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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犐狀犛犃犚技术的城市地面沉降灾害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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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开放源代码软件平台ＤＯＲＩＳ和自主开发的大气效应和基线误差消除模块，对河北廊坊市、霸州

市胜芳镇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的ＳＡＲ影像进行了差分干涉测量处理。通过该地区的ＧＰＳ站网，

削弱了部分大气对流层折射延迟的影响，并融合ＳＲＴＭ３ＤＥＭ对平地效应残留误差进行了估计，从而精确地

获取了该时期的地面沉降量及沉降漏斗中心。

关键词：大气效应；基线误差；ＧＰＳ；ＳＲＴＭ；地面沉降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１；Ｐ２２５．１

　　在大规模超采地下水与补给源减少的综合作

用下，地下水水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地下水水位

降落漏斗，导致地层岩土力学平衡被破坏，粘性土

层压密释水，从而造成地面沉降。地面沉降在形

成之后，一般是不可恢复的，要有效预防地面沉

降，就必须有完善的监测设施和配套的禁采控沉

措施。地面沉降一般较为缓慢微小，一般方法难

以捕获全面的沉降信息。基岩标、分层标组成的

地面监测体系受限于点位数量和分布，只能获取

有限点位的水位变化信息；常规水准测量也只是

在固定的线路上，难以掌握整个地区的地面沉降，

且周期长、费用高，无法满足实时或准实时的需

要。ＧＰＳ技术可以监测地面高程变化，但短时段

的观测精度难以与水准匹敌；ＧＰＳ连续运行站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Ｓ）获得的高程精度较高（约５ｍｍ），但目前

拥有该系统的城市有限，且站间距一般也在十几

ｋｍ以上，难以大范围应用于沉降灾害监测。

近１０ａ来发展起来的ＩｎＳＡＲ技术
［１］可近实

时地以ｍｍ级精度（高程）、高分辨率（水平方向

ｍ级、十几 ｍ级）、大范围（１００×１００ｋｍ２ 以上）

地探测雷达视线方向的地表形变。该技术首先在

地震形变、火山活动等大范围地表形变领域的监

测中获得了成功，后在城市地面沉降监测方面也

显示了强大的优越性［２４］。目前，国内外一些城市

已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主

要有意大利的Ｂｏｌｏｇｎａ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等

和中国的天津、苏州和上海等地［５９］。然而，Ｉｎ

ＳＡＲ的测量精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时间去

相关降低了干涉图相位的质量，大气对流层延迟

造成了干涉图形变的假象，卫星轨道误差在干涉

图中引起附加条纹，这些因素都严重限制着Ｉｎ

ＳＡＲ精度及其进一步的应用
［１０］。本文利用开放

源代码软件平台对河北廊坊市、霸州市胜芳镇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的ＳＡＲ影像进行

了差分干涉测量处理。

１　实验区概况

本文选取河北平原的河北廊坊市和霸州市胜

芳镇作为实验研究区。资料表明［１１］，由于地下水

的超采，１９７５～１９９５年，河北山前平原区水位下降

１０～４５ｍ，中部平原区水位下降２０～６０ｍ，滨海地

区水位下降１０～７０ｍ。区域性地面沉降与区域性

深层地下水水位下降相吻合，沉降中心与深层地下

水水位降落漏斗中心也相互对应，目前已经形成沧

州、廊坊、霸州等７个沉降漏斗区。廊坊市的实地

调查结果表明［１２］，井台相对抬升、拉裂、井房地面



　第３３卷第８期 张诗玉等：基于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城市地面沉降灾害监测研究

鼓起和抽水管变形弯曲等沉降灾害点集中分布在

市区西北和东北两个区域，与地下水位降落漏斗相

吻合，证明地面沉降是由开采地下水所致的。

目前，河北平原已建立了基岩标、分层标、地

下水动态监测点等水文监测网和ＧＰＳ观测点、水

准点等组成大地测量监测网，ＩｎＳＡＲ技术正逐步

得到应用。

２　数据预处理及误差消除

２．１　实验区数据准备与预处理

本文获取了１７幅廊坊市与霸州市的ＥＮＶＩ

ＳＡＴ卫星ＳＡＲ影像（２００３１０～２００７０２），选取了

５对干涉基线小于２００ｍ的影像对（见表１）进行

干涉测量。

　　本文利用二轨法差分干涉测量对数据进行处

理，利用美国航天飞机测图任务（ＳＲＴＭ）３″分辨

率（９０ｍ）ＤＥＭ去除地形相位，利用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枝

切法（ｂｒａｎｃｈｃｕｔ）对干涉相位进行相位解缠。

ＳＲＴＭＤＥＭ是美国航天飞机在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１

日至２２日的１１ｄ飞行中用雷达测图技术得到的

数字地表高程模型，覆盖了北纬６０°至南纬５４°之

间约８０％的地表。水平基准为 ＷＧＳ８４参考椭

球，垂直基准为 ＷＧＳ８４的ＥＧＭ９６大地水准面。

在北美地区，水平分辨率为３０ｍ（１″），其他地区

的分辨率为９０ｍ（３″），绝对高程精度为２０ｍ，相

对高程精度为１６ｍ。目前，９０ｍ 分辨率的ＤＥＭ

（ＳＲＴＭ３ＤＥＭ）是进行全球差分干涉测量的最佳

选择。图１是本研究区域的ＤＥＭ 及其高程直方

图，可以看出，霸州高程在８ｍ左右，廊坊高程在

表１　廊坊霸州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差分干涉ＳＡＲ影像对

Ｔａｂ．１　ＥＮＶＩＳＡＴＳＡ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ｉｒｓａｔ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ａｎｄＢａｚｈｏｕ

主影像 成像时间 辅影像 成像时间 时间间隔／ｄ 垂直基线／ｍ

１ ０８５１７ ２００３１０１７ １００２０ ２００４０１３０ －３×３５ １０５

２ １０５２１ ２００４０３０５ １４５２９ ２００４１２１０ －８×３５ ７２

３ １４５２９ ２００４１２１０ ２００４０ ２００５１２３０ －１１×３５ １６７

４ ２００４０ ２００５１２３０ ２１０４２ ２００６０３１０ －２×３５ １１８

５ ２１０４２ ２００６０３１０ ２６０５２ ２００７０２２３ －１０×３５ １５８

１８ｍ左右，地势相对较为平坦。

图１　廊坊市与霸州市的ＤＥＭ及其直方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Ｍ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ａｔ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ａｎｄＢａｚｈｏｕ

２．２　基于犌犘犛站的干涉图对流层延迟误差的削

弱

受对流层中水汽含量波动的影响，雷达微波

在大气中的传播会发生延迟。大气对流层延迟在

干涉图中可造成约１～１０ｃｍ的相位延迟，从而影

响对干涉图的判读和分析。在利用ＧＰＳ进行精

密定位时，对流层延迟作为误差源视为噪声，而在

ＧＰＳ气象学中，这些噪声作为信号进行估计。天

津地区１２个ＧＰＳ站于２００５年底建成并运行，站

址分布如图２所示，其中，ＢＪＦＳ（北京房山站）为

ＩＧＳ站。基于这１３个站的连续观测数据，以７个

离天津较近的ＩＧＳ永久站进行坐标联测和平差

约束，本文采用ＧＡＭＩＴ软件计算了对流层延迟

的时间序列，对流层延迟参数每３０ｍｉｎ给出一个

估算结果。图３给出了２００７年２月各站的天顶

总延迟（ＺＴＤ）的时间序列，可以看出，ＺＴＤ可达

２．３４ｍ 左右，一月内的变化可达１ｃｍ 左右。

ＧＰＳ空间分辨率（站间距）通常为数十ｋｍ，而Ｉｎ

ＳＡＲ为数十 ｍ，因此，利用ＧＰＳ获得的天顶对流

层延迟改正ＩｎＳＡＲ干涉图中的对流层延迟效应

时需进行插值。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ＧＰＳ获得

图２　廊坊市及霸州市周围的ＧＰＳ站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ＡｒｏｕｎｄＬａｎｇｆａｎｇ

ａｎｄＢａｚｈｏｕ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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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７年２月天津ＧＰＳ站天顶对流层总延迟

Ｆｉｇ．３　ＺＴＤａｔ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ｉｎＦｅｂ．２００７

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可以改善ＩｎＳＡＲ中大气对流

层延迟误差的低频部分，使得对流层延迟的残余

误差小于５ｍｍ。

２．３　融合犛犚犜犕３犇犈犕消除残留基线误差

卫星定轨的误差会直接传递到干涉基线中，

从而在干涉图上产生明显的附加条纹，这些条纹

称为平地效应残余条纹，或者基线误差条纹。基

线误差条纹在干涉图上一般表现为双曲线形式，

如果不对其进行消除，会直接影响到干涉测量的

精度，从而导致对地面沉降作出错误的解释。根

据附加条纹在干涉图中的表现形式，本文基于

ＳＲＴＭ３ＤＥＭ 的差分结果，利用ＦＦＴ计算了距

离向和方位向的条纹数，然后再进行消除。然而，

这种方法只能消除线性项，对于非线性基线误差

难以消除。基于ＳＲＴＭ３ＤＥＭ，本文通过曲面拟

合的方法计算了解缠相位的非线性基线误差曲

面，并将其代入解缠相位进行消除。此方法不仅

可以较好地消除大范围、整体性的基线误差，又可

以消除含有低频信号的大气对流层延迟误差。

３　沉降结果及地下水开采分析

图４和图５为本文计算的廊坊市与霸州市的

地面沉降图。为对这一区域的沉降进行年度分

析，分别对图４、图５中的０８５１７～１００２０、１０５２１～

１４５２９形变图进行叠加，形成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沉

降图，１４５２９～２００４０为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沉降，

２００４０～２１０４２与２１０４２～２６０５２形变图叠加形成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沉降图，结果见图６和图７。

廊坊沉降区位于霸州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包

括廊坊市区漏斗和霸州漏斗等，其初始水位埋深

１．５ｍ，现今漏斗中心水位埋深７６．０ｍ，中心水位

多年来平均下降速率为１．８６ｍ／ａ
［１３］，并在持续

下降。

图４明显地显示出了廊坊市的地面沉降中

心，沉降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明显的转移。在不

同的时间段内，沉降量最大达１８ｃｍ，最小达５

ｃｍ，即使在短短的两个卫星重访周期内（７０ｄ），

卫星也监测到了地面的沉降情况。

分析图６可知，无论是沉降漏斗中心、漏斗形

状，还是其他区域的沉降量，几乎一致，最大都是

８ｃｍ，说明地下水开采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没有

呈现出加剧的趋势。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沉降漏斗

中心在东南西北方向稍有加剧的趋势，且在沉降

漏斗东面约３５ｋｍ处正孕育一新的沉降区。若

以沉降漏斗边缘（图中１．５ｃｍ处）为稳定区域（沉

降 为０），则中心沉降区（６．５ｃｍ处）的年沉降

图４　廊坊市沉降漏斗

Ｆｉｇ．４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ａｔＬａｎｇｆａｎｇ

图５　霸州胜芳镇沉降漏斗

Ｆｉｇ．５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ａｔＳｈｅｎｇｆａｎｇＴｏｗｎｏｆＢａｚｈｏｕ

２５８



　第３３卷第８期 张诗玉等：基于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城市地面沉降灾害监测研究

图６　廊坊地面沉降漏斗年度沉降量

Ｆｉｇ．６　Ｙｅａｒｌｙ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ａｔＬａｎｇｆａｎｇ

图７　霸州胜芳镇地面沉降漏斗年度沉降量

Ｆｉｇ．７　Ｙｅａｒｌｙ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ａｔＳｈｅｎｇｆａｎｇＴｏｗｎｏｆＢａｚｈｏｕ

率为５．０ｃｍ／ａ。而文献［１２］表明，廊坊市１９８４～

１９９２年的沉降速率达２．４ｃｍ／ａ；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

增加到３．１ｃｍ／ａ；１９９３～２００４年，根据水位沉降

量推断约为４．２ｃｍ／ａ，这一推断结果与本文结果

的量级一致。

分析图７可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７年２

月，胜芳镇沉降漏斗的面积和沉降中心有明显加

大和转移的现象。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和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度，最大沉降量均达１４ｃｍ，但后者较前者

的沉降面积有所扩大；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漏斗沉

降量明显加剧，最大达２２ｃｍ，说明地下水开采和

城市建设有加剧的趋势。

４　结　语

差分干涉测量技术获得的大面积、准实时的

地面沉降趋势信息可为地面沉降监测网的优化提

供科学依据，可加强对区域性整体地面沉降的严

密监测，及时发现沉降漏斗的中心区域，为建立地

面沉降预警预报系统提供量化的可靠依据。本文

的研究结果为廊坊霸州地下水的准实时大范围

监测提供了可靠的沉降信息，为该地区的地面沉

降监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对城市地下水

资源管理、城市排水管网规划等方面的科学规划

具有重要意义。

致谢：感谢天津控制沉降办公室提供的ＧＰＳ

数据和水文数据，荷兰Ｄｅｌｆｔ大学提供的开放源

代码处理软件 ＤＯＲＩＳ和欧空局提供的 ＥＮＶＩ

ＳＡＴ 卫星的 ＳＡＲ 数据，以及 ＮＡＳＡ 提供的

ＳＲＴＭ３Ｄ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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