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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活动地裂缝造成的形变去相干特征，分析了自适应滤波后的差分干涉图的伪相干图，并从中提取

了所监测时间段的活动地裂缝的位置信息，将其与该时间段地面调查的地裂缝位置信息进行了比较。研究发

现，采用伪相干图法不仅可以提取活动地裂缝的位置信息，还可以监测地裂缝的发育状况。通过与地裂缝水

准对点资料比较发现，活动地裂缝区域可能是造成相位解缠粗差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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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地裂缝首次发现于１９５９年，至今已发展

为１３条。目前，国内外对地裂缝的研究主要分为

地面调查、形变监测和机理反演３个阶段
［１］。合

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ＩｎＳＡＲ）技术已在诸多地质

灾害监测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应用［２］，但国内外至

今还没有采用ＩｎＳＡＲ技术针对地裂缝的专门研

究。本文根据活动地裂缝的形变梯度过大易导致

形变去相干现象，对差分干涉图进行自适应滤波

处理，并对滤波后的干涉图求取伪相干图，对伪相

干图设置阈值或者进行纹理分析等来探测活动地

裂缝的位置和走向。采用西安地区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２１０ｄ和１９９６年１７５ｄ的两组差分干涉图进行

了实验，并将实验结果与地面调查的地裂缝信息

进行了比较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用于探测活动地

裂缝信息的可行性，通过两期地裂缝探测还可以

揭示地裂缝的时空发育特征。进一步与水准对点

监测结果比较发现，ＩｎＳＡＲ在低相干区域，当跨

越活动地裂缝时易产生相位解缠粗差。

１　干涉图质量分析

１．１　形变去相干分析

ＩｎＳＡＲ差分干涉相位为：

φ＝φｇｅｏ＋φｄｅｆ＋φｔｏｐｏ＋φａｔｍ＋φｎｏｉｓｅ （１）

式中，φ为观测相位；φｄｅｆ为所求的形变相位；φｇｅｏ

为平地相位；φｔｏｐｏ为地形相位；φａｔｍ为大气效应相

位；φｎｏｉｓｅ为相位噪声。形变梯度过大会产生形变

去相干［３］，这类形变包括地震引起的断裂带形变、

煤矿塌陷的边缘以及城市地裂缝活动现象。因

此，文献［２］提出差分干涉的最大探测形变梯度

犱狓为：

犱狓 ＝
０．５λ

狆
（２）

式中，λ为波长；狆为像元大小。文献［４］又考虑

到其他去相干的影响，提出实际的最大监测形变

梯度为：

犱ｍａｘ＝
γ－１
５００

＋犱狓 （３）

式中，γ为相干值。显然，实际最大监测形变梯度

比理论值要小，而理论值恰好等于相干值为１时

的最大形变梯度。如果某处的形变梯度大于该监

测极限，则该方向的形变无法直接获取，该区域表

现为形变去相干。

１．２　干涉图的质量分析

１．２．１　相干图

相干图是由每一个像元的相干值组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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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件。相干值是指每个像元的复相干系数，

通过对配准后的主从影像计算得到［５，６］：

γ＝
∑
犖

犻＝１

ω
犻
犿ω
犻
狊


∑
犖

犻＝１

狘ω
犻
犿ω
犻
犿

狘∑

犖

犻＝１

狘ω
犻
狊ω
犻
狊槡

狘

（４）

式中，ω犿、ω狊表示主从影像的复数像元值；指复

共轭；犖 为用于计算相干系数的窗口大小。式

（４）的强度称为相干系数，即

犮＝狘γ狘

　　干涉图的复数像元值是在犖 个像元的窗口

内计算的，显然，相干值在低相干区域和（或）采用

小的计算窗口是有偏的，且偏向１的方向。因此，

采用相干图监测地面形变和地震断裂形变、建筑

物破坏情况，需对相干图进行相位改正估计［６］。

γ＝
∑
犖

犻＝１

ω
犻
犿ω
犻
狊
ｅｘｐ（－ｊ）

∑
犖

犻＝１

狘ω
犻
犿ω
犻
犿

狘∑

犖

犻＝１

狘ω
犻
狊ω
犻
狊槡

狘

（５）

式中，是每一个像元的系统相位。

１．２．２　伪相干图

为了降低干涉图的噪声，需要采取多视和滤

波算法，对多视和滤波后的干涉图一般采用伪相

干图来评定，其计算公式为：

犘＝

狘∑
犖

犻＝１
φ犻狘

∑
犖

犻＝１

狘φ犻狘

（６）

式中，φ为干涉图的复相位值；犖 为用于计算伪相

干值的窗口大小。采用伪相干图有３个目的：①

可以用来评定所计算干涉图的质量，从而进一步

确定自适应滤波的因子；② 通过对伪相干图的纹

理分析可以提取有用的特征信息，自适应滤波后

的干涉图在活动地裂缝区域的伪相干值仍偏低，

通过设置阈值即可判断出活动地裂缝的位置；③

采用伪相干图可以用来指导相位解缠，相位解缠

的粗差发生在低相干值区，即发生在活动地裂缝

区域的概率较大。

１．３　纹理分析

文献［７，８］研究了基于均值比率和相干系数

法来提取特征线的方法，本文则采用伪相干图的

纹理图来自动提取活动地裂缝的位置。定量描述

纹理，需要研究纹理本身的特征，其算法有两类：

一类是从图像有关属性的统计分析出发的统计分

析方法；另一类是从纹理单元的结构组成上分析

的方法［９］。具体方法是选定一个窗口，对该窗口

内的像元值进行运算，设犃为窗口像元矩阵，犪为

其元素，如采用中误差σ与均值μ的比值作为其

纹理值，则有：

ｔｅｘｔｕｒｅ＝σ／μ
或者通过对数运算来提取纹理特征：

ｔｅｘｔｕｒｅ＝ｌｇ（ｍｅａｎ（犃））－ｍｅａｎ（ｌｇ（犪））

其中，ｍｅａｎ（·）为均值运算。

２　差分干涉图的迭代自适应滤波

在应用差分ＩｎＳＡＲ技术研究活动地裂缝时，

在采用多视技术来降低干涉图噪音的同时，也大

大降低了最大形变梯度的监测能力，为此采用迭

代自适应滤波算法。目前应用最广的算法为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自适应滤波算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干涉

图分割为具有一定重叠度的矩形块，对重叠矩形

块通过二维离散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计算干涉相位的功

率谱，并对该功率谱在频域进行平滑处理，然后进

行自适应滤波［１０］，即

犎（狌，狏）＝犛｛狘犣（狌，狏）狘｝α·犣（狌，狏） （７）

式中，犎（狌，狏）表示滤波后的干涉图的功率谱；

犛｛·｝为平滑算子；狌、狏为频域坐标分量；α为自

适应滤波因子。在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算法中，α是任

意选取的，可以选取０～１。当选择０时，不进行

滤波；选择１时，滤波最强。一般根据干涉图的噪

声水平选择０．２～１之间的某一值。只需对式（７）

滤波后的功率谱进行反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即可得到

滤波后的复干涉图。在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滤波中，整幅

干涉图的α值是任一不变的值，而实际干涉图中

的噪声分布是有区域异常特征的。因此，本文采

用基于伪相干图的迭代自适应滤波算法，其滤波

因子的取值为：

α＝ １－珋（ ）犮 （８）

式中，珋犮为待滤波干涉图重叠矩形块像元伪相干

值的均值。若一次滤波后的噪声还很强，可以进

行迭代滤波。

３　西安活动地裂缝的定位

３．１　西安地裂缝的背景

图１所示的西安地裂缝分布图反映了自

１９５９年发现的第一条地裂缝至今共１３条地裂缝

的地面调查结果，１３条地裂缝均呈北东东向分

布，且与南端长安临潼断裂近似平行。西安地裂

缝的活动具有明显的时空发育特征。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间的水准资料显示，该时间段的地裂缝活动主

要集中在犳２、犳３、犳５、犳６ 和犳７ 的东端，为此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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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两景ＥＲＳ１影像进行差分干涉

处理，其参数如表１所示。另外，从该时间段仅有

的４对地裂缝水准对点的监测成果（如表２中第

３列所示）可以看出，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间，犳３ 和

犳４ 在Ⅰ、Ⅱ点处是没有相对活动的，可认为是不

活动地裂缝，而在犳５ 和犳６ 的Ⅲ、Ⅳ处存在明显的

地裂缝活动异常。为了检验伪相干图探测地裂缝

的可行性，本文采用１９９６年时隔１７５ｄ的另一对

ＳＡＲ影像进行了差分干涉（参数见表１），提取了

滤波后的伪相干图，并进行了纹理分析以及与活

动地裂缝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３．２　差分犐狀犛犃犚的计算及地裂缝信息提取

对表１中两个ＩｎＳＡＲ干涉对分别进行了差

图１　西安地裂缝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ａｎＧｒｏｕｎｄＦｉｓｓｕｒｅｓ

表１　犐狀犛犃犚数据及其参数

Ｔａｂ．１　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干涉对 主影像 从影像
垂直基

线／ｍ

时间间

隔／ｄ
传感器

１ １９９２０９１１ １９９３０４０９ ３０ ２１０ ＥＲＳ１

２ １９９６０１０７ １９９６０７０１ ２１ １７５ ＥＲＳ２

表２　地裂缝水准对点与ＩｎＳＡＲ结果比较／ｃｍ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ＳＡ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ＦｉｓｓｕｒｅＡｒｅａｓ／ｃｍ

对点号 ＩｎＳＡＲ 水准 较差 地裂缝

Ｉ ０．０ ０．０ ０．０ 犳３

ＩＩ ０．１ ０．１ ０．０ 犳４

ＩＩＩ －１．６ ４．５ －６．１ 犳５

ＩＶ ２．５ ２．２ ０．３ 犳６－犳′６

分干涉处理，选用ＳＲＴＭＤＥＭ 来消除地形相位

的影响，采用ＤＥＬＦＴ精密轨道来提高配准精度

并消除地平相位。图２（ａ）、２（ｂ）为第一个干涉对

的原始差分干涉图及其相干图，可见该干涉图的

噪声非常严重，相干性也偏低，无法直接获取有用

信息，也无法直接解缠获得可靠的形变结果。因

此，对干涉图进行迭代自适应滤波，共进行了两次

滤波，其滤波干涉图及其伪相干图如图２（ｃ）、

２（ｄ）所示。从滤波干涉图可以看出，相位噪声明

显减少，而从两次滤波后的伪相干图很容易判断

出该时间段的活动地裂缝位置信息。进一步对滤

波干涉图进行解缠和垂直形变计算，获取其地理

编码后的垂直形变图。

图２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西安地裂缝探测的干涉图及其质量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ｐｓｉｎＸｉ’ａｎｆｏｒＦｉｓｓｕ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将图２（ｄ）显示的伪相干图中低相干区域进

行数字化，可获取活动地裂缝的坐标信息，并与已

有的地裂缝信息一起叠加到伪相干图和形变图中

（见图３、图４）。在图３中还插入了犳６ 处的活动

地裂缝照片和该处的３个ＧＰＳ监测点。同时提

取了表２所列４对水准对点处的ＩｎＳＡＲ监测结

果，并将其差异沉降值填入表２第２列，第３列为

二者的较差。通过比较水准与ＩｎＳＡＲ的沉降较

差以及伪相干图的特征，在图４中用虚线标出了

疑似存在相位解缠误差的两个区域。

为了检验差分干涉图的伪相干图进行活动地

裂缝探测的可行性和自动化处理的效果，对西安

图３　伪相干图探测的

活动地裂缝与已有

地裂缝的叠加图

Ｆｉｇ．３　ＯｖｅｒｌａｙＭａｐＤｅｔｅ

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Ｆｉｓｓ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Ｐｓｅｕｄｏ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ｐ

　

图４　沉降图与探测地

裂缝以及与已有地

裂缝的叠加图

Ｆｉｇ．４　ＯｖｅｒｌａｐＭａｐ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Ｆｉｓｓｕｒｅｓ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Ｆｉｓｓ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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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１９９６年的干涉图进行了差分干涉处理和迭

代自适应滤波处理（见图５）。

３．３　对活动地裂缝信息的检验

从西安地区两个时间段ＩｎＳＡＲ探测的地裂

缝和地质调查的地裂缝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在空

间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如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间地裂

缝犳２、犳３、犳５、犳６ 和犳７ 为活动的地裂缝，尤其在这

些地裂缝的东段活动性更加明显，而其他地裂缝

或地裂缝的其他位置则活动不明显，同时表２中

ＩｎＳＡＲ与水准对点的监测结果也部分验证了这

一点。由图５可以看出，１９９６年地裂缝犳２、犳３、

犳５、犳６、犳７ 和犳８ 为该时间段的活动地裂缝。通过

与１９９２年探测的地裂缝相比发现，地裂缝向西和

向南方向延伸，这与西安地区地裂缝的发育规律

相吻合。这也说明采用ＩｎＳＡＲ技术还可以研究

地裂缝的发育规律。

图５　西安地区１９９６年地裂缝探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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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４的形变图与地裂缝的叠加图可以看

出，新探测的地裂缝两侧存在沉降差异。结合表

２两种技术的较差可以发现，水准对点Ｉ、Ⅱ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间处于稳定的地裂缝地段，而点Ⅲ

和Ⅳ为活动的地裂缝地段，但对点Ⅲ地段的Ｉｎ

ＳＡＲ结果分析发现，ＩｎＳＡＲ解算存在解缠粗差，

其原因是该区域的地裂缝活动异常再加上该区域

存在其他因素导致的去相干，使得相干区域不再

连续，从而产生解缠粗差。

４　结　语

在连续区域或地裂缝活动较弱的区域（如像

元之间的形变小于２．８ｃｍ），采用常规ＩｎＳＡＲ技

术可以监测出地裂缝的异常活动，而对于地裂缝

活动剧烈的区域，ＩｎＳＡＲ解算会产生解缠粗差，

需要进一步研究顾及地裂缝位置和先验形变信息

的解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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