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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有效地对较大范围内青藏高原冻土形变进行研究，改进了永久散射体方法，并将其应用于青藏铁

路北麓河段的冻土形变研究。通过与实测数据的对比发现，本文所计算出来的北麓河段冻土路基的形变在趋

势上是正确的，说明采用永久散射体方法对高原冻土的形变进行研究是具有很大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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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藏铁路的建设和维护中，道路的严重破

坏主要由冻土区路基融化下沉造成。因此，如何

准确地监测冻土路基的冻胀和融沉成为青藏铁路

维护成败的关键［１３］。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合

成孔径雷达差分干涉测量（ＤＩｎＳＡＲ）技术开始应

用于地震形变的监测［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ＤＩｎＳＡＲ技术已经在检测地表形变方面获得了广

泛应用［５］。为克服ＤＩｎＳＡＲ技术存在的时间空

间去相干、空间去相干以及大气的影响，近些年发

展了许多新技术，其中永久散射体（ＰＳ）技术最为

突出［６－８］。ＰＳ技术在传统差分干涉测量 （ＤＩｎ

ＳＡＲ）中引入时间维，通过对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

散射体的相位变化进行分析，获得地表形变序列，

有效地解决了时间空间去相关和大气非均质性影

响的问题。ＰＳ技术具有高精度、高时间分辨率、

能极大提高影像利用率的优点，在城市沉降、矿山

沉降、滑坡监测等方面开展广泛研究［９１１］。

为了有效地利用ＰＳ技术进行青藏高原冻土

形变进行分析，本文根据相干特性分析了青藏高

原多年冻土区永久散射体存在的情况［１２］，结果表

明多年冻土区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必须对现有的

永久散射体方法进行改进，以克服在多年冻土区

形变监测中遇到的问题———由相对较为严重的失

相干引起的配准问题、大气相位校正的问题和永

久散射体处理流程问题。本文结合基于高相干点

的迭代配准方法、基于 ＭＥＲＩＳ数据的永久散射

体大气相位校正方法和ＤＥＭ 偏移造成的误差消

除方法［１３］，构建了适用于多年冻土区的永久散射

体技术流程［１４］，采用获取于北麓河试验区的２２

景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根据提出的永久散射

体处理技术进行了多年冻土的形变分析。

１　犘犛技术的实现步骤

为了有效地利用ＰＳ技术进行青藏高原冻土

形变分析，本文针对ＰＳ技术进行青藏高原冻土

形变分析中遇到的问题，结合基于高相干点的迭

代配准方法、基于 ＭＥＲＩＳ数据的永久散射体大

气相位校正方法和ＤＥＭ偏移造成的误差消除方

法，构建了适用于多年冻土区的永久散射体技术

流程（图１）。

ＳＡＲ影像配准的精度对ＰＳ的选择和ＰＳ后

续的计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保证影像配准

的精度，本文采用了基于高相干点的迭代配准方

法：① 利用常规的基于相干系数的多窗口ＳＡＲ

配准方法进行主辅影像配准；② 计算配准后干涉

对的相干系数，选择具有局部最高相干系数的点

作为目标点，保证目标点在影像上分布均匀；③

以目标点为中心建立配准窗口，重新进行配准计

算。利用基于高相干点的迭代配准方法，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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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减小失相干造成的影响，保证影像配准的精

度。在较大的时间基线、空间基线的情况下，通过

桥接的方法可以较好地实现主辅影像的配准。

图１　ＰＳ技术的整体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Ｓ

尽管由ＤＥＭ误差造成的相位在后续处理中

能够计算出来，但是在去除地形相位时，应该实现

ＤＥＭ参考相位与干涉相位精确配准。为了ＰＳ

后续计算的准确，必须消除由ＤＥＭ 偏移造成的

误差。本文对每个干涉对，设定若干ＤＥＭ 的偏

移量分别进行去除地形相位的计算，将得到的结

果进行对比，选出地形相位去除最好的结果，其对

应的ＤＥＭ 水平偏移量即为正确值。在整个ＰＳ

计算过程中只需要挑出一个具有较好的相干性且

干涉条纹清晰的干涉对计算出偏移量，然后所有

的干涉对都采用这一偏移量进行地形相位的

去除。

本文采用ＡＳＡＲ数据进行ＰＳ计算，而在白

天 ＭＥＲＩＳ和 ＡＳＡＲ 数据能够同时获取，且在

ＡＳＡＲ的Ｉ１～Ｉ５模式时，ＭＥＲＩＳ数据能完全覆

盖了ＡＳＡＲ数据，因而 ＭＥＲＩＳ数据能够用于校

正ＡＳＡＲ数据白天的测量
［１５］。首先在确定主影

像时，利用 ＭＥＲＩＳ数据判断各影像所受到大气

影响的程度，确保选出的主影像受到的大气影响

较小；对于每个干涉对，根据每个ＰＳ点的空间位

置，利用主辅影像对应的 ＭＥＲＩＳ数据计算出该

ＰＳ点上的两次数据获取时的大气延迟差，并将大

气延迟差转化为干涉对上对应的相位，准确去除

大气相位。

迭代处理是本文所采用的ＰＳ方法非常重要

的一个方面。在完成第一次计算之后，所有的ＰＳ

候选点将计算出来的大气和轨道误差相位去除；

利用计算出来的ＤＥＭ误差修正原始的ＤＥＭ，提

高ＤＥＭ的精度，同时将ＤＥＭ误差造成的相位从

ＰＳ候选点的相位中去除；根据计算出来的形变序

列，分析形变的规律，建立形变的模型。根据修正

过的ＰＳ候选点的相位，结合建立的形变模型，重

新开始ＰＳ处理。不断地重复上述的迭代过程，

直至前后两次迭代计算出来的形变差小于１ｍｍ

且ＤＥＭ误差之差小于０．５ｍ，完成迭代过程，得

到最终的形变结果和改进后的ＤＥＭ。

２　试验数据处理与讨论

本文选择的研究区域位于青藏铁路北麓河

段，处于五道梁和沱沱河之间，研究区域大小约为

１６ｋｍ×２０ｋｍ。研究区域地形平缓略有起伏，海

拔高程在４５００～４６００ｍ，主要不良地质为多年

冻土及沿线分布的半固定沙丘。多年冻土上限一

般为２～３ｍ，不良地质现象主要为高温不稳定多

年冻土。

图２　ＡＳＡＲ数据时空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２２Ｓｃｅｎｅｓ

Ａ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为了对北麓河区域的冻土形变进行研究，本

文选取了覆盖北麓河区域的２２景 ＥＮＶＩＳＡＴ

ＡＳＡＲ数据，这些数据的获取日期为２００３０４０３

～２００７０５１７，图２表示了这２２景 ＥＮＶＩＳＡＴ

ＡＳＡＲ数据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图２中，横轴为

垂直基线（相对于２００４１２２３ＡＳＡＲ数据），纵轴

为 ＡＳＡＲ 数据获取日期。２００４１２２３ 获取的

ＡＳＡＲ数据都处于２２景数据时空分布的中间位

置，且该数据获取时相位受大气影响较小。此外

在１２月份，冻土处于冬季降温阶段，冻土比较稳

定，不存在较大的形变。

在形成干涉图和完成去除平地相位处理后，

本文采用一系列不同的 ＤＥＭ 偏移，对干涉对

０４１２２３／０５０１２７进行了去除地形相位的处理。利

用方位向和距离向不同的偏移量组合成不同

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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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偏移量，对不同ＤＥＭ偏移量分别进行去除

平地相位的计算。图３中列出了两种不同ＤＥＭ

的偏移量情况下去除地形相位后的结果。

在图３（ａ）中，地形变化相对较大的地方，地

形相位未能很好地得以去除，存在明显的条纹。

在将ＤＥＭ沿距离向移动６个像素之后进行去除

地形相位的计算，结果如图３（ｂ）所示。在地形变

化较大的地方，相位变化仍然表现得十分平缓，地

形相位去除得非常干净。将不同 ＤＥＭ 偏移量下

计算出来的去除地形相位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确定在偏移量为方位向偏移量为０和距离向偏移

量为６时地形相位去除的最干净。由于所有的干

涉对中采用相同的ＤＥＭ 和主影像，所以所有的

干涉对中选用相同的ＤＥＭ 偏移量进行计算。在

其他的干涉对中采用与干涉对０４１２２３／０５０１２７一

致的ＤＥＭ偏移量进行地形相位的去除。

图３　不同ＤＥＭ偏移量下去除地形相位后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Ｐｈ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ｈａｓ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ｆｆｓｅｔ

　　利用获取的１０景对应的 ＭＥＲＩＳ二级产品

数据，计算出９个干涉对上的大气相位，并将计算

出来的大气相位从对应的干涉相位中去除。图４

中列出了主影像和三个干涉对上利用 ＭＥＲＩＳ数

据计算出来的大气相位。在主影像上（图４（ａ）），

大气延迟为４．０ｍｍ～６．０ｍｍ，对应的大气相位

为１．４５～１．６３ｒａｄ，变化范围仅为０．１４ｒａｄ，整景

图上的大气变化十分平坦，且水汽含量较小。

在 干 涉 对 ０４１２２３／０４０５２７ 和 ０４１１２３／

０４１１１８，大 气 相 位 相 对 较 小。而 在 干 涉 对

０４１２２３／０６１０１９上（图４（ｄ））的大气相位为－１．５

～－７．６ｒａｄ，变化范围为６．１ｒａｄ，且在局部区域。

大气相位存在陡变，如果将该干涉对上６．１ｒａｄ

的大气相位转化为形变，则对应于２２．０ｍｍ的形

变，利用 ＭＥＲＩＳ数据将这部分大气相位先行去

除。对于不能用 ＭＥＲＩＳ数据进行大气相位校正

的干涉对，通过对时间的高通和空间的低通的滤

波，将大气相位滤除。

在完成了差分干涉处理后，以幅度离散度为

准则，选取了９１２１５４永久散射体候选点（ＰＳＣ），

对于每一ＰＳＣ点，通过计算与周围ＰＳＣ点相位

平均值的差值，利用最小二乘方法平差可以获得

ＤＥＭ误差估计，并将其中ＤＥＭ 误差估计中偏差

较大的ＰＳ候选点剔除。同时利用ＤＥＭ 误差、形

变的空间不相干性，得到１７４５１个永久散射体点

图４　ＭＥＲＩＳ计算出来的大气延迟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Ｐｈａｓｅｆｒｏｍ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ＭＥＲＩＳＤａｔａ

（ＰＳ点），最终选择的ＰＳ点的密度为５５ＰＳ／ｋｍ２。

利用本文提出的基于 ＭＳＴ的离散数据解缠方

法，进行ＰＳ点上的三维空间解缠
［１６］。

在１７４５１个ＰＳ点上，对解缠后的相位进行

分析，分离出空间不相干的形变相位和ＤＥＭ 误

差相位。残余的相位中，利用 ＭＥＲＩＳ数据和大

气相位的空间相干、时间不相干的性质，分离出各

干涉对上的大气相位，并将其剔除，从而得到空间

相干的形变相位。将空间相干和空间不相干的两

部分形变相位相加，就得到了整个区域的冻土形

变。根据形变相位，选用北麓河冻土试验站附近

的小孤山上的一个点作为形变参考点，该点位于

小孤山的东面山坡上，为裸露于地面的岩石。该

点较为稳定，地表形变量较小，同时以２００３０４０３

为形变序列计算的起始点———形变量为０，可以

计算出如图５所示的２００３０４０３～２００７０５１７北

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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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河区域冻土形变序列图。在每个形变图中，中

间所标的数值对应于辅图像获取的时间，图例指

示了不同的颜色对应的形变量的大小，以 ｍｍ为

单位。

图５　图４北麓河区域冻土形变序列

Ｆｉｇ．５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ＢｅｉｌｕｈｅＡｒｅａ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北麓河段从２００４０１０８～

２００６０４２７，由冻胀引起的形变最大为１３．５ｍｍ，而

由融沉引起的形变量最大达到了８１．７ｍｍ。在北

麓河试验区，冻土的形变主要为融沉，且融沉主要

发生在研究区域的西南部区域。在该区域，北麓河

和秀水河从中穿过，水分补给充足，冻土发育比较

充分；而在研究区的北部区域，地势相对较高，水分

的补给量远不如研究区域的西南部区域充足，在这

一区域冻土的形变量也相对要小一些。

在北麓河研究区，青藏铁路从其中穿过，对比

青藏铁路和周围的ＰＳ点，青藏铁路的冻土形变

和周围环境的形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相对于周

围环境来说，冻土路基的形变量要更大一些。为

了更清楚地说明青藏铁路冻土形变的规律，本文

选取了位于青藏铁路ＤＫ１１３６附近的一个ＰＳ点

２４１，并将其２００４年的形变与马小杰文中利用水

准观测的青藏铁路ＤＫ１１３６＋７５０处的结果
［１７］进

行了对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冻土２００４年沉降量水准测量结果与

犘犛犐狀犛犃犚处理结果的对比／ｍ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

ＰＳ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０４０５ ２００４１０ ２００４１１ ２００４１２

水准数据 －１０．３ －１６．０ －２０ －２２．０

ＰＳＩｎＳＡＲ －３．８ －１４．２ －１７．３ －２３．７

　　ＰＳ点２４１主要表现为融沉，从２００３０４０３～

２００７０５１７总体沉降量为６０ｍｍ 左右。利用

ＰＳＩｎＳＡＲ方法计算出来的形变与水准观测观测

的结果十分接近，最大的误差为６．５ｍｍ，点２４１

在２００４年的整体量为２３．７ｍｍ，这一结果与马

小杰的２００４年的２２ｍｍ 形变总量仅仅存在

１．７ｍｍ的误差
［１７］，这表明利用ＰＳＩｎＳＡＲ方法进

行青藏铁路的冻土路基的形变监测是有可能的。

３　结　语

本文基于永久散射体方法，利用北麓河区域

的２２景ＡＳＡＲ数据，对青藏高原北麓河研究区

的冻土形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北麓河区域

冻土的形变主要表现为融沉，在该区域从２００３

０４３～２００７０５１７最大的累积融沉量为８１．７

ｍｍ。这些结果与现场实测的结果较为吻合，说

明利用永久散射体方法进行青藏高原冻土的形变

规律分析是完全可行的，同时通过对青藏铁路的

冻土路基的形变分析，表明利用ＰＳＩｎＳＡＲ方法

进行青藏铁路的冻土路基的形变监测是有可能

的，这将为青藏铁路的监测提供一种较为便捷的

手段，对于青藏铁路的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受到获取数据的数量的限制，笔者

未能获取在融沉阶段的冻土路基形变的细节。下

一步的工作在于进一步收集北麓河区域的ＡＳＡＲ

数据，以便对研究区域的冻土形变规律有一个更

清晰的描述。同时，收集北麓河区域的冻土形变

的实测数据，并结合角反射器试验，对本文计算的

北麓河冻土形变的准确性进行定量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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