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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多时相ＩｎＳＡＲ（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ＳＡＲ，ＭＴＩ）技术，以河北廊坊市城区为试验区，利用两个Ｔｒａｃｋ

覆盖的ＳＡＲ数据获取了该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的高精度地面沉降速率场。结果表明，廊坊市中心城区存在

一个非常明显的沉降漏斗，其最大地面沉降速率为７６．０ｍｍ／ａ。在此基础上，利用自由应力下的体积应变模

型进行地下水体积变化反演，显示该地区的体积变化最大达到－１．１５×１０－４／ａ，整个研究区的地下水年抽取

体积达５５４万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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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日益膨胀，过量

地下水开采以及地下空间开挖而引发的地面沉降

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地质环境问题［１，２］。由于缺乏

观测数据，使得在过去很难准确地定义形变区域

的范围、形变幅度大小以及季节性形变特征等。

时序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ＴＳＩｎＳＡＲ）作

为新兴发展的ＩｎＳＡＲ技术，在继承了传统ＩｎＳＡＲ

技术高时空分辨率以及大面积测量优点的同时，

减弱了传统ＩｎＳＡＲ技术受时空去相干、大气、轨

道以及ＤＥＭ 误差影响严重的不足。近１０多年

来，时序ＩｎＳＡＲ 技术已发展有累积法 （ｓｔａｃ

ｋｉｎｇ）
［３］、永久散射体（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ｒｓｏ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ｒｓ，ＰＳ）干涉测量
［４］、短基线

（ｓｍａｌｌ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ＢＡＳ）干涉测量
［５］、相干

点目标（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ｔａｒｇｅｔ）干涉测量
［６］和多

时相ＩｎＳＡＲ（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ＳＡＲ，ＭＴＩ）
［７］等。

利用时序ＩｎＳＡＲ的优势，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城

市沉降监测的应用研究［８１０］。

本文利用２００７０４～２０１００９相邻两个Ｔｒａｃｋ

（Ｔｒａｃｋ２１８、Ｔｒａｃｋ４４７）丰富的ＡＳＡＲ数据，选取

河北省廊坊市城区（图１）为试验区，利用 ＭＴＩ技

术监测本试验区的地面沉降，获取沉降分布及沉

降速率，并进行精度评定。在此基础上，利用自由

应力下地下流体体积变化模型对廊坊沉降区的地

下水体积变化分布进行反演，获取了详细的地下

水体积变化。

图１　ＡＳＡＲ影像覆盖区域（黑色实线为

活动断层，黑色虚线为推测活动断层）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Ｚｏｎ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Ａ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

１　犕犜犐技术基本原理

在ＳＡＲ图像的分辨单元中若存在一个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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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优的信号，这个单元的相位信号将随时间的失

相关变化很小，同时随视角和倾角的变化也很小，

这是ＰＳ点选取的原则。对于没有占优的散射的

分辨单元，若时间基线较短且视角和倾角变化较

小，则其失相关性足够小从而可以用来确定信号。

Ｈｏｏｐｅｒ
［７］将这种短时间内通过滤波相位失相关

性变小的像素称作慢失相关滤波相位（ｓｌｏｗｌｙ

ｄ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ｐｈａｓｅ，ＳＤＦＰ）像素，这些像

素恰好是ＳＢＡＳ方法分析的目标。在实际应用中

可以同时执行这两种方法，通过两种方法的融合

可以达到选取最大空间采样的有用信号。ＭＴＩ

技术［７］是在利用ＰＳ和ＳＢＡＳ方法分别进行特征

点选取后，再对这些特征点数据集联合处理以提

取形变信号，它有效地融合了ＰＳ和ＳＢＡＳ技术

的优点，增加了信号的空间分辨率。

ＩｎＳＡＲ技术所得形变为雷达视线向，犱ｌｏｓ为Ｉｎ

ＳＡＲ在视线向的观测值，θ为雷达波入射角。对于

纯垂直位移，与ＩｎＳＡＲ视向位移的关系如下：

犝狌 ＝犱ｌｏｓ／ｃｏｓθ （１）

２　廊坊地区地面沉降

２．１　数据源

本研究数据是来自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的ＡＳＡＲ数

据，包括Ｔｒａｃｋ２１８（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７０４～２０１０

０９，共２４景）和Ｔｒａｃｋ４４７（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７０５～

２０１００９，共２６景）的数据，研究中选取的主影像

分别为２００９０７０１和２００９１２０４，数据的时空基

线如图２、图３。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使用的外部

ＤＥＭ 为ＳＲＴＭ 的９０ｍ 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

型［１１］。在本研究中所用ＳＡＲ数据丰富充足，为

精确地估算各种误差项以及提高测量结果的精度

提供了保证［７］。

２．２　犕犜犐处理结果

利用Ｈｏｏｐｅｒ
［７］发展的ＳｔａＭＰＳ／ＭＴＩ技术，

图２　Ｔｒａｃｋ２１８时空基线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ｏｆＴｒａｃｋ２１８

图３　Ｔｒａｃｋ４４７时空基线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ｏｆＴｒａｃｋ４４７

本文首先进行数据预处理，再融合提取的ＰＳ点

和ＳＤＦＰ点目标进行时序分析，得出试验地区的

平均速率范围分别为－５０．２ ～１６．４ｍｍ／ａ、

－５０．７～２４．３ｍｍ／ａ。由京津地区的地质历史资

料［２，１２］可知该地区并不存在地表隆升情况，出现

结果所示原因是由于在时序ＩｎＳＡＲ解算时选取

的基准非稳定不动的基岩点，从而导致整个地区

的沉降速率结果显示有一个系统性偏移量。为建

立一个统一的比较基准，本文假定最大隆升地区

的形变速率为０ｍｍ／ａ，同时假定试验区内的形

变完全由沉降造成的（即区域内部的不均匀水平

位移量很小，可忽略不计），首先以 Ｔｒａｃｋ２１８结

果为参考基准将 Ｔｒａｃｋ４４７的结果进行转化统

一，然后利用式（１）将时序ＩｎＳＡＲ结果转化到垂

直向形变上来，得到的最终结果见图４。

图４　基准统一的沉降速率图

Ｆｉｇ．４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

２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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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４中可以看出，在试验区内存在有一明

显的沉降漏斗，该漏斗位于廊坊市城区，沉降的最

大速率为７６ｍｍ／ａ。由历史资料
［２］可知廊坊市的

地面沉降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４年之间为加速下沉阶

段，此阶段廊坊市区地面沉降加速发展，廊坊沉降

速率约为４２ｍｍ／ａ；姚国清
［１２］于２００４０３～２００５

０９部分监测点的沉降速率，该阶段廊坊沉降速率

平均为５０ｍｍ／ａ，其中最大一点沉降速率为９４．３

ｍｍ／ａ，结果表现为廊坊市区沉降为加速趋势。

２．３　地表沉降结果精度分析

在数据处理中，精度的评定一般分为内符合

精度和外符合精度的评定，本文利用相邻两个

Ｔｒａｃｋ的ＳＡＲ数据对同一地区进行了时序分析，

同时结合外部提供的水准数据，同时对本文结果

进行内符合精度和外符合精度的评定，以验证本

文数据处理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２．３．１　内符合精度分析

本文通过对两轨数据公共区域上的沉降速率

结果的比较分析，得到时序ＩｎＳＡＲ监测 ＭＴＩ结

果的标准差为２．１ｍｍ／ａ（图５）。由此看出，利用

时序ＩｎＳＡＲ数据进行的城市形变监测精度具有

较高的稳定性。

图５　误差统计直方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ｒｒｏｒｓ

图６　单层自由应力下的体积应变估计

Ｆｉｇ．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Ｖｏｌｕ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ＦｒｅｅＳｔｒｅｓｓ

２．３．２　外符合精度分析

在数据处理的精度评定中，除了结果的稳定

性检校（即自检校）外，往往还要用到其他的数据

或手段进行精度评定，即结果的可靠性评定。本

文研究中利用获取到的二期（２００７０４１８和２０１０

０７１２）水准测量结果进行时序ＩｎＳＡＲ结果的精

度评定，水准点位置如图４中犃～犌共７个点，比

较结果见表１。

表１　试验区水准与 犕犜犐的沉降速率

监测结果比较／（犿犿·犪－１）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ＭＴＩ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

点名
水准

（犪）

Ｔｒａｃｋ２１８

（犫）

Ｔｒａｃｋ４４７

（犮）
（犪～犫） （犪～犮）

犃 －１４．１ －１４．３ －１５．０ ０．２ ０．９

犅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２．５ ０．０ －２．０

犆 －１４．７ －１０．４ －１１．５ －４．３ －３．２

犇 －１３．７ －１８．２ －１７．０ ４．５ ３．３

犈 －１３．５ －１０．５ －１２．２ －３．０ －１．３

犉 －１０．９ －１４．８ －１５．７ ３．９ ４．８

犌 －１９．５ －１８．３ －１７．１ －１．２ －２．４

最大值 －１９．５ －１８．３ －１７．１ ４．５ ４．８

最小值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１．５ ０．０ ０．９

中误差    ３．０ ２．８

　　从表１的结果可知犃～犌７个点的水准沉降

速率与时序ＩｎＳＡＲ监测结果的差异在５ｍｍ／ａ

以内，最大差值为－４．８ｍｍ／ａ，最小差值为０．０

ｍｍ／ａ，中误差为３．０ｍｍ／ａ。结果表明，时序

ＩｎＳＡＲ监测结果具有很高的精度，可以辅助传统

水准测量进行大范围的沉降观测，在城市沉降监

测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３　廊坊地区地下水模型反演

本文研究获取的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的廊坊市

地区面沉降速率最大达到７６．１ｍｍ／ａ，远大于地

壳自然的垂直沉降速率０．７６ｍｍ／ａ
［２］，由此推断

该阶段沉降速率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开采地下

水引起的。为了确定这个阶段人类开采地下水的

变化，本文利用时序ＩｎＳＡＲ技术获取的地表位移

结果，建立自由应力下地表位移与地下水体积变

化的关系，从而评估地下水年开采体积。

３．１　自由应力下体积应变模型

在孔弹性半空间中，假定孔弹性材料为连续

体，在半空间体积犞 中的流体体积变化部分Δ（ζ）

引起地表点狓的位移变化如下
［１３］：

狌犻（狓）＝∫犞Δ（ζ）犵犻（狓，ζ）ｄ犞 （２）

式中，犻表示地表点狓 位移观测量的第犻个分量；

ζ＝（ξ１，ξ２，ξ３）表示半空间体积犞 中的坐标范围；

Δ（ζ）表示地下水体积变化部分；犵犻（狓，ζ）是格林函

数。在弹性半空间中，格林函数给出如下：

３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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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犻（狓，ζ）＝
（υ＋１）

３π

（狓犻－ζ犻）

犛３
（３）

式中，犛＝ （狓１－ζ１）
２＋（狓２－ζ２）

２＋（狓３－ζ３）槡
２；υ

表示泊松比。

３．２　模型反演

在模型反演过程中，假定弹性介质是均匀半

空间的，并忽略地形和材料特性的变化。由于地

下水体积几何上的不规则性，本文将图４（ｄ）中的

沉降监测结果进行格网划分。格网在东西和南北

方向上分别为７０个单元格（间距２００ｍ）。由廊

坊市城市地质调查［２］资料将本文研究的漏斗区域

模型深度确定为０．０５～１．２ｋｍ，并且将体积变化

划为一层。因此，总共有４９００个单元体。降轨

的卫星视角矢量分量平均值为（０．３８５，－０．０６８，

０．９２１）。

本文利用 ＭＴＩ技术观测结果反演得到的地

下水体积变化结果分布见图６。从图６中可以看

出，体积变化峰值部分主要集中在漏斗区（廊坊市

安次区）下，最大值为－１．１５×１０－４／ａ，在峰值漏

斗区周围有一些小的地下水体积变化区域，变化

的特征表明主要是由于抽水引起地表的沉降。以

峰值区域为中心，所有的地下水体积变化部分集

中选成了整个区域的沉降，使得在地表部分形成

一个大的连续沉降漏斗区域，利用反演获取的体

积变化，计算得到研究区域的地下水体积变化为

－５．５３６×１０６ ｍ３／ａ，即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该地区

年抽取的地下水超过了５５４万ｍ３。

图７显示的是基于沉降模型模拟的地表位移

沉降结果和残差分布。拟合结果显示了单层自由

应力下的地下水体积应变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廊

坊地表沉降位移，较大的残差分布在研究区周围，

主要原因在于周围区域由地下水体积变化引的形

变量小，且数据点较为稀疏。

图７　基于沉降模型模拟的地表位移沉降结

果和残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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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ｗｉｄｅｌａｎ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ａ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ＮＳ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ｍａｉｌ：ｘｈｚｈａｎｇ＠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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