向上的数据重新进行等间隔采样，该步骤可以利用线
性插值实现。宽带重建算法的具体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宽带全息重建算法流程图
Fig.3 Block diagram of wide-band holographic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3 成像效果
系统搭建并调试完成后，分别对结构较简单的薄金属板和结构较复杂的金属手枪模型
进行成像扫描及图像重建。在成像过程中，采用逐点扫描的方式对待测目标进行二维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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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直和水平方向上的采样间隔均为 1 mm，满足采样条件的要求 。宽带扫描的中心频率为
300 GHz，40 GHz 的带宽范围内均匀分布 200 个采样点，即频率采样间隔为 0.2 GHz，满足频
[13]
率采样条件的要求 。
首先对结构简单的薄金属板进行成像。为验证系统单频成像的效果，使用 300 GHz
的单频亚毫米波，对一个粘贴在塑料板上的薄金属板进行二维扫描，水平方向和竖直方
向均采集 121 个点，重建后得到的二维图像如图 4（a）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该成像
系统利用亚毫米波进行单频全息成像可以清晰地分辨金属板及其背后的塑料板，同时塑
[14]
料背景上的小螺丝孔也清晰可见，说明该图像具有较高的方位向分辨率和对比度 。但
是由于不具备距离向的分辨能力，单频毫米波图像中薄金属板受到背景塑料板的干扰，
[15]
散斑效应明显 。
散斑效应是由不同距离向上目标的反射信号叠加而造成的，当距离向分辨率较差时，
由于无法分辨目标在距离向上的精细结构，叠加的信号就会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进而形成
散斑干扰。为了进行对比，分别采用 4 GHz 和 40 GHz 带宽（中心频率 300 GHz）对上述目标
进行成像，重建出的三维图像的距离向最大投影图如图 4（b）和图 4（c）所示，图 4 三幅
图像的中心剖面线的对比如图 5 所示。通过图 4 和图 5 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采用了宽带
成像，距离向分辨率得到了显著地提高，大大削弱了散斑效应引起的干扰。

（a）单频成像

（b）4 GHz 带宽成像

（c）40 GHz 带宽成像

图 4 薄金属板不同带宽的成像效果
Fig.4 Imaging results of metal sheet based on different bandwidths
1
0.9

Single Frequency
4 GHz Bandwidths
40GHz Bandwidths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0

20

40

60

80

100

120

图 5 薄金属板成像的水平剖面线对比
Fig.5 Horizontal image profile comparison of the imaging results of metal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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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对金属手枪模型进行扫描，此时考虑到手枪的长宽比例，水平方向采集 201
个点，竖直方向采集 151 个点。300 GHz 单频重建结果如图 6（a）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
由于手枪复杂的距离向分布，形成了严重的散斑干扰，手枪模型的细节信息已经无法分辨。
利用上述宽带全息重建算法分别使用 4 GHz 和 40 GHz 两种带宽来重建图像，图像效果如
图 6（b）和图 6（c）所示。可以看出当带宽为 4 GHz 时，手枪模型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比较
清楚，但是左上角的条纹部分仍然比较模糊。当带宽从 4 GHz 提高到 40 GHz 后，手枪模型非
常清晰，图像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散斑效应得到了很好地抑制。如果需要进一步提升图
像质量尤其是抑制散斑效应的影响，除了使用宽带照射源外，还需要从其他成像要素，如
[16]
多角度照射、多相位模式处理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a）单频成像

（b）4 GHz 带宽成像

（c）40 GHz 带宽成像

图 6 金属手枪模型不同带宽的成像效果
Fig.6 Imaging results of metal gun model based on different bandwidths

4 结论
毫米波全息成像技术具备安全高效、探测范围广、三维成像等优势，以后将在人身安
检方面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本文利用亚毫米波全息成像系统实际测得的相位和幅度信息进
行重建，推导重建过程，并通过对薄金属板和金属仿真手枪的单频、宽带扫描，以及重建
实验，获得了目标图像，证明了宽带全息重建算法在高频系统架构上重建图像的有效性，
验证了使用宽带成像可以有效抑制散斑效应，对研发宽带亚毫米波成像系统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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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Study on Wide-band Holographic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Applied to
Submillimeter-wave Imaging System
NIU Yi-jie1, 2, 3, WANG Zi-ye2, 3, QIAO Ling-bo2, 3
1. China Academy of Civil Avi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8,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Physic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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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limeter-wave holographic imaging technique is important means for human body security
inspe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imaging resolution and image quality, the research of wide-band and
high-frequency submillimeter-wave imaging system has great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millimeter-wave holographic imaging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ppropriate wide-band holographic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The target image is obtained by the measured phase and amplitude information
reconstruction using submillimeter-wave holographic imaging system.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wide-band holographic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can efficiently reconstruct image within sub-millimeter wave
band, to validate the use of wide-band imag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image resolution and suppress speckle
effect.
Keywords: submillimeter-wave imaging; human body security inspection; wide-band holographic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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