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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永久散射体技术和短基线集法所需ＳＡＲ数据较多的问题，采用时间序列干涉图叠加法监测区域

地表沉降，提出利用结构函数作为判断因子提取出受大气扰动较小的干涉图用于叠加分析，以确保大气延迟

误差对地表沉降监测结果影响的最小化。利用１３景ＡＳＡＲ数据，研究了江苏省盐城市在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９０５

期间的地面沉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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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孔径雷达差分干涉测量（ＤＩｎＳＡＲ）具有

在大范围内实现亚ｃｍ级甚至ｍｍ级地表形变监

测的能力，且时空分辨率高、几乎不受云雨天气限

制，已成为区域地表形变监测的重要手段［１３］。常

规ＤＩｎＳＡＲ的监测精度受到空间去相关、时间去

相关、不同时相上大气折射扰动等３个不利因素

的影响［４，５］。对此，研究者提出了永久散射体技

术［６，７］和短基线集［８，９］方法。在ＳＡＲ 数据较少

时，这两种方法的应用都受到限制。干涉图叠加

方法［５，１０，１１］是专门针对大气延迟误差发展起来的

一种方法，它可以在较少数据量的时候进行，且干

涉对的空间垂直基线可以增加到３００ｍ左右，增

加了用于分析的干涉对数量，减弱了大气延迟误

差的影响，保证了监测精度。

本文利用干涉图叠加方法对盐城市区进行地

面沉降监测，实验数据为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９０５获取

的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在数据处理中，选用

空间垂直基线小于３００ｍ的干涉对进行差分干

涉处理；其次，基于结构函数挑选出受大气扰动影

响小的干涉对；然后，对相干性好的点进行干涉图

叠加分析，在相位解缠过程中采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网和最小费用流算法。

１　干涉图叠加法

一般认为，在ＩｎＳＡＲ干涉图中，大气特性在

空间１～２ｋｍ的距离范围内是相关的，而在时间

上的变化却是不相关的［６８］。根据这种观点，就可

采用基于时间序列的干涉图叠加法来提高形变信

息和大气干扰信号之间的信噪比。干涉图叠加法

的基本假设是在独立的干涉图中（即构成某一干

涉图的ＳＡＲ影像不再参与生成其他干涉图），大

气扰动的误差相位是随机、相等的，而区域上的形

变为线性速率［１０，１１］。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将多

幅独立干涉图对应的解缠相位叠加起来，所得的

形变相位信息对应着累加时间基线内的形变量。

叠加后的大气误差相位，却不是单幅干涉图中大

气相位误差随干涉图数量倍数增长的结果，而只

是干涉图数量的平方根倍增长的结果，由此提高

了叠加相位图中形变信息和大气误差项之间的信

噪比。

利用干涉图叠加方法得到的平均形变速率可

表示为［１１，１２］：

狏ｄｅｆｏ＝
λ·φｃｕｍ
４π·狋ｃｕ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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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狏ｄｅｆｏ为平均形变速率；λ为雷达波长；φｃｕｍ为

叠加的形变相位；狋ｃｕｍ为叠加的时间长度。与平均

形变速率对应的大气相位误差可表示为［１１，１２］：

Δ狏ｄｅｆｏ＝
λ·槡狀·犈
４π·狋ｃｕｍ

（２）

式中，Δ狏ｄｅｆｏ为大气相位误差；狀为被叠加的独立相

位图的数量；犈为与单幅干涉图对应的大气相位

误差。

如果干涉图的覆盖范围超过２ｋｍ，就有可能

在干涉图的不同位置，大气扰动引起不同的延迟

相位，造成研究区域内监测结果精度不一致。因

此，在进行干涉图叠加分析之前，需对干涉图中大

气延迟信号进行估计，挑选出区域内大气延迟较

小或者一致性较好的干涉图。本文采用结构函数

来定量描述干涉图中的大气特性，其计算公式

为［１３］：

犇狓（ρ）＝犈｛［狓（狉０，ρ）－狓（狉０）］
２｝ （３）

式中，狉０ 为空间坐标；ρ为位移距离。结构函数通

常可用幂律过程表示，即

犇狓（ρ）＝犆×ρ
α （４）

式中，犆为常数，反映了该过程的尺度大小；α为

幂律指数，当α＝０时，犇狓（ρ）＝犆（常数），表示样

本间相互独立。研究表明，尽管干涉图的绝对结

构函数值之间变化很大，但其中的大气延迟展示

出了相似的幂律特性，对于不同的空间范围，α在

２／３和５／３之间变化
［１４］。由式（４）可知，结构函数

幂律指数越接近０，样本间的相关性越小。忽略

热噪声引起的相位误差，假设数据处理过程足够

精确，那么，在干涉相位不包含大气相位时，结构

函数幂律指数应接近０，结构函数表现为纯块金

特性，结构函数应近似为一常数；反之，在包含大

气延迟时，结构函数有随距离变化的趋势。因此，

在利用干涉图叠加法进行后续分析时，应选用结

构函数随距离变化相对较小的干涉图。

２　数据处理

采用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９０５期间获取的盐城地

区１３景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进行实验。为减小

空间去相关和地形误差项的影响，选择空间垂直

基线小于３００ｍ的１８个干涉对进行差分干涉处

理。图１为获得的１８幅差分干涉图。

为了消除干涉图中地形相位的影响，利用３″

的ＳＲＴＭＤＥＭ数据、ＤＥＬＦＴ和ＤＯＲＩＳ精确轨

道数据反演只含有地形相位的数据。该ＤＥＭ 数

据的绝对高程误差小于１６ｍ，本文使用的干涉像

对的最大空间垂直基线约为３００ｍ，按照其高程

模糊度换算，理论上由ＤＥＭ 误差引入的误差相

位可达到１／２个干涉条纹周期。由于盐城地区处

于华东平原，地形起伏很小，而ＳＲＴＭＤＥＭ在平

原地区的高程精度比其他地貌区高，绝对高程误

差小于５ｍ。因此，研究中由ＤＥＭ误差引入的相

位误差可被忽略。

为了挑选出受大气扰动影响较小的干涉对，

采用结构函数估计干涉图的大气延迟信号。图２

为估计出的１８个干涉对结构函数值。从图２可

以看出，０３１２０５０１、０４０１０４０９、０４０９０５０９、０５０１

０６０２和０５０６０５１０这５幅干涉图结构函数随距离

图１　ＳＡＲ差分干涉图序列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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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较大，说明这５幅干涉图受到了强烈大气扰

动的影响，在干涉图叠加分析时应舍去。其他１３

幅干涉图的结构函数随距离变化相对较小，说明

受大气延迟也较小。为了提高结果中形变信息和

大气扰动的信噪比，选择受大气扰动影响较小的

干涉图作为叠加数据源。由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

没有干涉像对，分为两组进行叠加分析，２００３年

到２００５年的干涉对为第一组，累加时间为３．２ａ，

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的干涉对为第二组，累加时间

为１．６ａ。

图２　ＳＡＲ差分干涉图的空间结构函数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ｓ

在提取相干点目标时，首先，计算去除平地相

位后的干涉图；然后，采用自适应滤波器对干涉图

进行噪声抑制，并同时计算相干系数；最后，设定

阈值为０．５，选择在所有相干图中相干值大于０．５

的像素进行后续操作。图３为用于叠加分析的干

涉对的平均相干系数图。由图３可见，本文研究

区不但有相干性较好的居民区，还有大面积的农

田、水域和其他植被覆盖区等低相干地区。本文

采用了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和最小费用流算法，

对不能形成连通区域的高相干点进行解缠。利用

最小费用流法解缠时，利用图３显示的相干均值

图作为权重文件。分别对两组干涉对中的高相干

像元的解缠相位值进行累加，就得到这些高相干

像元所对应的地面形变相位。根据ＡＳＡＲＩＳ２成

像模式的参数进行换算，可得到在地表只有垂直

形变假设下的形变量。

３　沉降监测结果分析

图４和图５是根据式（１）求得的两组干涉对

的年平均形变速率。虽然研究表明，大气湿度

２０％的变化会为“两轨法”的形变结果带来约１０

ｃｍ的误差
［５］，但本文只选择了受到轻微的大气扰

动影响的干涉图用于叠加分析。在第一组干涉对

中，重复使用了０３１２、０４０９、０５０１、０５１０、０５１１这５

个时相的ＳＡＲ数据；在第二组干涉对中，重复使

用了０８１２、０９０２、０９０４、０９０５这４个时相的ＳＡＲ

数据。因此，实际上在这两组干涉对中只相当于

分别有４幅和２幅大气扰动相位完全独立的差分

干涉图参与了叠加操作。参照前人研究［１１］，假设

在参与叠加的各干涉图中大气扰动导致的形变误

差约为０．７ｃｍ（对应相位误差约为π／２）。根据本

文对大气扰动误差的假设和式（２），在图４、５中由

于大气扰动带来的绝对形变误差分别为４．４ｍｍ

和２．５ｍｍ。

由图４（ａ）和图５（ａ）可以看出，２００３１２～

２００５１１期间，盐城市总体表现为沉降趋势，且平

均沉降速率为－７．１ｍｍ／ａ，最大沉降速率为－

１８．５ｍｍ／ａ，最大上升速率为１２．４ｍｍ／ａ。由图

４（ｂ）和图５（ｂ）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１２～２００９０５期

间，盐城市总体也表现为沉降趋势，且平均沉降速

率为－４．３ｍｍ／季度，最大沉降速率为－１３．６

ｍｍ／季度，最大上升速率为７．６ｍｍ／季度。

为了详细分析盐城市主城区的沉降趋势，将

主城区的形变速率图叠加到城市交通图上，结果

如图６所示。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５１１期间，主要存在

４个沉降漏斗，如图６（ａ）中椭圆形的区域所示。

沉降漏斗１位于串场河小海北路段；沉降漏斗２

位于人民公园、人民北路与黄海中路所包围的区

域；沉降漏斗３位于双元路、盐马路、大庆中路与解

放南路所包围的区域；沉降漏斗４比较大，小洋河

与文港路之间的区域处于整体沉降趋势，在图中只

标出了在小洋河附近的沉降区域，因为这个区域的

沉降速率最大，可达－１２ｍｍ／ａ。据２００４年有关

资料显示，盐城市现有深层地下水开采井３１４０

眼，地下水开采总量为１．３１亿 ｍ３／ａ，因此这些沉

降漏斗与盐城市过度开采深层地下水有关。

分析图６（ｂ）可知，２００８１２～２００９０５期间，

盐城主城区的沉降漏斗有所转移，图６（ａ）中的沉

降漏斗１和２在图６（ｂ）中沉降速率减缓，图６（ａ）

中的沉降漏斗３的沉降速率也有所减缓，但在其

下方椭圆形区域内，即大庆中路与盐南西路之间

的沉降速率加大，最大沉降速率可达－１０ｍｍ／季

度。图６（ａ）中的沉降漏斗４所在的区域，即小洋

河与文港路之间的区域，沉降速率没有得到控制，

继续呈现出沉降趋势。

比较图６（ａ）和图６（ｂ）可以发现，小洋河与新

洋港所包围的区域，即图６中矩形区域，在２００３

１２～２００５１１期间处于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８１２～

２００９０５期间呈现出沉降趋势，且沉降速率较大，

可达－１２ｍｍ／季度，在以后的监测中应对这一区

域进行重点监测。

３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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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苏省水利厅调查，从２００５年开始，盐城

市又迎来了地下水开采的第二个高峰期，为了减

小地下水过度开采对盐城市地表形变的影响，对

地下水的开采布局进行了重新规划［１５］。由此导

致２００８１２～２００９０５期间，盐城主城区的沉降漏

斗有所转移，形成新的沉降漏斗区域，且局部区域

沉降速率有加快趋势。由此验证了本文的监测结

果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图３　平均相干系数图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ｐｓ
　　　　　　　　　

图４　形变速率图

Ｆｉｇ．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Ｍａｐｓ

　　　　　
图５　形变速率统计

Ｆｉｇ．５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图６　盐城主城区沉降速率图

Ｆｉｇ．６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ＭａｐｓｏｆＹａｎｃｈｅｎｇＣｉｔｙ

４　结　语

１）盐城市主城区在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５１１期间

主要存在４个区域性沉降漏斗，平均沉降速率为

－７．１ｍｍ／ａ；在２００８１２～２００９０５期间，盐城市

主城区的沉降漏斗有所转移，出现了新的沉降漏

斗，平均沉降速率为－４．３ｍｍ／季度，且局部区域

沉降速率加剧。

２）利用时间序列干涉图叠加法，在数据量较

少的情况下，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数据相干性差

的困难，得到区域平均形变速率图，进而识别沉降

中心，分析区域上的相对形变。该方法所获得的

地面沉降信息对水准和ＧＰＳ点位的设置具有指

导意义。

３）本文提出采用结构函数法分析干涉图大

气扰动影响的大小，根据结构函数挑选出受大气

影响较小的干涉对进行叠加分析，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减少大气延迟误差对监测精度的影响。

４）利用时间序列干涉图叠加法，不能有效地

将地表形变信息与大气延迟误差分离开来，尚需

地面实测数据来校验其绝对形变值。

随着更多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的获取，未来

将研究新的算法分离出大气延迟相位，增加监测

结构的可靠性。此外，在有水准或ＧＰＳ监测数据

的情况下，将利用本文监测的结果与其进行比较，

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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