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８期

２０１１年８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０７４００５）；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９ＡＡ１２Ｚ３１７）。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８０９２８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永久散射体与短基线雷达干涉测量在
城市地表形变中的应用

周志伟１　鄢子平２　刘　苏３　李振洪１

（１　格拉斯哥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学院，英国格拉斯哥，Ｇ１２８ＱＱ）

（２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编辑部，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３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生产处，盘锦市兴隆台区石油大街９８号，１２４０１０）

摘　要：在介绍永久散射体与短基线集雷达干涉测量方法的基础上，以辽宁省盘锦市为例，运用两种方法研究

了其市区地表形变特征。对比升降轨永久散射体方法与短基线方法所得到的形变平均速率和时序分析可知，

两种方法所得的研究区域的地表形变趋势较为可靠，且以垂直沉降为主，新城区是最大沉降区域，最大下沉速

率达２０ｍｍ／ａ，其他区域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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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ＩｎＳＡＲ技术已被成功地应

用于多种地表形变监测中，包括火山活动、地震活

动等所引起的地表形变［１］。相比传统的地表形变

监测技术（如ＧＰＳ与水准测量），ＩｎＳＡＲ观测技术

能在相对较低成本的情况下，能大范围 （如１００ｋｍ

"１００ｋｍ）、高空间分辨率（如２０ｍ "２０ｍ）地对目

标区域进行ｃｍ级至亚ｃｍ级的二维或三维形变监

测。特别是近几年发展的最新ＩｎＳＡＲ监测技术，

如永久散射体雷达干涉测量（ＰＳＩｎＳＡＲ）、短基线

集雷达干涉测量（ｓｍａｌｌ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ＢＡＳ），能

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多幅雷达影像，利用时序分析技

术较好地减弱传统ＩｎＳＡＲ技术中的几个主要误差

源的影响，如时间与空间的失相干、大气扰动

等［２５］。另一方面，过去近２０年来，重复轨道星载

雷达成像系统已为长时间序列分析提供了丰富的

数据集［１，６］。本文旨在利用ＰＳＩｎＳＡＲ和ＳＢＡＳ

ＩｎＳＡＲ技术分析辽宁省盘锦市的升降轨Ｅｎｖｉｓａｔ

ＡＳＡＲ数据，研究其市区地表形变特征。

１　永久散射体雷达干涉测量（犘犛犐狀

犛犃犚）

　　２００１年，Ｆｅｒｒｅｔｔｉ等人首次提出并验证了ＰＳ

ＩｎＳＡＲ技术
［２］。在一组长时间序列相干ＳＡＲ影

像内，一般选取高相干性且较为稳定的点为ＰＳ

点，其受空间与时间去相干的影响小。基于这些

稳定的ＰＳ点，根据模型可推导出较可靠的相位

信息，从而获得较为精确的地表形变信息。自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提出以来，不同的ＰＳ处理相关算

法相继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算法是通过

分析一系列干涉条纹图的幅度稳定性来选取和确

定ＰＳ点，这种算法比较适合有大量人工建筑的

城区，而在其他区域可选取的可靠ＰＳ点较少。

２００４年，Ｈｏｏｐｅｒ提出了一种新的ＰＳ算法，该算

法主要基于相位的特征选取幅度值变化较小且相

位稳定的点作为ＰＳ点，而这些点往往不能被基于

幅度的ＰＳ点选取算法所确认
［７］。实例证明，后一

种算法能选取非人工建筑而相位稳定的散射点，且

能应用于常规ＰＳ算法不能处理的区域，极大延伸

了ＰＳ技术的应用范围。其基本原理为：先对干涉

条纹图通过幅度特征筛选ＰＳ候选点，再通过估计

ＰＳ候选点的相位稳定性来确定最终的ＰＳ点，去

除ＤＥＭ误差后，对相位进行几何校正，接着采用

三维解缠的办法进行相位解缠，最后通过时域上的

高通滤波和在频域上的低通滤波去除残余ＤＥＭ

误差、大气干扰与轨道误差的影响［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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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犖＋１幅ＳＡＲ影像，选取其中一幅基线

较为合适的影像作为主影像，可生成犖 幅干涉条

纹图，利用已知ＤＥＭ 去除地形相位的影响。基

于幅度特征筛选ＰＳ候选点的模型，采用Ｆｅｒｒｅｔｔｉ

在２００１年提出的幅度分布指数（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ｄｉｓ

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犇犃
［５］：

犇犃 ≡σ犃／μ犃 （１）

其中，σ犃、μ犃 为犖 幅干涉条纹图幅度值的均值与

方差。根据初设阈值可选择ＰＳ候选点，其值越

大，得到的候选点越多。在得到ＰＳ候选点后，分

析其相位稳定性来筛选最佳的ＰＳ点，基本模型

如下：第犻幅干涉条纹图中第狓个ＰＳ候选点的干

涉相位可表示为：

φ狓，犻 ＝φｄｅｆ，狓，犻＋φα，狓，犻＋φｏｒｂ，狓，犻＋φε，狓，犻＋狀狓，犻

（２）

其中，φｄｅｆ为雷达视线方向的形变相位；φα 为大气

扰动相位；φｏｒｂ为卫星轨道误差相位；φε 为残余地

形影响相位；狀为其他影响相位，如热噪声等。

现假设φｄｅｆ、φα、φｏｒｂ在一定距离犔 内空间相

关，φε、狀与此距离不相关，其均值为零，则第狓个

ＰＳ候选点半径犔内的所有ＰＳ候选点的平均相

位值为：

珔φ狓，犻 ＝珔φｄｅｆ，狓，犻＋珔φα，狓，犻＋珔φｏｒｂ，狓，犻＋珔狀狓，犻 （３）

其中，珔狀狓，犻为均值狀狓，犻、φε，狓，犻的和，假设其值较小。

若φε值较小可忽略不计，式（２）与式（３）相减得：

φ狓，犻－珔φ狓，犻 ＝φε，狓，犻＋狀狓，犻－珔狀′狓，犻 （４）

其中，珔狀′狓，犻＝珔狀狓，犻＋（珔φｄｅｆ－φｄｅｆ）＋（珔φα－φα）＋（珔φｏｒｂ－

φｏｒｂ），而ＤＥＭ 误差造成的相位影响与垂直基线

成正比：φε，狓，犻＝犅⊥，狓，犻·犓ε，狓，将此式代入式（４），

经最小二乘可求得犓ε，狓。

现定义ＰＳ候选点狓的时间相干性为：

γ狓 ＝ （１／犖）∑ｅｘｐ｛犼（φ狓，犻－珔φ狓，犻－^φε，狓，犻）｝

（５）

其中，犖 为干涉图像的个数；^φε，狓，犻为ＤＥＭ 误差引

起的相位。假设珔狀′狓，犻值较小，γ狓 可以用于估计像

元相位的稳定性，从而可以判断此像元是否为有

效的ＰＳ点
［５，７］。

筛选得到ＰＳ点后，先去除ＤＥＭ误差所造成

的影响，则式（２）变成：

φ狓，犻－^φε，狓，犻 ＝φｄｅｆ，狓，犻＋φα，狓，犻＋φｏｒｂ，狓，犻＋

φ′ε，狓，犻＋狀狓，犻 （６）

其中，φ′ε，狓，犻为犓ε，狓估计不准确而引起的ＤＥＭ 残

余误差。此时由于相邻ＰＳ点的相位差绝对值一

般来说都小于π，可以进行相位解缠。在此ＰＳ方

法中，采用了三维的相位解缠方法。该方法首先

对每一个ＰＳ点计算时间相位差，即得到每一时

间段间的相位，然后对每一时间段内的相位基于

一个ＰＳ参考点采用交互式的最小二乘方法进行

空间上的二维解缠。相位解缠后，式（６）中的大气

影响相位、轨道影响相位非形变部分看作在时间

上非相关，在时域上通过高通滤波和在频域上进

行低通滤波可以估计这些空间相关的误差，最终

得到形变相位。

２　短基线雷达干涉测量 （犛犅犃犛）

２００２年，Ｂｅｒａｒｄｉｎｏ等人首次探讨了短基线

干涉测量，并验证了其在地表形变中的应用［３］。

其基本原理为：应用奇异值分解来连接由长基线

造成的相互独立的ＳＡＲ影像，形成短基线ＳＡＲ

影像集合，以增加数据获取的采样率，从而可在已

有的ＳＡＲ影像数据集中形成若干小集合，每个小

集合内ＳＡＲ影像间的基线较小，集合间ＳＡＲ影

像的基线较大，在小集合内，地表形变信息利用最

小二乘方法求解。在此基础上，Ｈｏｏｐｅｒ于２００８

年提出了新的ＳＢＡＳ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首先

根据相干性条件选择最佳的影像对，并确保各影

像对形成的网络中没有孤立的影像，然后生成干

涉条纹图，接着对干涉条纹图进行方位向与距离

向的滤波处理，运用式（１）来选慢失相干的相位

（ｓｌｏｗｄ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ｐｈａｓｅ，ＳＤＦＰ）
［９］的候

选点，最后依据候选点的相位特征来筛选最佳的

ＳＤＦＰ点，据此来估计形变。影像对选取的相干

性模型如下：

γ＝ １－
Δ犜
犜（ ）
ｍａｘ
× １－

Δ犅⊥

犅⊥
（ ）

ｍａｘ

（７）

其中，Δ犜、Δ犅⊥分别为两影像间的时间基线和空

间基线；犜ｍａｘ、Δ犅⊥ｍａｘ分别为最大的时间基线与空

间基线。

ＳＤＦＰ候选点的选取与ＰＳ候选点的选取方

法相同，如式（１）所述，但最终的选取算法略有不

同。ＳＢＡＳ方法中，ＳＤＦＰ点的选取模型如下：

γ狓 ＝
１

犖 ∑
犖

犻＝１

ｅｘｐ｛ －槡 １（φ狓，犻－珘φ狓，犻－Δ^φ
狌
θ，狓，犻）｝

（８）

其中，φ狓，犻是第犻幅干涉条纹图中第狓个ＳＤＦＰ候

选点相位；珘φ狓，犻为空间相关所造成的失相干相位；

＾
φ
狌
θ，狓，犻为视角误差相位；犖 为干涉条纹图总数，详

见文献［５，９］。在得到ＳＤＦＰ点，去除ＤＥＭ 误差

的影响后，相位解缠方法、大气影响、轨道影响去

除方法同ＰＳ方法。

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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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例分析

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我国辽宁省盘锦市的

城市地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以盘锦市为实

验区域（如图１所示），选取了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间的８景升轨影像

（轨道号１３９）和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间的

９景降轨影像（轨道号３１８），其时间基线与垂直基

线分布如图２所示。升轨取２００４年９月９日获

取的影像作为ＰＳ方法的主影像，最长影像获取

间隔时间为１７５ｄ，空间基线范围为２７８～７１１

ｍ。降轨取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８日获取的影像作为ＰＳ

方法的主影像，最长影像获取间隔时间为４９０ｄ，

空间基线范围为５７～１１４７ｍ。处理过程采用

ＳｔａＭＰＳ／ＭＴＩ软件
［９］，用ＳＲＴＭ９０ｍＤＥＭ去除

地形影响［１０］。基于式（６）所述的相干模型，取

１５００ｄ的时间基线、１０７０ｍ的空间基线、０．５的

最小相干值，ＳｔａＭＰＳ／ＭＴＩ软件可得到的短基线

集如图２所示。由于升轨的空间基线分布较降轨

更小、更稳定，因此相对降轨而言，升轨影像间构

建的基线集合网络更强，更有利于形变信息的提

取。对于ＰＳ方法，升降轨选取０．４作为犇犃 阈值

来选择ＰＳ候选点；对于ＳＢＡＳ方法，升降轨选取

０．６作为犇犃 阈值来选择ＳＤＦＰ候选点，同时，升

降轨都选择同一相对稳定的区域作为参考区域。

图１　实验区域与升降轨覆盖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插页Ⅰ彩图１为升轨雷达视线方向（ｌｉｎｅｏｆ

ｓｉｇｈｔ，ＬＯＳ）的平均形变速率图（背景为盘锦市区

图），红色代表远离卫星，表示为地表下沉，蓝色代

表接近卫星，表示为地表上升。插页Ⅰ彩图１（ａ）、

１（ｂ）、１（ｃ）和１（ｄ）分别为升轨ＰＳＩｎＳＡＲ、升轨

ＳＢＡＳ、降轨ＰＳＩｎＳＡＲ和降轨ＳＢＡＳ的形变结

果，红色负值表示地表远离卫星，正值表示地表靠

近卫星。在新城区（犅）与老城区（犃、犆、犇），升轨

和降轨的ＰＳ方法与ＳＢＡＳ方法的结果都显示了

相似的形变空间分布：老城区（犃、犆、犇，黄色区

域）在观测时间段内较为稳定，而新城区（犅，浅红

图２　升降轨ＡＳＡＲ数据分布图，影像间的连接

为所形成的短基线集

Ｆｉｇ．２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Ｐｌｏｔｆｏｒ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

色到深红色区域）在观测时间段内下沉的平均速

率较大，其速率从旧城区到新城区越来越大，最小

下沉平均速率约３ｍｍ／ａ，最大下沉平均速率达

到２０ｍｍ／ａ。在新城区内选择一小区域 （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插页Ⅰ彩图１中的区域犈）作时序分析。

取升降轨区域犈内的所有ＰＳ点与ＳＤＦＰ点计算

均值与标准中误差，可得到该区域的平均累积沉

降量及其标准差（见图３，升轨１３９相对于２００４

年９月９日，降轨３１８相对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８日，

ＬＯＳ负值表示地表远离卫星，正值表示地表靠近

卫星）。显而易见，升降轨的结果均显示区域犈

在其共同观测期间（即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１

月）远离卫星，而升轨ＬＯＳ的降幅较降轨大（但在

误差范围之内）。这说明区域犈以垂直沉降为主，

水平方向的变化较小（如果有，则以向西的变化为

主）；再者，由于升降轨结果相互独立，两者显示地

表形变不仅趋势一致，而且幅度也比较吻合（在误

差范围之内），因此有理由相信结果的可靠性。

图３　区域犈内升降轨ＰＳ与ＳＢＡＳ方法ＬＯＳ平均

累积沉降量与其标准中误差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ＬＯ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ＳａｎｄＳＢＡＳ

ＯｖｅｒＡｒｅａ犈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永久散射体与短基线集雷达干涉测

量方法，利用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对盘锦市区的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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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形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比升降轨ＰＳ方法

与ＳＢＡＳ方法的结果，可知两种方法在升降轨数

据处理中得到的形变趋势一致，表明了这两种技

术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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