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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水河与龙门山断层犆犚布设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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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ＣＲ的设计，并在鲜水河和龙门山断层进行了布设。针对单幅影像中ＣＲ点识别的困难，在采

用ＧＰＳ测量辅助ＣＲ点识别的基础上，提出利用安装ＣＲ点前后多幅影像的幅度平均对比法来识别Ｃ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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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性散射点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ｐｅｒ

ｍａｎ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ｓＩｎＳＡＲ，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
［１］仅对

影像中可识别的ＰＳ点进行处理，克服了干涉相

位失相关和大气效应的影响。但是受研究区的限

制（如在滑坡、断层等区域时，往往缺乏足够的

ＰＳ），且难以均匀分布，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难以实现，

而人工角反射器（ｃｏｒｎ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ＣＲ）能较好地

补充ＰＳ点的不足和不均匀分布，其布设具有更

高的灵活性。已有研究表明［２，５］，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

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本文研究了ＣＲ设计、布设

以及识别。为将ＣＲ点从周围的ＰＳ点及其他噪

音中自动识别出来，本文提出了利用安装ＣＲ点

前后多幅影像的幅度平均对比法，取得了理想的

效果。

１　犆犚设计与布设

１．１　犆犚设计

为了能在雷达图像上快速准确地定位所建立

的角反射器的像元位置，角反射器的形状必须符

合一定的规律。目前，实际应用中最多的ＣＲ一

共有两类设计：二面角反射器和三面角反射器，为

保证反射强度，材料一般为铝［６］。本文设计的

ＣＲ如图１所示。

为将ＣＲ布设到鲜水河和龙门山断层上进行

图１　研究中设计的角反射器

Ｆｉｇ．１　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ＳｉｚｅｏｆＯｕｒＤｅｓｉｇｎＣＲ

地壳形变监测，先在武汉九峰地区进行了ＣＲ布

设实验，获得了理想的效果。实验中得到如下结

论：

１）设计的角反射器要保持３个面的垂直，当

垂直角误差大于１°时，将造成反射信号减少以致

ＣＲ无法识别。同时，也应该保证反射面的平整，

无凸凹或刮痕，角反射器整体牢固不容易变形，从

而保证雷达波的镜面反射。

２）对于三面三角的ＣＲ来说，不同的边长反

射差别不大，两者都可以很好地识别出来。

一般地面植被背景的散射截面为－５～－１０

ｄＢ，而１ｍ和１．２ｍ的三角反射器两者的散射截

面分别为３１．２６、３４．４２ｄＢ，差别仅为３．１６ｄＢ，但

两者使用的材料面积相差较多。综合材料散射效

率、设计稳定性、性价比和托运便利性，本文选择

设计边长为１ｍ的三面三角反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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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犆犚安装

角反射器安装中的主要工作包括角反射器倾

角和方位角的设定。角反射器倾角的设定由三角

反射器的轴线和地面所夹的角度来确定［７］。

角反射器方位角由以下公式来确定［３］：

β＝ａｒｃｓｉｎ
±ｃｏｓα
ｃｏｓξ

（１）

其中，β为角反射器的方位角；α为雷达卫星的轨

道倾角；ζ为角反射器所在纬度。

在安装过程中可以使用罗盘来确定角反射器

的方位角和倾角。

目前的ＣＲ点安装都是在固定的水泥标墩上

进行。实际调整角反射器底边方位角的过程中，

由于地质罗盘受周边磁场的影响很大，不能接近

金属，同时考虑定向的易于操作性，本文采用细线

以辅助罗盘定向，减弱金属体对罗盘精度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测定的方位角精度可以满

足要求。对于倾角进行调整则较为简单，在定向

后，调整角反射器的支柱高度即可。

人工角反射器应尽量安置在背景反射特性较

弱的地方，远离卫星正对的山包或山脊的坡面，以

便于在ＳＡＲ影像中提取其位置；人工角反射器安

装时应尽量远离容易产生多路径效应的物体，一

般要远于１００ｍ；选址的同时，应考虑ＣＲ点的维

护和水准的联测，兼顾科学与实用性。安装过程

中，要保证角反射器能在野外可以微调（方位角和

仰角方向），还要保证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有

大风的时候也不会发生偏转。

２　犆犚点的识别

川滇地区地质结构复杂，已有许多学者对该

地区的地壳形变进行了研究［８］。本文选择龙门山

和鲜水河两个地区进行应用研究。安装的ＣＲ点

位置见图２（图中矩形框为ＳＡＲ影像覆盖范围，

五角星为ＣＲ点布设位置）。图２（ａ）、２（ｂ）分别显

示了龙门山和鲜水河地区布设的ＣＲ点位置。龙

门山地区有汉旺、茂县、南新和郫县４个ＣＲ点，

分布于龙门山断层两侧；鲜水河地区有道孚、七美

和瓦日３个ＣＲ点，垂直于鲜水河断层。角反射

器安装时间为２００９０８１０～２００９０９１０，选用的

数据为 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降轨道的 ＡＳＡＲ数据。

龙门山地区获取的影像时间段为２００７０８～２０１０

０７共１９幅（Ｔｒａｃｋ２９０），分别为安装ＣＲ前８幅

和安装ＣＲ后１１幅；鲜水河地区获取的影像时间

段为２００８０４～２０１００７共１４幅（Ｔｒａｃｋ１０４），分

别为安装ＣＲ前８幅和安装ＣＲ后６幅。本文使

用ＧＡＭＭＡ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图２　龙门山和鲜水河ＣＲ点位置

Ｆｉｇ．２　Ｃ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

ＣＲ点的正确识别是ＣＲ研究的重要基础，但

在岩石裸露的干燥地区、人工建筑密集的地区，由

于角反射效应，往往存在大量相位稳定且亮度很

高的反射点，即ＰＳ点，同时，由于传感器或者地

形等原因影响在雷达影像中存在大量的噪声。

ＣＲ点的识别和相位提取，需要将ＣＲ点从附近的

ＰＳ点及其他各种噪音中自动识别出来，特别是当

把ＣＲ点布设在靠近城区和岩石众多的山上时，

ＣＲ点的识别和相位提取是一个难题。

目前，ＣＲ点的识别主要是根据ＣＲ点的高亮

度特征进行提取，ＣＲ点位置的确定主要依赖于

ＣＲ点在影像中的幅度特征。当布设ＣＲ点地区

周围大片范围内不存在较强散射点，同时影像幅

度特征明显时，ＣＲ点的识别可不借助于ＧＰＳ测

量的辅助，直接通过目视对比查找。由于在实际

应用中，布设ＣＲ点的地区为地形较为复杂的地

区，ＣＲ点的周围往往也存在ＰＳ点，同时，由于卫

星雷达扫描视角的影响，在ＣＲ识别前进行ＧＰＳ

辅助测量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在ＧＰＳ测量辅助

进行ＣＲ点识别的基础上，利用常用的单幅影像

幅度特征进行ＣＲ点识别。鉴于常用方法的局

限，本文提出了利用安装ＣＲ前后多幅影像的幅

度平均对比法来进行ＣＲ点的识别。

２．１　利用单幅影像的犆犚点识别

利用单幅影像的ＣＲ点识别方法的基本思想

为：首先将ＣＲ点的 ＧＰＳ坐标转换到ＳＬＣ图像

（幅度图像）像素的行列号上，再判断对应选定的

行列号上及其附近是否存在能识别的ＣＲ点（圆

形亮点或星形亮点）。

本文利用该方法处理了安装ＣＲ点后龙门山

地区的１１幅 ＡＳＡＲ影像数据、鲜水河地区的６

幅ＡＳＡＲ影像数据，提取了龙门山地区的汉旺、

茂县、南新、郫县４个点和鲜水河地区的道孚、瓦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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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七美３个点安装的共７个ＣＲ点识别结果如

图３所示（以鲜水河２０１００１１９和龙门山２００９

１０１９影像的识别结果为代表）。

ＣＲ点在ＳＡＲ影像中应显示为一个亮点，从

图３中可以看出，利用该方法仅能识别道孚和南

新两个ＣＲ点（圆环内的亮点），瓦日点由于山顶

叠影影响无法识别，汉旺、茂县、瓦日３点由于周

围建筑物较多同样无法识别。由此可知，当背景

噪声影响较大，在ＣＲ点区域存在多个亮点时，单

幅影像幅度亮度识别方法在确定具体的ＣＲ点时

有一定的局限性。单幅影像的ＣＲ点识别可能会

受到季节性的影响，即在一年内某个季节的影像

数据中ＣＲ点无法识别，其他时间段内却可以识

别。本文在实际数据处理中未遇到此问题。季节

性影响会造成影像的整体强度值在不同季节的不

同，因此，本文认为季节性对ＣＲ点识别的影响较

弱。

图３　单幅影像的ＣＲ点识别

Ｆｉｇ．３　Ｃ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ＳｉｎｇｌｅＩｍａｇｅ

２．２　利用多幅影像幅度平均对比法的犆犚点识

别

为弥补利用单幅影像的ＣＲ点识别方法的不

足，本文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确定ＣＲ点的位

置，其基本思想为：对安装 ＣＲ 点前后的多幅

ＡＳＡＲ影像进行幅度平均对比确定出ＣＲ点的位

置，由于在幅度平均前要进行影像的配准，该方法

能同时克服点位偏差太大而无法有效进行点位定

位和单幅影像的幅度图强度受到的干扰过多的缺

点。改进方法的数据进行处理步骤为：① 对获取

的所有影像数据处理生成ＳＬＣ数据；② 选取其

中一幅影像作为主影像进行图像配准；③ 将配准

后的数据按安装ＣＲ点前后分为两部分，分别对

两个时间段的幅度图多视平均；④ 将ＧＰＳ测定

的ＣＲ坐标向影像幅度图像上转化，计算角反射

器在强度图中的坐标标定位置；⑤ 比较ＣＲ安装

前后两幅平均幅度图，进行ＣＲ点识别。

对安装ＣＲ前后龙门山地区的８幅和１１幅

ＡＳＡＲ影像数据、鲜水河地区的８幅和６幅

ＡＳＡＲ影像数据分别利用幅度平均方法进行处

理，获取安装 ＣＲ 前后的影像幅度平均图（见

图４），从而识别ＣＲ点的位置。

图４　多幅影像幅度平均对比法的ＣＲ点识别

Ｆｉｇ．４　Ｃ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利用单幅影像的目测法

确定ＣＲ点位置会受到周围ＰＳ点及噪声的严重

干扰，而利用安装ＣＲ点前后的多幅影像幅度平

均能对影像的幅度特征进行加强，削弱大部分ＰＳ

点和噪声的影响。通过对比安装前后的图像，可

以准确识别的ＣＲ点有鲜水河地区的道孚、七美、

瓦日和龙门山地区的汉旺、南新、郫县，该方法较

单幅影像的ＣＲ点识别效果大大提高。另外，龙

门山的茂县点仍然无法识别，其原因为建筑物太

多，建筑物造成的ＰＳ效应湮没了ＣＲ点信号。

本文提出的改进方法确定的 ＣＲ点清晰可

靠，更有直观性，其前提条件是能获取研究区安装

ＣＲ前后的多幅影像。

３　结　语

１）为保证雷达波的镜面反射效果，对于三面

三角形反射器，设计加工时一定要保持三个面的

严格垂直，同时要保证反射面的平整、无凸凹或刮

痕，角反射器整体牢固。

２）人工角反射器应尽量安置在背景反射特

性较弱的地方，远离卫星正对的山包或山脊的坡

面，以便于在ＳＡＲ影像中提取其位置。ＣＲ可以

采用ＧＰＳ测量辅助识别。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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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本文提出的利用多幅影像的幅度平均对

比法为ＣＲ点的正确识别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

段。

致谢：感谢ＥＳＡ提供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的ＡＳ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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