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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３ｍ分辨率的ＴｅｒｒａＳＡＲ犡数据对覆盖西安地区的活动地裂缝进行了定位与监测研究。数据为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２０１００３２３共６景Ｓｔｒｉｐ模式数据。实验结果显示，高分辨率ＴｅｒｒａＳＡＲ数据是监测地裂缝很好

的数据源，但为了获取高精度的监测成果还需要特别考虑时间和基线去相干因素。二轨法监测结果显示，活

动地裂缝往往出现在稳定区域与形变区域的转折部位，而采用人工角反射器技术可以监测出 ｍｍ量级的地

裂缝相对形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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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多个国家均遭受地裂缝灾害，尤其以

美国中西部以及中国华北、华南、东北和汾渭盆地

最为典型［１２］。城市地裂缝无论在空间延伸的长

度、形变的影响带宽还是形变的量级上比构造断

裂都要小得多。但是，一些城市地裂缝与活动构

造以及地面沉降综合发生使得灾害更加复杂，破

坏性也更大［３４］。地裂缝的出现不仅对建筑物、桥

梁、土地利用等造成破坏，特别对难以避让的线性

工程危害性更大，如西安市目前设计和在建的纵

横６条地铁，多数与地裂缝正交或斜交，因此，需

要开展地裂缝的定位与监测研究。

由于地裂缝形变具有较小的裂缝宽度、较长

的空间展布和一定宽度的形变带宽等特点，而且

一些地裂缝具有隐伏性，在地裂缝定位方面通常

采用工程地质调查的方法进行地质图填绘。而对

已知地裂缝的监测通常采用跨越地裂缝的短水准

剖面和ＧＰＳ对点等方法来进行监测。赵超英等

采用基于ＩｎＳＡＲ的方法对西安历史活动地裂缝

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和实验［５６］，而在

ＩｎＳＡＲ地裂缝监测方面主要采用基于干涉图堆

叠法［７］和基于人工角反射器（ＣＲ）的ＩｎＳＡＲ监测

方法［８］。ＳＡＲ卫星的分辨率是地裂缝定位与监

测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２００７年德国ＴｅｒｒａＳＡＲ

卫星的发射，ＳＡＲ数据的分辨率提高到了３ｍ，

而且监测精度也比犆波段的数据提高了近两倍，

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９］，也为地裂缝的应用提供

了重要的数据支持。近年来，随着西安市的逐步

扩张，相继出现了多条新的地裂缝。最新调查发

现，西安地裂缝已增加至１４条，并向南跨越长安

临潼断裂带发展了４条长安地裂缝
［３］。为此，本

文研究采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获取的６景 Ｔｅｒｒａ

ＳＡＲ犡数据对西安长安地裂缝近年的活动性进

行了监测与验证。

１　小基线集技术与人工角反射器

１．１　小基线集技术

随着ＳＡＲ数据的增加，为了提高ＩｎＳＡＲ监

测形变的精度，可以采用设置空间基线和时间基

线的超短基线ＩｎＳＡＲ技术（即ＳＢＡＳ法）
［９］。对

于任一干涉图犼，当去除平地相位和地形相位后，

其（狓，狉）像元对应的解缠相位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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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φ犼（狓，狉）＝φ（狋犅，狓，狉）－φ（狋犃，狓，狉）≈

　δφ
ｔｏｐｏ
犼 （狓，狉）＋δφ

ｄｉｓｐ
犼 （狓，狉）＋

　δφ
ａｔｍ
犼 （狓，狉）＋δφ

ｎｏｉｓｅ
犼 （狓，狉）

（１）

式（１）右端前三项可以表示为：

δφ
ｔｏｐｏ
犼 （狓，狉）＝

４π

λ

犅⊥犼Δ犣

犚ｓｉｎθ

δφ
ｄｉｓｐ
犼 （狓，狉）＝

４π

λ
犱（狋犅，狓，狉）－犱（狋犃，狓，狉［ ］）

δφ
ａｔｍ
犼 （狓，狉）＝φａｔｍ（狋犅，狓，狉）－φａｔｍ（狋犃，狓，狉

烅

烄

烆 ）

犼＝１，…，犕 （２）

式中，λ为波长；ＴｅｒｒａＳＡＲ为犡波段；波长为３．１

ｃｍ；犕 表示干涉图总数。假设犖 表示所有ＳＡＲ

影像数，则有：

犖
２
≤犕 ≤

犖（犖－１）

２

假定不同干涉图之间的形变速率为狏犽，犽＋１，犽为ＳＡＲ

影像的序列号，则狋犃～狋犅 间的累计形变可以表示为：

δφ
ｄｉｓｐ
犼 （狓，狉）＝

４π

λ∑

狋犅－１

犽＝狋犃

狏犽，犽＋１（狋犽＋１－狋犽） （３）

对犕 个解缠相位进行最小二乘或奇异值分解

（ＳＶＤ），即可求出不同ＳＡＲ获取期间的形变速率

狏犽，犽＋１。

１．２　人工角反射器技术

当有犕＋１个角反射器，犖＋１幅ＳＡＲ影像，

选取其中一幅影像作为主图像，可以形成犖 个干

涉对，其中包含了 犕＋１个ＣＲ点的相对于主影

像的变形相位。当去除地平效应后，并选取其中

一个比较稳定的ＣＲ点作为参考点，则其他的ＣＲ

点相对于参考ＣＲ点的差分相位可以表示为：

Δφ犻，犼 ＝－２πΔ犽犻，犼＋Δφ
犻，犼
ｔｏｐｏ＋Δφ

犻，犼
ａｔｍｏ＋

　　　
４π

λ
Δ犚犻，犼＋φ

犻，犼
ｎｏｉｓｅ （４）

设影像获取期间为线性形变，地形相位通过ＧＰＳ

测量值精确消除，大气相位通过设置ＣＲ点间的

距离来消除，则式（４）可简化为：

Δφ犻，犼 ＝－２πΔ犽犻，犼＋
４π

λ
犞犼×犜犻＋φ

犻，犼
ｎｏｉｓｅ （５）

　　对于整周未知数，借鉴ＧＰＳ中求解整周模糊

度的ＬＡＭＢＤＡ方法
［１０］，首先采用虚拟观测法解

决式（５）的秩亏问题，然后应用ＬＡＭＢＤＡ算法分

两步求出整周模糊度Δ犽犻，犼，最后代入式（５）求出

ＣＲ点之间的相对形变速率犞犼。

２　西安地裂缝犜犲狉狉犪犛犃犚监测实验

２．１　数据介绍

本实验采用６景３ｍ分辨率的ＴｅｒｒａＳＡＲ犡

数据进行干涉处理，外部 ＤＥＭ 选取３弧秒的

ＳｒｔｍＤＥＭ，设置时间基线阈值为１１０ｄ，空间垂

直基线分量阈值为３５０ｍ，从而生成了１５个干涉

组合，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犜犲狉狉犪犛犃犚干涉组合数据表

Ｔａｂ．１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ｉｒｓ

序号 主影像 从影像 垂直基线／ｍ 时间间隔／ｄ

１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８８．９ １１

２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２０１００１０５ －２６９．３ ３３

３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２７５．０ ７７

４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２０１００３０１ －１３７．９ ８８

５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２０１００３２３ －３４４．９ １１０

６ 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２０１００１０５ －１８０．４ ２２

７ 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１８６．１ ６６

８ 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２０１００３０１ －４８．９ ７７

９ 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２０１００３２３ －２５６．０ ９９

１０ ２０１００１０５ 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５．７ ４４

１１ ２０１００１０５ ２０１００３０１ １３１．４ ５５

１２ ２０１００１０５ ２０１００３２３ －７５．６ ７７

１３ 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２０１００３０１ １３７．１ １１

１４ ２０１００２１８ ２０１００３２３ －６９．９ ３３

１５ ２０１００３０１ ２０１００３２３ －２０７．０ ２２

２．２　计算方案

为了获取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地面沉降和地

裂缝形变结果，本文采用３种ＩｎＳＡＲ监测方案，

并对监测结果进行了实地验证。

２．２．１　方案一：小基线集技术分析

选取覆盖西安长安地裂缝１２０００×１８０００

个像元的区域进行解算。首先采用超短基线方法

对表１中１５个干涉组合进行配准、差分、滤波和

相位解缠，并对相位解缠图进行解缠误差的探测

与改正。对１５个干涉图进行比较来确定干涉图

中是否含有大气效应。

２．２．２　方案二：二轨法差分形变分析

由于ＴｅｒｒａＳＡＲ干涉中受到严重的基线去相

干、时间去相干以及城市环境下高层建筑导致的

外部ＤＥＭ 误差影响，由高程模糊度可知，对于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数据，侧视角θ＝２８．６°，斜距ρ＝５７６

ｋｍ，则有：

犺２π＝
λ
２
·ρｓｉｎθ
犅⊥ ≈

４２００

犅⊥

　　对于垂直基线为１００ｍ的干涉对，即使２０ｍ

的高程误差，也会导致０．８ｃｍ的垂直形变误差。

为此选取垂直基线最短的第１０个干涉组合进行

了二轨法处理，结合ＳＢＡＳ相位解缠图，认为该干

涉图中可以忽略大气误差的影响，最后分析了４４

ｄ的地裂缝形变特征。

２．２．３　方案三：人工角反射器时间序列分析

采用ＳＬＣ影像，解算了安置在西安地裂缝犳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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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犳１１两侧的两对人工角反射器在６景ＳＡＲ影像

获取期间的相对形变时间序列结果。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犛犅犃犛结果

图１为１５个差分干涉图，可见其去相干非常

严重。其中干涉组合１、８、１０、１２、１４效果较好，从

这几个干涉图中也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致的干涉

纹图，说明大气效应对这几个干涉图影响不明显。

３．２　二轨法差分结果分析

对表１中第１０个干涉组合进行二轨法差分

解算，其地理编码后的形变图如图２所示，参考点

选择为位于西安市西郊的某稳定区域，图中叠加

了１４条西安地裂缝和４条长安地裂缝（编号从北

向南），同时有ＸＪ０７、ＸＪ０８和ＸＪ０２、ＸＪ０３两对人

工角反射器分别安置在犳３ 和犳１１地裂缝的两侧。

一条剖线从北向南穿越了犳６ 至犳犮４共１３条地裂

缝，该剖线位置也是西安在建的２号地铁经过的

线路。

图１　１５个干涉组合的差分干涉相位图

Ｆｉｇ．１　Ｆｉｆｔ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ＰｈａｓｅＭａｐｓ

　　从图２可以判断出该监测区域有３个地面沉

降区域，分别为胡家庙、西安高新区和曲江新区，

其４４ｄ的垂直形变最大已达１．５ｃｍ。另外，还探

测出３个地面上升的区域，分别为位于长安区的

犃区域，位于高新区的犅 区域和位于西郊ＸＪ０７

和ＸＪ０８安置角反射器的区域。上升量级最大已

达１．５ｃｍ。

为了检验ＩｎＳＡＲ监测地裂缝活动的准确性，

于２０１００７１３对犃、犅两处上升区域经过实地调

查，发现存在明显的地裂缝现象，如图２（ｂ）和

２（ｃ）所示。而且照片两处的裂缝是于２００９年９

月份开始出现的，是犳１１地裂缝向西延伸的结果。

图２　西安地裂缝地面沉降形变图（４４ｄ）

Ｆｉｇ．２　ＧｒｏｕｎｄＦｉ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ｖｅｒＸｉ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图３显示了穿越１３条地裂缝的形变特征，从

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地裂缝没有出现在形变最大的

地方，而是出现在稳定区域与形变区域的转折部

位，包括稳定区域与沉降区域以及稳定区域与上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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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区域的结合部。从地裂缝的活动性来看，犳１～

犳１０在这一时间段不太活跃，而犳１１～犳犮３为明显活

跃的地裂缝。结合图２中工程勘察地裂缝的位置

可以看出，仍有一些新的地裂缝没有调查到，如

犃、犅两处，因此，采用高分辨率ＩｎＳＡＲ技术可以

指导地裂缝调查。另外，有些已查明的地裂缝其

地面位置不太准确，也可以采用ＩｎＳＡＲ辅助的办

法对其平面位置进行修正。最后，对于历史调查

中推测为隐伏地裂缝也可采用ＩｎＳＡＲ监测成果

进行实地勘察并及时更新。

图３　西安长安地裂缝形变剖线图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ａｎＧｒｏｕｎｄＦｉｓｓｕｒｅｓ

３．３　犆犚犐狀犛犃犚地裂缝监测结果分析

对６景ＴｅｒｒａＳＡＲ影像，选择最开始的一景

作为主影像，其他影像均与其配准，并进行ＣＲ解

算，获取了两对ＣＲ相对形变的时间序列结果，如

表２和图４所示。

表２　犆犚犐狀犛犃犚监测结果表

Ｔａｂ．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ＣＲＩｎＳＡ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干涉对
时间间

隔／ｄ

地裂缝对点间形变差／ｃｍ

ＸＪ０２ＸＪ０３ ＸＪ０７ＸＪ０８

０９１２０３１００１０５ ３３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９１２０３１００２１８ ７７ －０．２４ ０．１０

０９１２０３１００３０１ ９９ －０．３３ ０．１０

０９１２０３１００３２３ １２１ －０．３９ ０．１２

　　从图４可以看出，地裂缝犳３ 活动性很弱，仅

为１ｍｍ，而地裂缝犳１１两侧的形变差异在８８ｄ达

到３ｍｍ。进一步比较图４与图５，二轨法差分方

法与ＣＲＩｎＳＡＲ在监测犳１１地裂缝中得到了类似

的结果，说明地裂缝没有出现在形变量最大的

地方。

４　结　语

１）相对于犆波段数据，犡 波段的ＴｅｒｒａＳＡＲ

图４　犳３ 和犳１１两侧ＣＲＩｎＳＡＲ监测时间序列结果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ＣＲ

Ｐｏｉｎｔｓｏｖｅｒ犳３ａｎｄ犳１１

数据时间去相干与基线去相干非常严重，而在城

市环境下高层建筑导致的外部 ＤＥＭ 误差也是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进行差分干涉的另一主要误差源。

２）采用基于超短基线方法，可以很好地比较

多个干涉图的条纹特征，从而定性地分析干涉图

中是否存在大气效应，并对相位解缠误差进行识

别与改正。

３）基于垂直基线仅有５ｍ 的一对干涉图，获

取了４４ｄ的地表垂直形变，揭示了西安地区存在

活动的地裂缝现象，而且地裂缝出现在稳定区域

与形变区域的结合部，采用高分辨率ＩｎＳＡＲ干涉

技术有望指导野外地裂缝调查。

４）基于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能高精度地监测地

裂缝两侧的相对形变以及随时间的变化特征。

５）对于本文发现的多处地面沉降与上升的

区域还需进一步研究深部构造以及近年地下水变

化等资料来作具体分析。而关于ＴｅｒｒａＳＡＲ数据

的精确解算还需要通过研究诸如永久散射体或整

数组合法等来进行。

致谢：ＴｅｒｒａＳＡＲ 数据由德国空间局提供

（ｇｒａｎｔ：ＬＡＮ０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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