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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景于２０１００３～２０１０１１期间采集的高分辨率聚束（１ｍ分辨率）模式的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ＳＡＲ数

据，采用永久散射体干涉测量技术（ＰＳＩｎＳＡＲ）获取了西藏羊八井地区由地热电站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地面沉

降。结果显示，羊八井地热电站周边及地热开采井地区在２０１０年期间的地面沉降速率最大达到２５ｍｍ·

ａ－１，而盆地其他地区的地面平均沉降速率为１ｍｍ·ａ－１。将其与 ＡＳＡＲ获取的平均沉降速率结果对比，两

者的相关性达到了０．７６，这说明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分辨率ＳＡＲ数据不仅可以提供高密度ＰＳ点，而且更好地体

现了散射体的细节变化和微量位移情况。

关键词：永久散射体干涉测量；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聚束模式；羊八井；地面沉降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合成孔径雷达

干涉测量（ＤＩｎＳＡＲ）技术中的时空去相干和大

气效应等问题，是ＩｎＳＡＲ技术发展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研究方向［１３］。以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为代表的高

分辨率ＳＡＲ数据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发展
［４７］。目前，基于 Ｔｅｒｒａ

ＳＡＲＸ的ＰＳＩｎＳＡＲ研究主要是利用条带模式数

据，而且实验区主要选择在人工建筑物等地物较

多的城市及周边地区。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分辨率更高的ＴｅｒｒａＳＡＲ

Ｘ高分辨率聚束模式数据，分辨率达到１ｍ，覆盖

范围为５ｋｍ×１０ｋｍ。选择的实验区是西藏羊八

井地区，位于当雄羊八井盆地。该地区人工建筑

物较少，主要是羊八井地热电站厂房、地热开采井

及零星房屋等。本文分析了利用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

分辨率聚束ＳＡＲ数据的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在监测

山区地表形变中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１　犘犛犐狀犛犃犚技术

ＰＳＩｎＳＡＲ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同一地区的多

景ＳＡＲ影像，通过分析其幅度和相位信息寻找稳

定的点目标，如裸露的岩石、房屋、桥梁及人工角

反射器等，这些点目标的散射特性都比较稳定，雷

达回波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同时，这些点目标不

受时空间去相干与大气变化的影响，经过很长的

时间间隔后仍能保持稳定的散射特性［８１０］。

ＰＳＩｎＳＡＲ处理先构建一个干涉图影像集，同

时选取ＰＳ点，利用这些ＰＳ点和干涉相位集计算

ＤＥＭ误差、线性大气贡献值，然后可计算形变量

得到沉降速率［１２］。具体步骤见文献［１，２］。

２　犜犲狉狉犪犛犃犚犡数据和羊八井概况

２．１　犜犲狉狉犪犛犃犚犡高分辨率聚束模式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具有３种成像模式：聚束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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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式和宽扫式。高分辨率聚束模式带宽是３００

ＭＨｚ，方位向分辨率达到了１ｍ，距离向分辨率达

到了０．６ｍ。这样能获取到单个地物目标更多的

细节信息，以及更高的ＰＳ点分布密度。因为对

于小散射体，越高分辨率与越短的波长，将表现出

更高的信杂比，这将非常有助于分析ＰＳ点的物

理细节特性及每个散射体的散射机制和形变特

征。同时，高分辨率数据增加了解缠三角网的密

度，缩短了三角网中每个弧段的长度，减少了解缠

误差，进而提高了形变反演精度。对于中等分辨

率卫星数据，地物的三面体结构的边长达到３０

ｃｍ才可以被识别成为ＰＳ点。在相同的情况下，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数据只需要８ｃｍ皆可以被识别为

ＰＳ点。无论是影像分辨率还是ＰＳ点的分布密

度，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分辨率数据在进行ＰＳＩｎＳＡＲ

处理时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２．２　羊八井概况

羊八井盆地位于拉萨市西北约９０ｋｍ，处于

念青唐拉山东南缘，呈北东至南西向延伸的一个

狭长带状断陷盆地，长近９０ｋｍ，面积约４５０

ｋｍ２。羊八井盆地是亚东谷露裂谷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该构造带总体呈 ＮＥ向展布（见插页

Ⅱ彩图１）。文献［１１］根据念青唐古拉山东南麓断

裂带上的不同时期的断层崖高度判断，该断裂的

垂直活动速率介于０．４～２ｍｍ·ａ
－１之间，其中，

第四纪期间的长期的平均垂直活动速率为１．１±

０．３ｍｍ·ａ－１，而全新世期间的垂直活动速率为

１．４±０．６ｍｍ·ａ－１。文献［１２］通过测定错断地

质体位移和沉积物年龄样品，得到亚东谷露构造

带的北段谷露盆地西缘断裂４ｋａ以来的水平滑

动速率为３．７５ｍｍ·ａ－１，垂直滑动速率为０．５～

１．５ｍｍ·ａ－１；大约１０ｋａ以来的水平滑动速率

为１．０～５．０ｍｍ·ａ
－１，垂直滑动速率为０．５～

０．８５ｍｍ·ａ－１。

羊八井地热电站是中国最大的地热能发电

站，到２０１０年，已建成两个地热发电分厂，电站总

装机容量已达２．５万ｋＷ。羊八井热电站利用地热

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因过量抽取地

下水，造成了局部地面沉降。西藏羊八井地热田

１９８３～１９９１年的监测结果显示，热田南区地面沉

降达到数十ｃｍ
［１３］，地面沉降已经成为电站安全

稳定运行的潜在威胁。

在插页Ⅱ彩图１中，左图是当雄羊八井盆

地，框选范围是本文的实验范围，右图是 Ｔｅｒｒａ

ＳＡＲＸ强度图，与左图的框选范围对应。实验区

中间地势平坦，两端有地势起伏，区内布有羊八井

地热电站、地热开采井等少数的人工建筑物。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与形变结果

本文收集了２０１００３２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７期间的

２０景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分辨率聚束模式数据，并选

择２０１００６２７的影像为主影像（见表１）。干涉对

的基线都比较小，非常适合进行ＰＳＩｎＳＡＲ分析。

本文中的ＰＳＩｎＳＡＲ处理是基于中国地震局地壳

应力研究所的雷达干涉处理系统。

插页Ⅱ彩图２是基于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分辨率

聚束模式数据的ＰＳＩｎＳＡＲ获取的地表形变速率

图。明显的地物是废水池，电站位于其东南方向，

在废水池的东北与西南是主要的地热开采区。在

地热开采区存在着的地表沉降，最大的沉降速率

达到２５ｍｍ·ａ－１，而在盆地的其他区域沉降速率

较小，平均沉降速率小于２ｍｍ·ａ－１。实验区范

围大约是２５ｋｍ２，一共选出２３８８５２个ＰＳ点，ＰＳ

点的分布密度非常高，每ｋｍ２ 达到了９５５４个，这

说明高分辨率ＳＡＲ数据在高密度ＰＳ点识别中

具有明显优势。为了对比，本文利用从２００６１０

２２～２０１００２２８期间的１６景 ＡＳＡＲ 数据进行

ＰＳＩｎＳＡＲ处理，得到了该地区年平均沉降速率

（见插页Ⅱ彩图３）。插页Ⅱ彩图３中，ＰＳ点主要

分布在沉降量较小的盆地中，电站沉降中心最大

的沉降速率达到了１５ｍｍ·ａ－１。其中，框选部分

和插页Ⅱ彩图２表示相同的地区。根据 ＡＳＡＲ

数据只得到了２０２３个ＰＳ点，ＰＳ点分布密度相对

较低，不能够完全解析电站附近地物的细节信息。

对比插页Ⅱ彩图２、３发现，插页Ⅱ彩图２的

形变速率主要分布在 －１～１ｍｍ·ａ
－１，插页Ⅱ

彩图３中框选部分的形变速率主要分布在 －３～

－１ｍｍ·ａ－１。在插页Ⅱ彩图３中的盆地中存在

一个较大的沉降区域，该区域是羊八井电站附近

的开采地下热水引起的地面沉降，而插页Ⅱ彩

图２对应的区域只覆盖了其部分沉降区域。

３．２　犘犛点时序分析

为了分析ＰＳ点的时序特性，选择电站附近

的地表沉降形变速率分布图进行局部放大（插页

Ⅱ彩图４）。图中沉降区域的形状分布特点是条带

状（犃和犇）和 小范围聚束状 （犅和犆），与插页Ⅱ

彩图３中大范围的连续分布区域不同，形成该沉降

特点的原因是本文所使用的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数据的

时间间隔仅为２４２ｄ，所以相对沉降区域范围较小。

插页Ⅱ彩图４中ＰＳ点的分布密度非常高，

３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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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很好地描述各个地物细节信息，比如电

站（犈点），可有助于研究电站及其周边区域的沉

降情况。插页Ⅱ彩图４中的最大沉降速率达到了

２５ｍｍ·ａ－１，整体上比插页Ⅱ彩图３中的ＡＳＡＲ

结果要大，其原因也是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的ＰＳ点分

布密度较大，包含了更多的细节信息，这些信息在

基于 ＡＳＡＲ数据的ＰＳ处理过程中是无法得到

的。该地区的沉降范围主要分布在地热开采区，

这也验证了大面积开采地热造成了严重的地面沉

降。在地热开采区有多个大的沉降中心，其中，在

犃点、犅点与犇 点处，沉降量比较大，这些区域是

地热开采的主要区域。在废水池的周围也存在着

很多小的沉降点，如犆点，这些区域分布着零星

的房屋。犈点为电站所在区域，该地区的地表形

变量较小，抬升率平均值为１ｍｍ·ａ－１。但是，在

电站的周围有很多个小的沉降点，这些沉降趋势

对电站的稳定构成威胁。

表１　实验中２０景犜犲狉狉犪犛犃犚犡卫星数据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２０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Ｉｍａｇｅｓｉｎ

ｔｈｉ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序号 时间 平均入射角 垂直基线／ｍ 时间基线／ｄ

１ ２０１００３２０ ３１．４ ３５．３ －９９

２ ２０１００３３１ ３１．４ ３０．１ －８８

３ ２０１００４１１ ３１．４ ３６．３ －７７

４ ２０１００４２２ ３１．４ ８７ －６６

５ ２０１００５０３ ３１．４ －４１．３ －５５

６ ２０１００５１４ ３１．４ －７２．２ －４４

７ ２０１００５２５ ３１．４ －３９．７ －３３

８ ２０１００６０５ ３１．４ １５．６ －２２

９ ２０１００６１６ ３１．４ －４４．４ －１１

主影像 ２０１００６２７ ３１．４ ０ ０

１１ ２０１００７０８ ３１．４ ２７ １１

１２ ２０１００７１９ ３１．４ －１１４．７ ２２

１３ ２０１００７３０ ３１．４ －１１７．２ ３３

１４ ２０１００８１０ ３１．４ ４．３ ４４

１５ ２０１００８２１ ３１．４ －６９．３ ５５

１６ ２０１００９０１ ３１．４ －７３ ６６

１７ ２０１００９１２ ３１．４ －１５９．４ ７７

１８ ２０１０１０２６ ３１．４ ９６．７ １２１

１９ ２０１０１１０６ ３１．４ ４６．８ １３２

２０ ２０１０１１１７ ３１．４ －９４．４ １４３

　　选择具有典型沉降趋势的４个点犃、犅、犆、犇

进行时序分析。点犃、犅、犆、犇 的年平均沉降速率

分别为２５ｍｍ·ａ－１、２３ｍｍ·ａ－１、１０ｍｍ·ａ－１、

１５ｍｍ·ａ－１。因为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间隔只

有２４２ｄ，所以可以假定形变是线性的，从４个点

的时序分析（见插页Ⅱ彩图５）可以看出４个点的

形变都存在着明显的线性特征。同时，４个点的

时序位移累计量和年平均沉降速率也完全吻合。

这说明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 高分辨率聚束模式数据在

ＰＳＩｎＳＡＲ分析中具有较高的精确性。

３．３　整体精度对比

由于羊八井地区没有水准、ＧＰＳ等实测沉降

数据，所以本文用利用 ＡＳＡＲ 数据进行 ＰＳＩｎ

ＳＡＲ处理得到的年平均沉降速率（见插页Ⅱ彩图

３）作对比。在插页Ⅱ彩图３所示的２０２３个ＰＳ

点中选择与彩图２中ＰＳ点地理范围接近的点，

由此得到２０２个ＰＳ点。根据筛选得到的ＰＳ点

上ＡＳＡＲ的形变速率和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的形变速

率的对比，得到相关性分析结果（见图１）。从图１

中可以看出，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和 ＡＳＡＲ的形变速率

分布比较一致，相关性达到了０．７６。这说明了利

用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分辨率聚束模式数据检测山区

地表形变的可行性。同时，拟合得到两者的关系

式狔＝０．７７５３狓＋０．１０３９，说明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的

形变速率结果相对于 ＡＳＡＲ的结果偏小。经过

分析，原因为：ＡＳＡＲ使用的数据间隔达到了３ａ

多，而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使用的数据间隔仅为２４２ｄ，

所以，利用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得到的沉降量并不能完

全代表该地区的多年年平均沉降，仅表示了该地

区２０１０年的年平均沉降速率。

图１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与ＡＳＡＲ平均形变速率相关性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ａｎｄＡＳＡＲ

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ｅａ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分辨率聚束模式

ＳＡＲ数据进行ＰＳＩｎＳＡＲ处理分析，得到了羊八井

地热电站周围的地面沉降分布图。通过与ＡＳＡＲ

的结果作对比发现，两者沉降的整体分布是一致

的，但是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聚束模式具有更高的分辨

率，可以探测到电站附近地物的地面沉降细节。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分辨率聚束模式应用于时序

分析时，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① 利

用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高分辨率聚束模式ＳＡＲ数据可

以识别出更多的ＰＳ点，但是其覆盖范围较小，在

监测大型目标时，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 高分辨率聚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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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数据将无法完全覆盖目标。② 本文中，在

电站的东北方向布设了５个角反射器（ＣＲ）。在

强度图中，这些ＣＲ点的强度值是影像平均值的

１００倍以上，按照传统的振幅离差算法
［２］，根据影

像的平均值无法识别出这些ＣＲ点，同样，在实验

区有很多的房屋也无法识别。如何识别出这些高

强度的散射体，这也是以后需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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