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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无需外部数据的新同震形变偏移量计算流程。以２００３年伊朗巴姆里氏６．６级地震为例，

利用两景震前无形变数据证明了新方法的精度较传统方法提高了０．２２４个像素。利用震前震后两景数据计

算了方位向同震形变场，与Ｏｋａｄａ模型模拟得到的方位向同震形变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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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发生前后获取的两幅ＳＡＲ图像，其对应

像素之间会沿距离向和方位向发生偏移。这些偏

移量包含地震引起的同震形变、两次成像姿态不

同导致的轨道偏移量和地形起伏引起的地形偏移

量［１］。其中，地形偏移量在计算过程中通常不予

考虑［２］，因此，要得到同震形变偏移量，只需将轨

道偏移量从总的偏移量中去除。

已有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２４］：首先利用强度

相关法估计总的偏移量；然后根据若干轨道偏移

量已知的点，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一个双线性模

型作为整幅图像的轨道偏移量［５］；最后将总的偏

移量与拟合的轨道偏移量相减得到同震形变。然

而，上述算法流程复杂，且需要已知一些点的轨道

偏移量。对于缺少已知数据时，该算法的精度将

大大降低。

１　新的偏移量估计流程

当研究区域内缺少轨道偏移量数据时，传统

流程［３４］采用的是，从ＳＡＲ图像上提取若干稳定

点（假设这些点的形变为零，则估计的该点的偏移

量为轨道偏移量）的方法获取轨道偏移量，然而这

样得到的轨道偏移量值并不准确［６７］，这会使最终

的形变结果产生误差。

针对传统流程的上述缺陷，本文提出了一种新

的同震形变计算流程：① 采用基于稳定区域的配

准方法将从影像配准至主影像的坐标格网上；②

利用强度相关法估计配准后的主从影像的偏移量。

１．１　基于稳定区域的配准方法

基于稳定区域的配准方法是指，首先在主影

像上设置一系列均匀格网点作为配准联系点，然

后将落在形变区域内的配准联系点剔除掉，最后

利用ＳＡＲ强度相关法
［６７］配准，其步骤如下。

１）对筛选过的格网点，利用相关系数法
［７］搜

索同名点、计算偏移量，并根据这些联系点的偏移

量，拟合式（１）所示的配准多项式
［６］：

ｏｆｆｓｅｔ＝犃０＋犃１ｒａｎｇｅ＋犃２ａｚｉｍｕｔｈ＋

犃３ｒａｎｇｅａｚｉｍｕｔｈ （１）

　　２）根据拟合的结果，将偏移量估值中远离拟

合值的点剔除掉，再根据精选后的联系点偏移量

重新拟合配准多项式，这样重复操作多次，目的是

消除偏移量估值中的错误估值［６］，提高配准精度。

３）根据精化的配准多项式对从影像进行重

采样。

１．２　利用强度相关技术估计重采样后的从影像

和主影像的偏移量

对采用上述方法精确配准后的主从影像进行

偏移量估计，得到的结果便是同震形变量。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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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新方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

２　实例研究

２．１　实验区域简介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巴

姆古城发生 Ｍｓ６．６级地震，震中经纬度为２９．０１°

Ｎ，５８．２６°Ｅ。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地震发生后，多家机构利用ＤＩｎＳＡＲ技术

获取了此次地震在距离向的同震形变［８９］，然而，

ＤＩｎＳＡＲ技术对于方位向形变则无法探测。利

用偏移量估计的方法可以成功获取方位向的同震

形变，然而已有的偏移量结果大都采用了传统流

程［４１０］，本文将分别采用传统流程和新流程对该

地震案例进行实验。

２．２　无形变干涉图实验结果及精度分析

为了说明新方法具有更高的计算精度，本文

选取了两景地震发生前的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

实验所用数据的相关参数如表１所示。实验分别

按照传统方法和新方法进行计算。由于所用的两

景数据均为震前数据，并不包含同震形变，故可认

为此时得到的两个结果为这两种方法的计算误

差，如图２、图３所示。对两个误差进行统计分

析，得到它们的均方误差如表２所示。

表１　实验所用数据的相关参数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

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主影像

获取时间

从影像

获取时间

时间间隔

／ｄ

垂直基线

／ｍ

数据

类型

２００３１２０３ ２００３０６１１ １７５ ４７６ 降轨

表２　两种方法均方误差对比

Ｔａｂ．２　ＭＳ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传统方法 新方法 改进值

均方误差／像素 ０．３３２ ０．１０８ ０．２２４

２．３　犅犪犿地震区实验过程及结果

利用新方法对巴姆地区震前震后两景Ｅｎｖｉ

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进行处理，实验所用数据的参数

图２　新方法偏移量误差图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

图３　传统方法偏移量误差图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如表３所示，得到巴姆地震的方位向同震形变场，

如图４（ｂ）所示。

表３　实验所用数据的相关参数

Ｔａｂ．３　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Ｒ

Ｉｍａｇ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主影像

获取时间

从影像

获取时间

时间间隔

／ｄ

垂直基线

／ｍ

数据

类型

２００３１２０３ ２００４０２１１ ３８ ２ 降轨

　　图４（ａ）为整个影像区域内的偏移量图，黑色

矩形区域为震中附近形变区域。

图４　新方法结果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

为了对比新方法和传统方法，本文利用传统

流程对该组数据进行实验。图５（ａ）为传统流程

得到的偏移量图（黑色矩形区域为震中附近形变

区域）；图５（ｂ）为拟合的轨道偏移量；图６为传统

方法获取的方位向同震形变图。

２．４　新方法与传统方法实验比较

对比图６可以看到，传统方法的结果中含有

更多的奇异点（奇异点即计算错误的点，如在下降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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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传统方法结果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一侧，出现的形变值大于零的点；而在上升一侧，

出现的形变值小于零的点）。对图６的区域１和

２进行奇异点数统计，结果如表４所示。结果显

示，新方法奇异点明显少于传统方法。

图６　方位向同震形变图

Ｆｉｇ．６　Ａｚｉｍｕｔｈ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表４　两种方法突变点数统计

Ｔａｂ．４　ＪｕｍｐＰｏｉｎｔｓ’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奇异点数 传统方法 新方法

区域１ ６６７０ ３７１０

区域２ ２９８２ １６９３

　　为了进一步说明新方法的计算精度，本文利

用Ｏｋａｄａ模型
［１１］模拟了巴姆地震地表在方位向

的同震形变，选用的震源参数为 Ｆｕｎｎｉｎｇ等于

２００５年根据单一断层反演得到的数据
［１２］。模拟

的方位向同震形变场如图７所示，将模拟结果与

传统方法和新方法作差，得到两种方法的误差，结

果如图８所示。从图８中可以看到，由于偏移量

方法本身的误差，在断层附近，两种方法均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误差，但是在断层周围区域可以看到，

新方法误差明显小于传统方法。在震中２０ｋｍ×

２０ｋｍ区域内，分别对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误差

统计，发现传统方法的均方误差为０．２１ｍ，而新

方法仅０．１３ｍ，较传统方法改进了０．０８ｍ。

对Ｏｋａｄａ模拟结果、新方法计算结果、传统

方法计算结果沿断层近似垂直和平行两方向取剖

面线犃、犅（图７），分别对三者作剖面图分析，对比

结果如图９。图９直观地反映了新方法的趋势与

Ｏｋａｄａ模型模拟结果更加吻合。

图７　Ｏｋａｄａ模型模拟的方位向同震形变图

Ｆｉｇ．７　Ａｚｉｍｕｔｈ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Ｏｋａｄａ

图８　两种方法的误差图

Ｆｉｇ．８　Ｅｒｒｏｒ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９　跨断层剖面结果比较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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