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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宽幅雷达成像模式可监测大范围地震形变，但该模式与条带成像模式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深入

分析了图像拼接、大气效应校正和大地水准面差距改正等方面的关键技术，提出了基于配准加权的拼接方法

和基于ＥＧＭ９６的大地水准面差距改正方法，分析了适应于宽幅ＳＡＲ干涉的大气校正模型。在此基础上，对

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宽幅数据干涉测量成果进行了校正，并分析了汶川地震和于田地震的宽域形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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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载宽幅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是利用合成

孔径雷达卫星多条带同步扫描模式观测地表而获

取几何信息的技术，又被称为宽幅ＳＡＲ（ｗｉｄｅ

ｓｗａｔｈＳＡＲ，又称ＳｃａｎＳＡＲ）干涉测量。该方法

相对于其他模式干涉测量而言分辨率较低，但具

有重访周期短和扫描带宽的优点。

为了能使宽幅数据与ＩＭ数据一样进行地表

形变监测，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并取得了大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

果［１１３］，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① 成

像算法［１２］；② 去相干性研究
［３６］；③ 干涉方法研

究［８１３］。很多研究者根据宽幅数据的特点，研究

了其干涉方法，获取了Ｂａｍ地震、夏威夷等宽域

形变场，其主要内容是获取形变场，但对影响形变

场结果的一些算法技术如图像拼接、去相干性分

析、配准、大气效应校正和大地水准面差距改正等

方面并未作深入分析和验证。本文对上述星载宽

幅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的技术瓶颈进行了深入

分析，利用ＥＮＶＩＳＡＴ宽幅数据干涉测量获取了

汶川地震和于田地震的宽域形变场。

１　宽幅犛犃犚干涉处理的基本原理

宽幅ＳＡＲ干涉测量，除了幅宽必须考虑地球

曲率的影响外，在扫描子条带数据块内其干涉测

量原理与条带ＳＡＲ干涉类似，干涉图像的相位可

记为：

φ＝φｇｅｏ＋φｔｏｐｏ＋φｄｅｆｏ＋φａｔｍ＋φｎｏｉｓｅ （１）

式中，φｇｅｏ为平地效应；φｔｏｐｏ为ＤＥＭ 高度引起的相

位；φｄｅｆｏ为地表形变引起的相位；φａｔｍ为大气折射

引起的相位；φｎｏｉｓｅ为ＳＡＲ系统噪声所带来的相

位值。

２　宽幅犛犃犚干涉监测关键技术

２．１　子条带干涉图拼接

尽管相邻子条带的采集时间几乎相同，但由

于ＳＡＲ卫星与地面目标距离的变化和距离向带

宽的不同，另外，在进行数据处理时经常是分子条

带进行成像处理而导致其多普勒中心频率不同，

故相邻子条带重叠区域的相干性和分辨率皆不相

同，因此，“叠片”式拼接方法会导致拼接痕迹。本

文提出了基于配准加权的子条带干涉图拼接法，

有效地避免了基于成像几何关系带来的拼接痕

迹，主要分为配准和加权两个主要部分。

欲拼接子条带而形成整个干涉图，则必须先

将两个子条带的重叠区配准，子条带拼接在形成

子条带干涉图和相干图之后进行。因此，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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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区配准时，可采用相干系数法。由于这种计

算方法既考虑了ＳＬＣ数据的振幅信号，又顾及到

了相位信号，判断配准的依据十分充分。

在进行子条带重叠区的配准之后，需要将重

叠区的干涉图进行融合。本文选用加权方法，在

确定权值后，可利用重叠区的干涉图乘以相应的

权再加上另一个重叠区乘以相应的权，从而得到

最终融合后的干涉图。

２．２　大地水准面差距影响的去除

利用ＤＥＭ数据来进行差分处理是一种最常

用的方法之一，常用的ＤＥＭ 数据主要有ＳＲＴＭ

和ＧＤＥＭ，高程基准是ＥＧＭ９６。但是卫星轨道

参数计算的雷达差分干涉测量基准在 ＷＧＳ８４等

参考椭球面上，两者的起算基准并不一致，会对形

变结果带来影响。以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为例，其卫

星高８００ｋｍ，视角为２３°，则２０ｍ的垂直基线和

２０ｍ的大地水准面差距相对差会带来０．６ｍｍ

的影响。对于ＩＭ 模式差分干涉测量而言，由于

其范围较小，大地水准面差距几乎是一个常数，故

可不考虑其影响。相对于ＩＭ 模式而言，Ｓｃａｎ

ＳＡＲ数据覆盖范围大好几倍，不能忽略不计大地

水准面差距对结果的影响。

２．３　大气效应校正

所谓大气效应是指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

其传播路径和速度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延迟变

化。为了降低或去除大气效应对宽幅干涉测量结

果的影响，有必要分析基于ＤＥＭ和 ＭＥＲＩＳ数据

的大气效应校正方法对宽幅ＳＡＲ干涉的影响量

级及改正效果。

基于ＤＥＭ的大气效应改正方法基本思想是

根据大气效应与地形即地面高度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建立基于ＤＥＭ的函数模型，从而对ＳｃａｎＳＡＲ

差分干涉图中的大气效应进行校正。

欲建立基于ＤＥＭ 的大气效应校正模型，最

简单的方法是线性回归模型，即

Δφ
ｔｒｏｐ

ＤＥＭ ＝犪０＋犪１犎（狓，狔） （２）

式中，Δφ是大气效应所导致的延迟相位；犪０、α１ 是

待求的参数；犎（狓，狔）是ＤＥＭ 在坐标（狓，狔）处的

高程。

相比其他基于外部数据如 ＭＯＤＩＳ的大气效

应校正方法而言，利用 ＭＥＲＩＳ 数据来校正

ＡＳＡＲ 干涉图中的大气效应更具有优势，因为

ＡＳＡＲ成像时间和获取 ＭＥＲＩＳ数据的时间完全

一致，空间分辨率跟ＳＡＲ 数据最接近，尤其是

ＳｃａｎＳＡＲ干涉图的分辨率与其更为接近。

利用 ＭＥＲＩＳ来校正大气效应的基本思想是

利用与ＳＡＲ数据扫描时间对应的两景 ＭＥＲＩＳ

数据经过配准分辨率统一后进行差分而得到差分

后的大气信息，再利用函数模型将其转换为路径

延迟，然后再把该路径延迟量从ＳｃａｎＳＡＲ差分干

涉图中减去，从而达到校正大气效应的目的。利

用 ＭＥＲＩＳ数据来校正ＳｃａｎＳＡＲ干涉图的大气

效应，主要涉及了去云和空间插值、配准、差分和

转换大气延迟等步骤。

３　犛犮犪狀犛犃犚干涉测量监测大范围地

震形变场

３．１　汶川地震形变场获取与分析

汶川大地震破裂带长约３００ｋｍ，全覆盖至少

需要７个条带的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数据，或者５

个条带的ＡＳＡＲ的ＩＭ 数据，利用多条带拼接数

据获取汶川地震的同震形变场，存在严重的轨道

偏差，最终导致形变场的不连续，从而影响震源特

征分析。本文选取了欧空局的ＳｃａｎＳＡＲ模式的

ＡＳＡＲ数据来获取形变场，见表１，其分辨率为

１５０ｍ，幅宽约为４０５ｋｍ×４０５ｋｍ。

表１　获取汶川地震形变所使用的犛犮犪狀犛犃犚数据

Ｔａｂ．１　Ｓｃａ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ｓｔｏＧｅ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序号 拍摄时间 升降轨 轨道 框架 垂直基线

１ ２００８０１２５ 犇 ２４７ ２９８８
５１．９５

２ ２００８０６１３ 犇 ２４７ ２９８８

　　由于ＳｃａｎＳＡＲ数据形成干涉时易失相干，从

而导致干涉相对减少，故获取汶川地震形变主要

采用两轨差分，所选数据是ＧＤＥＭ。

在汶川ＳｃａｎＳＡＲ数据所覆盖的区域，采用

ＥＧＭ９６的３６０阶计算了水准面差距并进行了换

算。通过计算，在该区域水准面差距最大值与最

小值分别为－２８．７８ｍ和－４２．９８ｍ，两者之间相

差１４．２ｍ，其整个区域水准面差距等值线见图１。

图１　汶川地区水准面差距等值线

Ｆｉｇ．１　ＩｓｏｌｉｎｅｏｆＧｅｏｉ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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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ｎＳＡＲ数据的成像近远地距相差较大，考

虑到地球曲率影响，其精确配准难度有所增加，基

于能量（振幅或灰度）的影像匹配方法、基于相位

的影像匹配方法和基于复数（振幅和相位）的影像

匹配方法等配准方法在ＳｃａｎＳＡＲ数据的配准效

果不理想，有时甚至不能形成干涉图。为了能形

成稳健可靠的干涉图，使配准精度小于０．２像素，

本文采用了基于 ＤＯＲＩＳ精密轨道和外部 ＤＥＭ

的联合配准方法。

将各个子条带的干涉图进行拼接处理，得到

整个成像区域的干涉图，然后利用获得的缠绕干

涉图减去平地相位和地形相位后得到差分干涉

图，如图２是解缠后的差分干涉图。

图２　汶川地震的ＳｃａｎＳＡＲ干涉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ａｎＳＡ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根据图２的相位图和空间成像几何关系，可

将ＩｎＳＡＲ观测值转换成视线向形变量，如图３。

由于中间是非相干区，故分别以图像左上角和右

下角的某点为基准点进行了解缠，并分别得到了

两种情况下的视线向形变图。图３是以右下角为

原点解算后得到的视线向形变场。从图３可以看

出，此次地震导致的形变范围很大，即使断层上盘

的阿坝地区也有一定的变形；而下盘相对而言，其

变形范围要窄一些，在成都大约有０．１ｍ 的变

形。为了更好地分析变形情况，作了图３中线所

示的变形剖面，如图４。其中图４（ａ）是以右下角

某点为基准点解缠得到的剖面，图４（ｂ）是以左上

角某点为基准点解缠得到的剖面。根据变形剖

面，在该剖面上，非相干区长约８０ｋｍ，在断层的

左侧即断层上盘变形值最大为０．４８ｍ，下盘变形

最大值为０．４１ｍ。比较而言，下盘的变形范围较

窄，但是其在垂直于断层附近的形变梯度却很大。

３．２　于田形变场获取与分析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

区于田县发生了 Ｍｓ７．３级地震，震中西北距和田

市约２２５ｋｍ，北距于田县１２０ｋｍ。震中位于人

迹罕至的昆仑山区，海拔高度５０００ｍ以上，人烟

稀少。该地震破坏性较强，破裂涉及多个块体。

图３　基于ＳｃａｎＳＡＲ干涉的汶川地震

形变场（地理编码后）

Ｆｉｇ．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ａｎＳＡＲＩｎｔｅ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ａｆｔｅｒＧｅｏｃｏｄｉｎｇ）

图４　ＳｃａｎＳＡＲ获取的汶川地震形变剖面

Ｆｉｇ．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本文选取了欧空局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的Ｓｃａｎ

ＳＡＲ的ＡＳＡＲ数据来获取于田地震形变场，共５

景数据如表２（地震前３景，地震后２景）。

表２　用来获取于田地震形变的ＳＡＲ数据

Ｔａｂ．２　Ｓｃａ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ｓｔｏＧｅ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轨道号 拍摄时间 升降轨 扫描模式 极化方式

２００７０５０３ 降轨 ＷＳＳ ＨＨ

２００７０６０７ 降轨 ＷＳＳ ＨＨ

４３４ ２００７１１２９ 降轨 ＷＳＳ ＨＨ

２００８０４１７ 降轨 ＷＳＳ ＨＨ

２００８０５２２ 降轨 ＷＳＳ ＨＨ

　　差分处理仍然选择 ＧＤＥＭ 数据，在于田

ＳｃａｎＳＡＲ数据所覆盖的区域，基于ＥＧＭ９６对大

地准面差距进行了计算，在该区域水准面差距最

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６２．３ｍ和－１９．８ｍ，两者

之间相差４２．５ｍ，其整个区域水准面差距等值线

见图５。

将各个子条带的干涉图进行拼接处理，得到

整个成像区域的干涉图，利用获得的缠绕干涉图

减去平地相位和地形相位后得到差分干涉图，如

图６所示。图６（ａ）是解缠前的差分干涉图，

图６（ｂ）是解缠后的差分干涉图。该差分干涉图

是利用２００７１１２９和２００８０４１７的两景数据差

分得到的，其垂直基线是７５．６ｍ。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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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于田地区水准面差距等值线

Ｆｉｇ．５　ＩｓｏｌｉｎｅｏｆＧｅｏｉ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Ｙｕｔｉａｎ

图６　于田地震差分干涉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ａｎＳＡＲＩｎｔｅ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ｏｆ

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由图６可知，干涉图反映了于田地震形变场

的全貌及发震断层的位置，该区域大致分成了两

个区域，中间是非相干区域，于田地震带位于此非

相干区。造成非相干的原因是该区域的形变梯度

超过了ＡＳＡＲ的Ｃ波段监测能力，即在两次成像

期间，相邻两像元的形变超过了π弧度，则ＳＡＲ

雷达的回波信号不会相干，在相干图表现为纯噪

声。另外，地震所导致的泥石流、滑坡和植被破坏

也将导致非相干。在非相干区左侧是地震的下

盘，其右侧则是地震的上盘，这两个区域的干涉条

纹随着远离断层距离增加而越来越稀疏，但断层

上盘形变衰减很快，而下盘衰减却较慢。另外，注

意到在图６右上角区域，即使远离断层的情况下

也残存条纹。

为了验证这些干涉条纹是否由地震变形引

起，笔者选取地震前后的另外两景数据进行了干

涉处理，得到了其差分干涉图，其结果见图７。

图７（ａ）是垂直基线为２．８７ｍ 的情况下的干涉

图，未减去ＤＥＭ；图７（ｂ）是地震前两景数据的干

涉结果。

将图６解缠后的差分干涉图地理编码后，可

将ＩｎＳＡＲ观测值转换成视线向形变量，图８中间

部分是非相干区。从图８可以看出，于田地震的

断裂带长约为８０ｋｍ，在断层的左侧即断层下盘

变形值最大为０．３２ｍ，上盘变形最大值为－０．４１

图７　于田地震其他数据的差分干涉图（未解缠）

Ｆｉｇ．７　Ｏｔｈ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ｏｆ

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ｍ，上盘与下盘比较而言，上盘的变形范围较窄，

但是其在垂直于断层附近的形变梯度却很大。

图８　地理编码后的于田地震形变图

Ｆｉｇ．８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ｆｔｅｒＧｅｏｃｏｄｉｎｇ

４　结　语

本文深入分析和研究了星载宽幅干涉测量监

测大范围地震形变涉及的几个主要误差源。根据

宽幅ＳＡＲ所获取的形变场，于田地震上盘形变场

最大值是０．３２ｍ，下盘最大值是－０．４１ｍ；汶川

地震形变场巨大，且非相干区也较大，较完整地反

映了地震远场的形变趋势，但是相应的监测精度

还需要其他大地测量手段进行验证。

尽管星载宽幅ＳＡＲ干涉测量易受到非相干

性因素的影响而造成断裂带区失相干，但是通过

利用其获取的汶川地震和于田地震的宽域形变

场，对汶川、于田地震的发震机理和地球动力学具

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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