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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犆犚犐狀犛犃犚技术研究鲜水河断层地壳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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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对鲜水河断层形变进行了研究。通过ＧＡＭＭＡ软件对研究区获取的６幅安装

角反射器（ＣＲ）后的ＡＳＡＲ数据进行处理，确定了道孚、七美和瓦日３个ＣＲ点在影像中的位置并提取它们的

差分相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３个ＣＲ点观测模型并解算得到了它们的形变量。与实测的水准测量结果进

行比较，结果表明，ＣＲ点形变监测结果与水准监测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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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水河断裂是青藏高原东缘的一条重要断裂

带，是一条具有多期活动的左旋走滑断裂，该断裂

的滑动速率高，地震强度大，是中国大陆地震活动

最强的断裂之一［１３］。最近几年，研究学者分别利

用跨断层短水准测量［４］、ＧＰＳ
［５］和ＩｎＳＡＲ

［６］技术

对该断层的形变进行了研究。由于该地区平均海

拔高，地势起伏较大，同时植被茂密，使得水准、

ＧＰＳ在该地区的观测成本过高，而传统ＩｎＳＡＲ

技术在该地区的去相干性严重使得其应用受到极

大的限制。

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可以克服时空去相干对传统

ＩｎＳＡＲ技术应用的影响
［７］，具有探测地形复杂区

域微量形变的潜力。

本文通过在鲜水河地区布设ＣＲ点，获取了

多幅安装ＣＲ点后的 ＡＳＡＲ数据，利用 ＣＲＩｎ

ＳＡＲ技术对鲜水河断层形变进行研究。

１　犆犚犐狀犛犃犚基本原理

假设在选择的实验区安装了犕＋１个角反射

器，选取一个作为基准点，将收集到的 犖＋１幅

ＳＡＲ影像，按照传统的干涉方法，选取其中一幅

影像作为主图像，可以形成犖 个干涉对
［８］。每幅

干涉图中包含了犕＋１个ＣＲ点的相对于某一个

主图像的变形相位，可以表示为［７］：

Δφ犻 ＝－２犽犻π＋φ
犻
ｔｏｐｏ＋φ

犻
ａｔｏｍｓ＋φ

犻
ｄｅｆｏ＋φ

犻
ｎｏｉｓｅ （１）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７］。

以基准ＣＲ点为参考，其他的ＣＲ点相对于

基准ＣＲ点的差分相位可以表示为
［９］：

Δφ犻，犼 ＝－２犽犻，犼π＋Δφ
犻，犼
ｔｏｐｏ＋Δφ

犻，犼
ａｔｏｍｓ＋

Δφ
犻，犼
ｄｅｆｏ＋Δφ

犻，犼
ｎｏｉｓｅ （２）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９］。

其中，相对大气延迟相位差Δφ
犻，犼
ａｔｏｍｓ一般难以

确定，可以通过外部数据集［１０］进行校正，但是由

于受天气和观测条件的限制，难以获取每期可用

的外部数据集。若在布设的ＣＲ点间，各ＣＲ点

与参考ＣＲ点间的距离小于１ｋｍ，则Δφ
犻，犼
ａｔｏｍｓ近似

为零。假设研究区形变为线性的，相对形变相位

差Δφ
犻，犼
ｄｅｆｏ＝犜犻·犞犻，犼（犜犻是影像时间间隔，犞犻，犼为相

对形变速率），式（２）可以简化为：

Δφ犻，犼 ＝－２犽犻，犼π＋犜犻·犞犻，犼＋Δφ
犻，犼
ｎｏｉｓｅ （３）

式（３）中左边为观测值；Δφ
犻，犼
ｎｏｉｓｅ服从均值为零的正

态分布；犽犻，犼和犞犻，犼是待求参数。式（３）观测方程

写成一般式为［１１］：

狔１ ＝犃１犪＋犅１犫＋ε１ （４）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１１］。

由ＣＲＩｎＳＡＲ观测模型可知，该函数模型是

秩亏的。为解决秩亏问题，需要加入独立观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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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引入虚拟观测值，可以将研究区的先验信息（如

线性速度的方差）作为约束条件建立虚拟观测方

程［１１］：

狔２ ＝犃２犪＋犅２犫＋ε２ （５）

合并式（４）、式（５）可得到新的相位观测方程
［１１］：

狔＝犃犪＋犅犫＋ε （６）

根据研究区域的状况和先验的地面信息，估计变

形参数的方差大小，可以确定式（６）中各参数的先

验权，相应的随机模型为：

犙狔 ＝
犙狔１ ０

０ 犙狔

熿

燀

燄

燅２

（７）

基于最小二乘原理，求解式（６）中的未知参数可表

示为求解最小化问题［９］：

ｍｉｎ
犪，犫
‖狔－犃犪－犅犫‖

２
犙狔
（犪∈犣，犫∈犚）（８）

式（８）的最小化问题可以看作整数最小二乘问

题［１２］，可利用ＬＡＭＢＤＡ方法进行相位解缠。

２　犆犚犐狀犛犃犚数据处理

为研究鲜水河断层的地壳形变，本文布设了

３个角反射器，分别为鲜水河断层上的道孚

（ＤＦ）、上盘的七美（ＱＭ）和下盘的瓦日（ＷＲ），并

进行了ＧＰＳ水准联测。

２．１　犆犚点的差分相位提取

ＣＲ点的位置主要依赖于ＣＲ点在影像中的

幅度特征并结合 ＧＰＳ观测确定，在单视复影像

（ＳＬＣ）中通过安装ＣＲ前后的多幅ＳＬＣ影像的幅

度平均对比方法识别ＣＲ点位置。ＣＲ点位置确

定后，需要提取干涉结果中相应ＣＲ点的相位值，

再利用ＣＲＩｎＳＡＲ模型进行后续处理。

本文采用ＧＡＭＭＡ软件进行干涉处理。表

１是实验区获取的数据列表及形成的干涉像对，

其中，以０９１２１５的影像为主影像，其他为从影像，

共形成５个干涉像对。由于鲜水河地区的低相干

性，无法获取有效的相位值进行解缠处理，这也是

传统ＩｎＳＡＲ方法在该地区的研究局限的原因。

表１　干涉像对（降轨轨道Ｔ１０４）

Ｔａｂ．１　Ｐａｉ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Ｔｒａｃｋ１０４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卫星 主影像 辅影像 时间间隔／ｄ 垂直基线

Ｅｎｖｉｓａｔ ０９１２１５ １００１１９ ３５ ５７０

Ｅｎｖｉｓａｔ ０９１２１５ １００３３０ １０５ ６９０

Ｅｎｖｉｓａｔ ０９１２１５ １００５０４ １４０ ５８９

Ｅｎｖｉｓａｔ ０９１２１５ １００６０８ １７５ ５８６

Ｅｎｖｉｓａｔ ０９１２１５ １００７１３ ２１０ ３０９

２．２　利用犕犗犇犐犛数据研究犆犚犐狀犛犃犚模型的大

气误差影响

本文采用对近距离的ＣＲ点间作差的方法来

消除大气误差影响。获取鲜水河地区在研究时间

内可用的ＭＯＤＩＳ数据（ＭＯＤＩＳ数据与ＡＳＡＲ数

据存在０．５ｈ的时间间隔）进行处理，以分析ＣＲ

点间作差方法去除大气误差影响的可靠性。

本文对 ＭＯＤＩＳ水汽产品利用ＥＮＶＩ软件和

ＭＡＴＬＡＢ程序进行数据处理。本文所用两景数

据在研究区内的云覆盖率分别为２％、３％，可以

进行数据提取和内插。提取出云掩膜后的水汽湿

延迟值，利用Ｓｉｍｐｌｅ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插值，得到的

大气湿延迟结果见图１。

图１　ＭＯＤＩＳ反演的大气湿延迟

Ｆｉｇ．１　ＵｓｉｎｇＭＯＤＩＳＤａｔａｔｏＩｎｖｅｒｓｅＷｅ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ｅｌａｙ

图１（ａ）的湿延迟量较小，而图１（ｂ）的大气湿

延迟量较大，同时，从图１（ａ）中可以看出 ＷＲ点

大气湿延迟较另外两点大。由于ＤＦ点位于３个

角反射器中间，分别距ＱＭ和 ＷＲ两点的距离为

７．６ｋｍ、９．２ｋｍ，同时，水准及历史资料表明ＤＦ

点位移量小、较稳定，本文选取ＤＦ点作为参考基

准点。通过图１提取得到各ＣＲ点的天顶湿延迟

见表２。

由表２可以看出，ＱＭ 点与ＤＦ点（基准点）

间的大气延迟量近于０，可以忽略不计；ＷＲ与

ＤＦ（基准点）间的大气延迟量为４．３ｍｍ。

表２　犆犚点插值出的大气湿延迟／ｃｍ

Ｔａｂ．２　Ｗｅ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ｅｌａｙｏｆＣＲＰｏｉｎｔｓｆｒｏｍ

ＭＯＤＩＳ／ｃｍ

ＤＦ（基准点） ＱＭ ＷＲ

１００１１９ ０．３９０８７ ０．３９５５８７ ０．６４０２１７

１００３３０ ３．８１７０４３ ３．７７３９１３ ３．６３９１３

大气相位延迟差 ３．４２６１７ ３．３７８３３ ２．９９８９

相对大气延迟差 ０ ０．０４ ０．４２７

　　由上述实验结果可以发现，虽然本文布设的

ＣＲ点间距离大于大气的一般变化范围（＜１

ｋｍ），但利用ＣＲ点间作差建立ＣＲＩｎＳＡＲ模型

仍然可以去除大部分大气误差的影响。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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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犆犚点形变结果解算

根据提取的ＣＲ点差分相位值，将道孚ＣＲ点

选作基准点，解算另外两ＣＲ点相对道孚点的形变

量。利用式（７），采用ＬＡＭＢＤＡ方法进行相位解

缠处理，得到的ＣＲ点形变时序结果见图２、３。

图２　ＱＭ＿ＣＲ时序结果

Ｆｉｇ．２　ＱＭ＿Ｄ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ＣＲＩｎＳＡ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由图２、３可以看出，ＱＭ 和 ＷＲ两点相对基

准点呈上升趋势但非直线上升，上升过程中具有

图３　ＷＲ＿ＣＲ时序结果

Ｆｉｇ．３　ＷＲＤ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ＣＲＩｎＳＡ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一定的波动。推断这种变化的原因为：ＱＭ 和

ＷＲ两点相对于基准点的形变量是上升，但结果

受季节性形变量的影响。由线性拟合结果可知，

ＱＭ和 ＷＲ在２１０ｄ内的形变量分别为２．３ｃｍ、

１．５ｃｍ，线性速率分别为４０．０ｍｍ·ａ－１（０．１０９

ｍｍ·ｄ－１）、２６．１ｍｍ·ａ－１（０．０７１ｍｍ·ｄ－１）。

表３　水准观测得到的角反射器沉降情况

Ｔａｂ．３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ＲＰｏｉｎｔｓｂ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点名 ２０１００４高程／ｍ ２０１０１１高程／ｍ 高程之差／ｍｍ 时间间隔／ｄ 沉降速度／（ｍｍ·ａ－１）

道孚角反射器 ３０３０．７６７４ ３０３０．７６５４ －２ １９７ －３．７

七美角反射器 ３８９２．７９６２ ３８９２．８１５３ １９．１ １９７ ３５．４

瓦日角反射器 ２９７５．７２５７ ２９７５．７２８９ ３．２ １９７ ５．９

２．４　水准、犆犚点结果比较

为检验ＣＲ点的监测效果，在安装ＣＲ点后，

对鲜水河断层组织了两期二等精密水准测量，第

一期测量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０１０年０４月

１７日，第二期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３日。通过水准测量，本文得到了各角反射器

的沉降量（见表３）。

由表３可以看出，经过半年多的时间，３个角

反射器的位置均有不同的沉降和上升，其中，道孚

角反射器下沉了２ｍｍ，七美角反射器上升了

１９．１ｍｍ，瓦日角反射器上升了３．２ｍｍ。七美和

瓦日两点相对道孚的线性速率分别为３９．１ｍｍ

·ａ－１、９．６ｍｍ·ａ－１。

ＩｎＳＡＲ所得形变为雷达视线向，为了与水准

结果比较，需要转化到垂直向。假定φ为卫星轨

道迹线的方位角，θ为雷达波入射角，犱ｌｏｓ为Ｉｎ

ＳＡＲ在视线向的观测值：

犱ｌｏｓ＝－犝犲ｃｏｓφｓｉｎθ＋犝狀ｓｉｎφｓｉｎθ＋犝狌ｃｏｓθ

（９）

当已知水平向形变量为犝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时，犝狌 为地表形

变在狌方向的分量，则有
［１３］：

犱ｌｏｓ＝犝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ｉｎθ＋犝狌ｃｏｓθ （１０）

由文献［１４］可取鲜水河断裂的水平速率为１０

ｍｍ·ａ－１，本文取θ为２２．８°，利用式（９）可将视线

向ＣＲ点线性形变速率转化，得到的 ＱＭ 和 ＷＲ

两点ＣＲ相对ＤＦ点ＣＲ的垂直向形变速率分别

为３９．２ｍｍ·ａ－１、２４．１ｍｍ·ａ－１。由水准和Ｉｎ

ＳＡＲ结果比较可知，七美点两者的差异仅为０．１

ｍｍ·ａ－１，而瓦日点两者的差异是１４．５ｍｍ·

ａ－１。七美点的结果吻合得非常好，而瓦日点结果

有一定的差异。引起瓦日点水准观测和ＩｎＳＡＲ

监测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有２个方面：一是瓦日点

与道孚点地形条件相差较大，两者间的大气误差影

响差异通过插值计算不能很好地消除；二是瓦日点

与道孚点的水平速率有一定的差异，本文计算时认

为其水平速度相同也会引起一定的误差。

３　结　语

本文研究了利用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进行鲜水

河断层的形变速率监测。结果表明，七美ＣＲ点

所在位置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而瓦日ＣＲ点所

在位置上升变化速率相对较小，即断层上盘相对

于下盘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当ＣＲ点间距离不远

且两点之间的地形条件相似时，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

与二等水准观测获取的形变速率一致，这说明

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在复杂地区的断层监测上具有巨

大的优势和潜力。

合适密度的ＣＲ点是利用ＣＲＩｎＳＡＲ成功建

立地壳形变模型的关键，而联合 ＣＲＩｎＳＡＲ 与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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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监测区域地壳形变是发展的趋

势。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是如何针对不同地区进行

ＣＲ点布设，并合理利用 ＧＰＳ、ＣＲＩｎＳＡＲ与ＰＳ

ＩｎＳＡＲ技术对地壳形变进行联合监测。

致谢：感谢欧空局（ＥＳＡ）提供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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