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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在中国四川的 Ｍｗ７．９级汶川地震为研究对象，由于汶川地震发生在植被

覆盖茂密、地形起伏大的龙门山山区，常规的犆波段雷达在这些区域几乎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信号，采用日

本ＪＡＸＡ的犔波段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覆盖震区的震前和震后６个条带的卫星数据，以ＳＲＴＭＤＥＭ数据作为

外部ＤＥＭ，利用ＧＡＭＭＡ软件进行二通差分干涉测量处理，获取了覆盖震区的同震形变场；并使用国家重大

科学工程“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项目组公布的震区ＧＰＳ同震观测结果，与ＩｎＳＡＲ观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分

析，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很好的一致性，通过传统差分干涉获取到的形变量精度可以达到ｃ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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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７；Ｐ２３７．９；Ｐ３１５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北纬３１．０°、

东经１０３．４°，在青藏高原东部龙门山推覆构造带

汶川附近发生了 Ｍｗ７．９级强烈地震。该地震是

自唐山大地震以来在我国境内发生的破坏性最大

的内陆地震，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１０万ｋｍ２，造

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１］。监测地震地

壳形变，研究地震机理以及预测地震一直是国际

前沿研究热点问题，自差分干涉测量技术（ＤＩｎ

ＳＡＲ）成功获取１９９２年美国Ｌａｎｄｅｒｓ地震的同震

形变场［２］以来，ＤＩｎＳＡＲ为探测地震地面形变提供

了一种新方法，本文基于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的Ｉｎ

ＳＡＲ数据提取及分析汶川Ｍｗ７．９级地震形变场。

１　数据处理

１．１　干涉数据源

结合中国地震局公布的地震烈度图［３］可以发

现，这次地震涉及的范围广、断裂的长度长，单景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卫星影像无法覆盖整个地震破

裂区域。本文使用了６个相邻条带的卫星数据

（插页Ⅰ彩图１），从而得到了覆盖整个破裂区域

的同震地表形变场。各个条带均由震前三景和震

后三景卫星数据构成，每个条带的覆盖区域大小

约为７０ｋｍ×２００ｋｍ，总共覆盖了约３３０ｋｍ×

２５０ｋｍ的面积，包括广元市、绵阳市、德阳市和成

都市等区域，基本覆盖了龙门山断裂带的区域，包

括了地震烈度Ⅺ度区和Ⅹ度区的大部分区域。汶

川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东缘的龙门山地区，该区

域的地形起伏非常剧烈，上下两盘的地形差在４

０００ｍ以上。在上盘山区由于雷达影像的叠掩、

前缩、阴影以及茂密的地表植被的影响，使得在得

到的雷达回波中存在较大的噪声，犆波段雷达卫

星在这些区域几乎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信号；而

对于犔波段的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雷达系统而言，

由于其较长的波长以及较大的雷达波入射角，可

以有效地克服以上问题，从而获取干涉质量较高

的干涉信号。

本研究的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卫星数据获取时

间在２００７年间和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共有６个Ｐａｔｈ

的数据，自东向西编号分别为Ｐａｔｈ４７１到Ｐａｔｈ

４７６。从研究中所用到的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卫星

数据的具体参数（表１）中可以看到，除Ｐａｔｈ４７２

和Ｐａｔｈ４７５的震前数据是２００７年获取外，其他

条带的卫星数据的获取时间都是在２００８年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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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同震差分影像的时间跨度在半年以内。震

后的第一幅影像是震后第１９天在Ｐａｔｈ４７３上获

取的，覆盖了受地震破坏最严重的北川地区（插页

Ⅰ图１）。而Ｐａｔｈ４７６和Ｐａｔｈ４７５的卫星数据均

覆盖了地震的震中位置。尤其是其中的Ｐａｔｈ４７６

上的卫星数据，其震后的卫星数据基本是震后一

个月内获取的，而且震前获取的时间也很短，所以

能较好地反映这次地震造成的地面变化。

表１　汶川地震选用的犃犔犗犛／犘犃犔犛犃犚卫星数据列表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ｂｏｕｔ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Ｒａｄ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ｆｏｒ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ａｔｈ
主影像观测

日期（模式）

辅影像观测

日期（模式）

时间基

线／ｄ

垂直基

线／ｍ

４７１ ２００８／０２／２９（ＦＢＳ）２００８／０５／３１（ＦＢＳ） ９２ １２０

４７２ ２００７／０１／２８（ＦＢＳ）２００８／０６／１７（ＦＢＳ） ５０６ ２４２

４７３ ２００８／０２／１７（ＦＢＳ）２００８／０５／１９（ＦＢＳ） ９２ ２５２

４７４ ２００８／０３／０５（ＦＢＳ）２００８／０６／０５（ＦＢＳ） ９２ ２５８

４７５ ２００７／０６／２０（ＦＢＤ）２００８／０６／２２（ＦＢＳ） ３６８ ２５

４７６ ２００８／０４／０８（ＦＢＳ）２００８／０５／２４（ＦＢＳ） ４６ １９０

１．２　干涉数据处理方法

在获取到的卫星数据中只Ｐａｔｈ４７５的震前

数据是ＦＢＤ （ｆｉｎｅｂｅａｍｄｏｕｂｌｅｐｏ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模

式，其余的数据都是ＦＢＳ（ｆｉｎｅｍｏｄｅｓｉｎｇｌｅｐｏ

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模式。这两个模式的分辨率在距离向

会有所不同，因此在进行差分干涉处理之前，需要

先将Ｐａｔｈ４７５震前的单视复影像（ＦＢＤ）在距离

向进行过采样（过采样系数为２），这样就得到与

ＦＢＳ成像模式相一致的距离向分辨率，再进行后

续的干涉处理。

在本研究中，采用的差分干涉处理方法是二

通法（ｔｗｏｐａｓｓ），即根据外部ＤＥＭ来模拟地形相

位，以去除同震干涉图中的地形相位影响，从而获

取到地震同震地表形变场。这里采用的外部

ＤＥＭ是由ＣＧＩＡＲＣＳＩ提供的ＳＲＴＭ Ｖｅｒｓｉｏｎ４

的ＤＥＭ数据。这个版本的ＤＥＭ 对原始数据在

断层附近及山区等若干存在数据空洞的地区，采

用外部ＤＥＭ数据或者内插技术来对这些空洞进

行填补［３］。

在影像配准、干涉图生成及后续的数据处理

过程中，影像的距离向采用二视数，方位向十视

数。这样得到的干涉图，距离向分辨率约为９ｍ，

方位向约为３５ｍ。在没有进行多视处理之前的

原始干涉图噪声相当高，特别是重复轨道干涉测

量受时间去相关影响比较强烈。经过多视处理后

的干涉影像，对时间基线和空间去相关等带来的

噪声有明显的去除效果，但对于大气扰动的影响

还是无法很好地消除。在用ＤＥＭ 模拟地形相位

时，关键因素是干涉基线估计的精度。这批数据

的覆盖区域是汶川地震震中区域，由于地震的发

生在地表造成了剧烈的变形，反映在干涉图上为

密集的条纹变化，这些条纹与由于轨道不精确所

造成的条纹变化相互之间很难区分，所以在基线

估计时不宜采用ＦＦＴ方法。而原始数据附带的

轨道数据能较好地用于垂直和平行基线的估计。

根据做出来的形变效果评价，用轨道数据估计的

基线参数比ＦＦＴ方法估计的效果更好，形变与实

际形变情况吻合。

２　形变场分析

２．１　差分干涉图分析

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内外众多学者第一时间

发布了汶川地震的ＤＩｎＳＡＲ的地面形变场
［４７］。

在这些研究中，其数据的覆盖范围各有不同，但他

们所公布的同震形变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此

外，蒋弥等［８］比较了汶川地震的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

犆波段的数据和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犔波段卫星数

据的干涉处理成果，表明犔波段的数据获取得到

的同震形变场比犆 波段的效果更好，特别是在断

层的上盘部分。

经过对ＳＡＲ卫星数据的差分干涉处理后，得

到了汶川地震的同震形变场（插页Ⅰ彩图２）。在

图中，每个条纹代表着视线向（ｌｉｎｅｏｆｓｉｇｈｔ，

ＬＯＳ）１１．８ｃｍ（半个波长）的形变。从插页Ⅰ图２

中可以看出汶川地震地面形变的变化趋势，差分

干涉条纹以北川映秀断裂带为中心环绕分布，离

断层越近条纹越密集，离断层越远条纹越稀疏。

这反映了地面形变的严重程度，条纹密集分布地

区，ＬＯＳ向形变量的梯度就越大，地面形变相对

越大，否则越小。

比较断层上盘、下盘，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

上盘条纹密集，下盘条纹较稀疏，这是逆冲型地震

的一个重要特点。在震中西南和西北位置，干涉

条纹包络震中，干涉条纹向ＮＥ向延伸，在青川县

城西侧结束。这反映了这次地震的另外一个特

点，即单侧多点破裂。在汶川地震震中可以看到

密集排列的干涉条纹，说明该地区的地面形变非

常大，越靠近震中，地面形变越大。

从汶川地震震中开始，沿断层 ＮＥ走向到青

川，有一条带状分布的非相干条带。该条带在

ＳＷ 部分较宽，往青川方向逐渐变细。直接原因

是由于ＩｎＳＡＲ影像的这部分受地震破坏比较严

重，发生严重的去相关现象。具体可从两个方面

９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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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方面是由于滑坡、泥石流这些地震次生灾

害使地表发生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主要的是由

于在雷达两次成像区间，相邻两像素的相位变化

超过了π，两次成像的回波信号不再具有相干性，

反映到雷达干涉相位表现为纯噪声。野外科学考

察发现，汶川 Ｍｗ７．９级地震形成了两条地表破

裂带，分别位于北川映秀和江油灌县两条断裂

带上［９］。在茂汶汶川断裂，尚未发现明显的地震

地表破裂现象。这两条野外调查的地面破裂带与

非相干条带分布的空间分布是大致一致的。

非相干条带的空间分布也反映了地震断层的

倾角及变化。根据这个非相干条带的分布可以初

步推断，汶川地震断层的倾角在 ＮＥ和ＳＷ 段存

在显著变化，而且断层活动的机制也有相应的变

化［７］。这种推断也符合震源机制解释的结果：断

层破裂过程至少明显分为３个主要破裂段，地震

破裂面南段（映秀段）以逆冲为主兼具少量的右旋

走滑分量；中段（北川段）是逆冲右旋走滑的断层

错动；北段（青川段）以右旋走滑为主兼具少量的

逆冲分量［９］。

２．２　地震形变场分析

此次地震的影响范围非常大，以致于我们的

ＩｎＳＡＲ同震数据都无法完全覆盖所有的受地震

影响而产生形变的区域。也就是说，我们在已有

数据上所选择的相位为零的解缠参考点，事实是

不存在的。所以在解缠时，只能选择受形变影响

比较小的点作为参考点。一般选择位于四川盆地

上且离龙门山断层越远的位置越好，如可以选择

影像中右下角位置作为解缠参考点。由于该点并

不是真的差分干涉相位为零的位置，因此在经过

解缠后得到的干涉图上，就会损失一定的初始形

变值。差分干涉图经过相位解缠后得到的地震同

震形变场见插页Ⅰ图３。

在汶川地震的震中位置（插页Ⅰ图３中红五

角星）同时被Ｐａｔｈ４７５和Ｐａｔｈ４７６的干涉图所覆

盖，在解缠形变图上，沿卫星飞行方向作经过震中

位置的ＬＯＳ方向形变的剖面图（插页Ⅰ图４）。

在该图中，黑色线条为Ｐａｔｈ４７６的剖面图，蓝色

线条为Ｐａｔｈ４７５的剖面图，红色是Ｐａｔｈ４７５与

Ｐａｔｈ４７６之间的差值。从插页Ⅰ图４中可以看

到，Ｐａｔｈ４７６和Ｐａｔｈ４７５的剖面图在震中附近区

域存在数据空白区域，这些是由于非相干因素造

成的，主要是高形变梯度使得差分干涉相位表现

为纯噪声。Ｐａｔｈ４７５和Ｐａｔｈ４７６之间的差值，即

红色线条，大部分位于０值附近，说明Ｐａｔｈ４７５

和Ｐａｔｈ４７６之间的同震形变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其中的差异主要是形变获取时间与入射角的不同

所造成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ＩｎＳＡＲ观测

相对形变的结果是可信的。

在震中位置可以看到淡青色的圆状隆起区，

其视线方向最大形变值达到０．６８０ｍ。从差分干

涉图和方位向的震中位置剖面图（插页Ⅰ图４）上

可以看到，这个隆起区的形变梯度非常大。假设

视线向的形变都是由垂直形变造成，那么这个最

大垂直形变量应该在０．８６３ｍ左右。在震中隆

起区以北，却有一个沉降区，视线方向最大值达到

０．７７２ｍ。不同方式的地表运动都可以造成ＬＯＳ

向形变产生负值：断层的右旋运动、下降运动或两

者兼有。ＧＰＳ同震位移场结果显示，映秀以北的

南端几乎没有水平右旋位移，断裂带以西的所有

站点都向东运动，而以东的所有站点都向西运动，

在龙门山断裂带形成强烈的地壳水平方向缩

短［１０１２］。上盘的Ｅ向运动，会造成ＬＯＳ向距离

负变化。还有一个导致ＬＯＳ向负变化的就是上

盘的这个地区确实发生下沉运动。断层上盘的距

离断裂２０ｋｍ远的卧龙观测到同震垂直位移以

下降为特征，垂直向为－０．２２８ｍ。通过基于弹

性位错模型的形变模拟，发现在逆冲断层的上盘

还是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

在断裂带中部，Ｐａｔｈ４７３和Ｐａｔｈ４７４上，也

是就北川一带，断层两边表现为隆起，这不同于

ＮＥ段和ＳＷ 段。后两者在断层的西部，继断层

隆起之后，还有下沉的地区。但是根据同震ＧＰＳ

测量结果分析，断层中部的下盘整体运动趋势是

向西、向北和下沉运动。北向和下沉运动量位于

相同的量级水平，主要是以向西运动为主，运动量

比前两者要大一个量级，这是断层逆冲和右旋走

滑的表现。根据ＬＯＳ方向形变和地面位移之间

的关系，在地面西向运动占主导的情况下，卫星传

感器与地面点之间的ＬＯＳ向距离是缩短的。所

以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个地区看似隆起，其实是断

层下盘的下沉运动所造成。

在Ｐａｔｈ４７１上可以看到青川东侧有一个形

变隆起区域，ＬＯＳ位移最大达到０．５２０ｍ，位置与

５月２５日的青川６．４级余震相一致，这个区域的

形变应该受到此次余震的影响。断层下盘有喇叭

状的ＬＯＳ向隆起区，起于断裂带的东北端，开口

朝向广元市区域，幅度在０．３ｍ～１．０ｍ 之间。

该条带下盘ＬＯＳ向形变值与其他条带下盘位置

的形变走势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ＳＡＲ成像期间

电离层的剧烈扰动所造成的［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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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与犌犘犛观测值的比较

３．１　犔犗犛向形变与地面位移关系

为了定量评价ＩｎＳＡＲ观测的同震形变场，本

实验选用ＧＰＳ观测得到的同震位移来进行比较

分析。由于ＩｎＳＡＲ的成像特点，其形变观测结果

不能像ＧＰＳ观测一样直接利用，ＩｎＳＡＲ观测到

的位移变化是地面各个方向形变在ＬＯＳ向上的

投影，不同方向的形变贡献大小不同，称为干涉雷

达的ＬＯＳ向模糊问题。

不同轨道雷达干涉中地面３方向形变对犱ｌｏｓ

形变的贡献可以表示为［１２］：

犱ｌｏｓ＝－犝犲ｃｏｓｓｉｎθ＋犝狀ｓｉｎｓｉｎθ＋犝狌ｃｏｓθ（１）

　　用于比较的ＧＰＳ观测数据来自国家重大科

学工程“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项目组发布的汶

川地震ＧＰＳ同震位移场数据
［１４］。根据地面犈、

犖、犝３方向的运动分量与ＩｎＳＡＲ的ＬＯＳ方向观

测值之间的关系，可以计算出ＧＰＳ观测值在ＬＯＳ

向的形变，然后与ＩｎＳＡＲ获取的同震形变场进行

比较分析。

３．２　犐狀犛犃犚观测值质量评价

根据ＩｎＳＡＲ数据的覆盖范围、垂直位移可信

度较高的ＧＰＳ站点的空间分布，选取了１４个位于

断层下盘位置的ＧＰＳ观测值数据（表２），具体分布

如插页Ⅰ图３所示。本文中使用的ＧＰＳ同震位

移值已经去除了构造运动速度影响，但还包含地震

发生后到ＧＰＳ观测时刻这一时间段内的震后蠕滑

和非构造形变［１］。由于ＧＰＳ观测时间与ＳＡＲ成

像时间有所差别，所以ＧＰＳ观测值合成的ＬＯＳ向

地表形变值与ＩｎＳＡＲ观测得到的ＬＯＳ向形变场存

在一定的震前构造形变、震后构造运动、非构造运

动及震后滑动蠕变等的差别，特别是在近震区附近

震后滑动蠕变所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以及ＧＰＳ观

测值在垂直向的测量精度较低。所有这些原因都

会造成两类观测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

ＧＰＳ点位在Ｐａｔｈ４７３下盘上的分布最多，共

有８个观测值，分别是 Ｈ０３３、Ｈ０３５、Ｚ１２２、Ｚ１２６、

Ｈ０４４、ＭＹＡＮ、Ｈ０４８ 和 ＺＨＪＩ，这些点的 ＧＰＳ

ＬＯＳ向形变与ＩｎＳＡＲ观测得到的形变之间的关

系见插页Ⅰ图５。考虑到ＧＰＳ站点的空间分布，

断层下盘的８个点中，断层附近的３个站点

Ｈ０３３、Ｈ０３５、Ｚ１２２的偏差都比较大。其中的

Ｈ０３５和Ｚ１２２分别位于北川和安县位置，都是地

震的重灾区；而Ｈ０３３位于平武县南坝镇，也是地

震重灾区。其产生的原因考虑到具体情况，离断

层距离不同的点，受震后的蠕滑影响也不同，断层

下盘比较靠近断层的５个点在震后受蠕滑或余震

影响都比较大。对于Ｐａｔｈ４７４而言，通过对５个

ＧＰＳ观测值与ＩｎＳＡＲ观测值的比较发现，两者

之间符合得比较好，相关系数达到了０．９８８，两者

之间的关系如插页Ⅰ图５所示。而对Ｐａｔｈ４７５

的４个ＧＰＳ观值与ＩｎＳＡＲ观测值的比较发现两

类观测值之间符合得非常好，其相关系数达到了

０．９９９，两者之间的中误差为１．２ｃｍ，具体关系见

插页Ⅰ图５。本文结果再次验证了ＩｎＳＡＲ的高

精度形变监测能力，传统差分干涉形变量的精度

可以达到ｃｍ级；如果有独立大气水汽和电离层

数据对其进行大气改正，可望达到亚ｃｍ级
［１３］。

表２　犘犪狋犺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５区域内犌犘犛点的位移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Ｐａｔｈ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５

Ｐａｔｈ 点名
经度

／（°）

纬度

／（°）

东方向

位移／ｍ

北方向

位移／ｍ

垂直向

位移／ｍ

视线向

位移／ｍ

Ｈ０３３ １０４．８３ ３２．１８ －１．５２４－０．１４３－０．６６３０．４９６

４７３
Ｈ０３５ １０４．４４ ３１．８ －２．３７９ ０．４８１－０．６７５０．８４６

Ｚ１２２ １０４．４５ ３１．６９ －０．９４５ ０．４３９－０．４６６０．１４５

ＺＨＪＩ １０４．５５ ３１．０１ －０．２０３ ０．０７３－０．００５０．１０８

４７４
Ｈ０４８ １０４．４４ ３１．１６ －０．３０３ ０．０９９－０．０２５０．１５９

ＰＩＸＩ １０３．７６ ３０．９１ －０．５６３ ０．４２６－０．０８１０．２０５

４７５
ＰＩＸＩ １０３．７６ ３０．９１ －０．５６３ ０．４２６－０．０８１０．２２７

Ｚ２４６ １０３．５８ ３０．８７ －０．３７８ ０．３６６－０．１５６０．０５７

　　汶川地震属于以逆冲为主兼少量走滑的地震，

积累的应力释放非常缓慢，主震之后余震不断。这

些余震对利用ＩｎＳＡＲ技术获取的同震形变场有着

不可忽略的影响。例如，在 Ｈ０４４这个观测点上，

Ｐａｔｈ１７３和Ｐａｔｈ４７４震后影像时间获取仅间隔了

１７ｄ，在这段时间内，ＧＰＳ观测结果表明犈、犖、犝 方

向的变化值分别为０．０１６ｍ、－０．００５ｍ、－０．０５８

ｍ
［１４］。这个地表形变在卫星 ＬＯＳ向的投影为

０．０４９ｍ。由此可见，在利用ＩｎＳＡＲ技术获取汶川

地震同震形变场时，需要考虑到地震后的构造和非

构造运动（如滑坡）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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