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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滑动分布反演：犌犘犛和犐狀犛犃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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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覆盖整个日本东北部的３个条带的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降轨数据和６个条带的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升

轨数据，通过二通差分干涉处理，首先得到了２０１１年日本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Ｍｗ９．０级地震的初步同震形变干涉

结果，然后，利用ＧＰＳ同震观测值对ＩｎＳＡＲ结果进行校正和基准统一。在此基础上，采用弹性半空间矩形位

错模型，联合ＧＰＳ和ＩｎＳＡＲ观测结果对同震滑动分布进行反演，获取了发震断层的断层滑动分布。结果显

示，此次地震的滑动分布主要发生在４０～５０ｋｍ深度范围内，最大滑移量为５０．３ｍ，释放的能量为３．２０×

１０２２Ｎ·ｍ（相当于 Ｍｗ８．９４级）。

关键词：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地震；ＩｎＳＡＲ；ＧＰＳ；同震形变；滑动分布反演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Ｐ２３７．９；Ｐ２２７．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

发生 Ｍｗ９．０级大地震，震中位于（３８．３２２ !Ｎ，

１４２．３６９!Ｅ）（震源机制解由封二彩图１的红色沙滩

球表示），封二彩图１同时显示了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间

此次主震前（黑色沙滩球）和主震后（橙色沙滩球）

发生的大量大于或等于 Ｍｗ５级地震的分布。此

次Ｍｗ９．０级地震是由于太平洋板块向日本海沟

下方俯冲，并向西侵入欧亚板块而造成的。为了更

好地认识此次地震的震源机制及其震后响应，探索

沿太平洋海沟地区地震发生的动力学机制，详细

的同震形变及其滑动分布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利用来自日本地球空间信息局的陆地ＧＰＳ网

络数据，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的ＡＲＩＡ团队和加利

福尼亚理工学院确定了此次地震的ＧＰＳ同震位

移［１］（ＧＰＳ站点分布见封二彩图１中的红色三角形

位置）。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ＩｎＳＡＲ）作为现代大地测量

中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术，不同于ＧＰＳ观测的高

时间分辨率，可以提供高空间分辨率的同震观测

值。此次地震后，在轨的ＳＡＲ卫星（包括ＥＲＳ２、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ＬＯＳ、ＣＯＳＭＯＳｋｙＭｅｄ和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

大部分都执行了紧急观测计划，并将获取的ＳＡＲ

数据免费发布在Ｓｕｐｅｒｓｉｔｅ网站上。在已公布的

ＩｎＳＡＲ同震监测结果中，除文献［２］利用覆盖整个

区域的 ＡＳＡＲ和ＰＡＬＳＡＲ数据进行同震形变研

究，并利用ＡＲＩＡ公布的ＧＰＳ同震形变观测值进

行了结果校正外，其余ＳＡＲ同震监测结果都没有

利用整个地区可用的ＳＡＲ数据（如升降轨数据）。

同时，由于轨道误差影响，不同研究机构利用相同

ＳＡＲ影像给出的干涉结果存在显著差别。

本文利用丰富的ＳＡＲ影像资料，获取日本

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地震的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观

测量，同时，利用公布的ＧＰＳ同震观测资料联合

反演此次地震的同震滑动分布。首先，利用了３

个轨道的ＡＳＡＲ数据和６个轨道的ＰＡＬＳＡＲ数

据，采用二通差分干涉法对Ｅｎｖｉｓａｔ和 ＡＬＯＳ卫

星的ＡＳＡＲ和ＰＡＬＳＡＲ数据进行干涉处理，提

取整个日本东北部的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再利用

ＧＰＳ数据修正ＳＡＲ数据中的卫星轨道误差影

响，并对干涉图中包含的残差形变量进行分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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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取高精度的完整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最后

基于 Ｏｋａｄａ弹性半空间矩形位错模型
［３］，联合

ＧＰＳ和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结果，对此次地震的滑

动分布进行约束反演，给出了加入ＩｎＳＡＲ同震观

测值后联合反演的断层滑动分布。

１　差分干涉数据处理

为了研究日本 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地震的ＩｎＳＡＲ

同震地表形变，本文采用了覆盖整个日本东北地

区ＡＳＡＲ和ＰＡＬＳＡＲ数据，其中，ＡＳＡＲ数据包

括Ｔ０７４、Ｔ３４７、Ｔ１８９共３个条带，ＰＡＬＳＡＲ数据

包括Ｔ４００～Ｔ４０５共６个条带（见封二彩图１中

的虚线矩形框覆盖区域），这些ＳＡＲ数据形成的

干涉像对具体参数见表１。表１中，Ａ／Ｄ表示升／

降轨。

在研究中，采用二通法［４］对获取的ＡＳＡＲ和

ＰＡＬＳＡＲ影像进行差分干涉处理，以获取地表同

震形变场。ＩｎＳＡＲ处理平台为瑞士的Ｇａｍｍａ软

件。为了获得较高的信噪比，在干涉图处理过程

中，对ＡＳＡＲ图像和ＰＡＬＳＡＲ影像在方位向和

距离向上分别进行多视，本文选取ＡＳＡＲ影像的

多视数为２０∶４，ＰＡＬＳＡＲ影像的多视数为１６∶

６；然后，利用９０ｍ分辨率的ＳＲＴＭＤＥＭ
［５］来去

除地形的影响；最后，采用最小费用流算法［６］解

缠。完成整个干涉处理后，分别得到了ＡＳＡＲ和

ＰＡＬＳＡＲ数据经过地理编码的同震干涉形变结

果（见封二彩图２（ａ）、３（ａ））。从封二彩图２（ａ）、

３（ａ）的同震干涉形变图中可以看出干涉条纹非常

密集，这反映了此次地震产生的同震形变是巨大

的。其中，ＰＡＬＳＡＲ数据差分干涉图的干涉条纹

数量比ＡＳＡＲ数据的干涉条纹数量更为密集，主

要原因在于两个卫星的方位角参数不同（ＡＳＡＲ

数据为降轨，ＰＡＬＳＡＲ数据为升轨）。

表１　雷达干涉像对列表

Ｔａｂ．１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ｉｒ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雷达
干涉像对

（年月日年月日）

垂直

基线

／ｍ

时间

基线

／ｄ

轨道

Ａ／Ｄ
帧

ＡＳＡＲ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１０６ ３０ ０７４Ｄ２７６３～２８８９

ＡＳＡＲ ２０１１０２１９２０１１０３２１ －１２０ ３０ ３４７Ｄ２７６３～２８８９

ＡＳＡＲ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９ －３００ ３０ １８９Ｄ２７６３～２９０７

ＰＡＬＳＡＲ２０１１０１１１２０１１０４１３ １１１７ ９２ ４００Ａ ７９０～８００

ＰＡＬＳＡＲ２０１０１０２８２０１１０３１５ １４５２ １３８ ４０１Ａ ７６０～８００

ＰＡＬＳＡＲ２０１００９２９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１１９３ １８４ ４０２Ａ ７６０～８００

ＰＡＬＳＡＲ２０１１０３０３２０１１０４１８ ３４７ ４６ ４０３Ａ ７３０～８００

ＰＡＬＳＡＲ２０１１０２０２２０１１０３２０ ８３４ ４６ ４０４Ａ ７００～７７０

ＰＡＬＳＡＲ２０１１０２１９２０１１０４０６ ３９０ ４６ ４０５Ａ ６９０～７５０

　　从封二彩图１中的ＳＡＲ影像数据覆盖长度

可以看出，此次ＩｎＳＡＲ干涉结果的条带较长，轨

道误差在干涉结果中将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

从表１中的干涉像对可看出Ｔ４００～Ｔ４０２三幅干

涉图的垂直基线较长，ＤＥＭ 的误差会引起约２

ｃｍ的形变相位误差
［２］，同时，大气误差和电离层

扰动也对干涉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以上几项误差

中，除轨道误差外，其余几项误差相对于此次地震

形变的幅度可以不予考虑［２］。

２　基于犌犘犛数据的轨道误差校正

为了估计干涉结果的轨道误差影响，本文利

用ＡＲＩＡ提供的ＧＰＳ同震位移观测值进行校正。

首先，将ＧＰＳ观测值转化为视线向形变量犱ｇｐｓ。

为了选取干涉图中相应ＧＰＳ点位置的ＩｎＳＡＲ观

测值，本文以ＧＰＳ点坐标为中心，取３×３窗口内

的ＩｎＳＡＲ观测值取平均，即可得到 ＧＰＳ点对应

的ＩｎＳＡＲ观测值犱ｉｎｓａｒ。然后利用ＩｎＳＡＲ观测值

与ＧＰＳ观测值计算轨道误差犱ｏｒｂｉｔ：

犱ｉｎｓａｒ－犱ｇｐｓ＝犱ｏｒｂｉｔ＋犱ｒｅｄｉｓｕａｌ （１）

式中，犱ｒｅｄｉｓｕａｌ为残差，包括轨道模型残差、大气延迟

误差、地形误差、部分震前形变、部分余震形变、震

后形变等。轨道误差采用二次多项式来进行轨道

校正。对封二彩图２（ａ）、３（ａ）的结果进行轨道校

正后，得到校正后的ＩｎＳＡＲ观测结果为犱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ｎｓａｒ－ｄｏｒｂｉｔ （２）

　　按１１．８ｃｍ的间隔对校正后的结果进行了重

新缠绕（见封二彩图２（ｂ）、３（ｂ））。比较轨道校正

前后的结果可以看出，进行轨道校正后，相邻条带

的干涉条纹趋势吻合得更好。

为了评价校正后的ＩｎＳＡＲ观测值的精度，首

先对ＧＰＳ观测值进行插值计算，并转化为视线向

观测量，干涉图残差犱ｒｅｄｉｓｕａｌ表示为：

犱ｒｅｄｉｓｕａｌ＝犱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犱ｇｐｓ （３）

计算得到ＰＡＬＳＡＲ干涉图Ｔ４００～Ｔ４０５共６个

条带的残差中误差依次为６．８ｃｍ、９．１ｃｍ、８．３

ｃｍ、８．１ｃｍ、５．８ｃｍ、５．２ｃｍ；ＡＳＡＲ 干涉图

Ｔ０７４、Ｔ３４７、Ｔ１８９共３个条带的残差中误差依次

为３．１ｃｍ、９．４ｃｍ、３．４ｃｍ。从残差图（封二彩图

２（ｃ）、３（ｃ））中可以看出，校正后的干涉结果与

ＧＰＳ观测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在残差图中，

同时也存在残差较大的区域，主要原因是受ＧＰＳ

站点和余震形变的影响，可以看出 ＧＰＳ站点

１７３、９４０和２２８产生了较大的残差条纹，主要原

因在于这３个ＧＰＳ站点具有比邻近ＧＰＳ站点强

８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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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常上升或沉降信号。在ＰＡＬＳＡＲ的残差图

中可以看出，Ｔ４０４区域的右下角存在两个残差大

的条纹区（红色方框范围内），是由于２０１１０４１１

发生了 Ｍｗ５．３～６．６级余震和２０１１０３１９发生

了 Ｍｗ５．３～６．１余震，但并不在 ＡＳＡＲ数据获

取的时间范围内。

从封二彩图２（ｃ）、３（ｃ）中的干涉图残差结果

可以看出，ＩｎＳＡＲ技术用于同震形变研究具有巨

大的优势，虽然精度上要略弱于ＧＰＳ观测结果，

但是对于陆地同震形变达约４ｍ的日本Ｔｏｈｏｋｕ

ＯｋｉＭｗ９．０级地震来讲，ＩｎＳＡＲ技术的亚ｄｍ级

精度是足够的，同时，其高空间分辨率能够捕捉到

余震形变信息。与文献［２］获取的干涉结果相比，

本文校正后的干涉结果更为连贯，与ＧＰＳ观测的

同震形变更为符合。

３　同震滑动分布反演及分析

为了研究此次地震的同震滑动分布，本文同

时利用ＧＰＳ和ＩｎＳＡＲ观测值约束地表形变。其

中，ＧＰＳ数据来源有ＡＲＩＡ团队计算的日本ＧＰＳ

网络的１２２３个陆地观测点数据（Ｖｅｒ．３．０）
［１］和

５个海底 ＧＰＳ近场观测点
［７］。根据封二彩图

２（ｃ）、３（ｃ）的残差分析，本文去掉其中的１７３、９４０

和２２８三个与邻近ＧＰＳ站点相比为强异常的上

升或沉降信号的ＧＰＳ点。由封二彩图３的ＰＡＬ

ＳＡＲ和ＡＳＡＲ同震干涉结果可以看出，干涉图中

含有海量的观测数据，为了减少反演工作量、提高

效率，同时考虑到本文观测数据距离震中较远，采

用均匀采样方法对观测数据进行采样，分别获取

到了３１６７和２４９４个点。最终一起参与联合反

演的观测值共有９３６０个（其中，ＧＰＳ点为３维分

量）。

本文采用弹性半空间矩形位错模型［３］来进行

发震断层的同震形变场滑动反演。当已知断层几

何参数后（固定断层几何参数），滑动分布反演即

为线性的，目标函数为：

犱＝犌犿＋ε，ε～犖（０，犈） （４）

其中，犱为ＧＰＳ和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观测值；犌是

格林函数；犿 表示每个子断层上的滑移量；ε表示

观测误差及与模型构建有关的误差。由于在位错

模型中为了精确确定断层面上各部分的滑动量，

需要对断层面进行离散化（即单元格划分），从而

会导致求解的参数增加和相邻子断层面解的不稳

定性和非唯一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常用的方

法是对断层面滑动量或应力降进行平滑。本文采

用了滑动量平滑进行模型的约束。

为了采用上述模型进行同震滑动分布反演，

首先要确定断层的几何参数。由文献［８］对海洋

俯冲的研究资料可以看出，日本及其附近区域是

四大板块俯冲活动和碰撞的区域（如封二彩图１

中显示的研究区地质概况），其中，太平洋板块以

８～９ｃｍ·ａ
－１的速度向西俯冲到欧亚板块［９］，俯

冲带主要集中在日本海沟到中国大陆东部地区，

从而导致了该俯冲带的地震多发性。根据日本

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地震余震分布（见封二彩图１），地震

的同震海底破裂介于北纬４０°至北纬３５°之间，因

此，本文给定断层长度为６００ｋｍ。根据地震波及

其他已有研究资料［１０１２］给定断层模型的其余几何

参数为：断层起点经度为１４４．２８７２ !

，纬度为

３９．８３０７!

，宽度为２００ｋｍ，走向角为１９８!

，然后

沿断层走向和倾向划分为１０ｋｍ×１０ｋｍ大小的

格网，利用最速下降法［１３］来求解断层面上的分布

式滑动分布，最终得到的同震滑动分布见封二彩

图４（ａ）。

从封二彩图４（ａ）中可以看到，沿断层剖面的

同震滑动分布主要发生在４０～５０ｋｍ深度范围

内，平均滑移量为３．１ｍ，最大滑动量达５０．３ｍ。

假定剪切模量为４０ＧＰａ，估计地震矩张量为３．２０

×１０２２Ｎ·ｍ ，相当于 Ｍｗ８．９４级。

为了估计分布式滑动反演获取的断层面滑动

分布的精度，本文对原始观测数据生成１００组带

随机扰动误差的数据集，通过这些数据计算出相

应的滑动空间分布结果，从而估计出模型的精度，

得到同震滑动分布的误差如封二彩图４（ｂ）所示。

从封二彩图４（ｂ）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最大误差为

２．４７ｍ，平均精度为０．６４ｍ，误差量级远小于最

大滑动分布，这表明了反演结果的合理性。

利用反演获取的滑动分布结果，即可以进行

正演模拟［１４］，封二彩图５、６分别为联合反演给出

的ＧＰＳ和ＩｎＳＡＲ拟合观测图，可以看出，形变场

的整体形变与观测数据非常接近，尤其集中在海

岸近震中区域。封二彩图６中的局部区域数据出

现偏移，主要是由于不同条带卫星扫视时方位角

与视角有一定的偏差造成的。整体上，利用ＧＰＳ

和ＩｎＳＡＲ同震观测量进行滑动分布反演可以较

好地提高单一数据源的系统性偏差，获取更加可

靠的同震滑动分布结果。

４　讨论与结论

对于此次地震的最大滑动深度范围，文献

９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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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研究结果表明，日本东北地区海沟在震间是

下沉的，其板块边界的闭锁深度最合理的范围是

５０～６０ｋｍ，同时，１９７８年Ｍｗ７．４ＭｉｙａｇｉＯｋｉ地

震的破裂深度约５０ｋｍ
［１６］，这可以很好地解释本

文反演获取的滑动分布范围集中在４０～５０ｋｍ

的浅源范围内的原因。

对于此次地震的最大滑动分布，不同的学者

得出的结果各不相同。由于海底近场ＧＰＳ数据

的缺乏，文献［１０，１１］分别基于ＧＰＳ数据反演得

到的最大滑动量均不超过４０ｍ，；在加入海底传

感器的ＧＰＳ数据后，文献［１１］基于ＧＰＳ和海底

传感器数据反演推断此次地震的最大滑动量超出

５０ｍ。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文献［１２］的结果较为

接近。同时，从滑动分布的区域和集中度来看，本

文研究结果的滑动量更为集中。

２０１１年日本 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Ｍｗ９．０级大地

震，尽管发生在离仙台市以东１３０ｋｍ的日本海

沟，其巨大的震级仍然给当地居民造成巨大的损

失。记录日本地震所用到的ＧＰＳ站点十分丰富，

是其他大地震无法比拟的，可以为研究者深入了

解该地区的动力机制提供高精度、高空间分辨率

的数据，相较其他地震而言，ＩｎＳＡＲ数据的作用

在此次地震研究中被削弱。但从本文的研究结果

可以看出，高密度的 ＧＰＳ站点数据对研究 ＧＰＳ

和ＩｎＳＡＲ技术的联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长条带大范围的ＩｎＳＡＲ

数据处理过程中，轨道误差对同震干涉形变影响

有着重要的影响，高密度的ＧＰＳ观测网络为研究

利用ＧＰＳ数据校正评估长条带ＩｎＳＡＲ中存在的

轨道误差提供了条件。本文利用ＳＡＲ数据获取

了２０１１年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的同震形变干涉结果，并

利用 ＧＰＳ站点数据进行轨道误差的去除，使得

ＩｎＳＡＲ同震观测结果精度大为提高。二是对比

ＩｎＳＡＲ和ＧＰＳ的观测结果，从残差结果中可以

发现ＧＰＳ观测的异常点，同时可以探测到 ＧＰＳ

网内部难以监测的余震形变（见封二彩图２（ｃ）），

两者结合可以从大尺度（几十ｋｍ以上）到小尺度

（几ｋｍ范围内）进行全面的同震及余震形变监

测。

本文联合ＧＰＳ和ＩｎＳＡＲ观测结果进行了此

次地震的滑动分布反演，反演的结果与观测结果

拟合良好，有效地增加了约束条件，获取的同震滑

动分布结果更为稳健。

致谢：感谢ＪＰＬ的 ＡＲＩＡ团队提供 ＧＰＳ同

震位移解算结果，日本宇航开发机构提供ＡＬＯＳ／

ＰＡＬＳＡＲ数据，ＧＥＯＧｅｏｈａｚａｒｄｓＳｕｐｅｒｓｉｔｅ提供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以及反演过程中刘洋博士

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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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Ｍｗ９．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ｏｆＪａｐａｎｉｎ２０１１．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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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ｔｒａｃｋｓｔｈａｔｃｏｖｅｒｍｏｓ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Ｊａｐａｎｗｅ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ｙｔｗｏｐａｓｓ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ＩｎＳＡＲ）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ａ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ｂｙＧＰＳｄａ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ｈａｌｆ

ｓｐａｃｅ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ｒｉｖｅ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

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ｍａｉｎｌｙｉｎ

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４０ｋｍａｎｄ５０ｋｍ，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ｌｉｐｉｓａｂｏｕｔ５０．３ｍ，ｔｈ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ｏ

ｍｅｎｔｉｓ３．１９７×１０２２Ｎ·ｍ（Ｍｗ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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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ＸＵＣａｉｊｕｎ，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ｚ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ｃｊｘｕ＠ｓ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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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利用ＶＬＢＩ观测对ＥＲＰ参数和月地距变化相关性的研究　　魏二虎，等

ＳＧＭ１００ｉ月球重力场特征分析 孙　玉，等

 软土路基沉降泊松模型的正则化牛顿迭代法 唐利民，等

 多特征融入的自适应遥感影像多尺度分割 周亚男，等

ＳＶＭ加权学习下的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多元分类研究 吴　军，等

 采用力矩平衡原理建立地图视觉平衡模型 马　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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