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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双轨处理模式对８景ＥＮＶＩＳＡＴ降轨数据进行永久散射体（ＰＳ）时间序列处理，获得了２００９年４

月６日意大利拉奎拉（Ｌ’Ａｑｕｉｌａ）Ｍｗ６．３级地震区域的ＰＳ时序差分干涉图和形变场。结合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

剖分算法对破裂区的形变过程进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① 本次地震变形最强烈、地表破裂发生的区域是一

个地势相对较低的椭圆形洼地。破裂主要沿震中的东南方向传播，面积约２２×１４ｋｍ２，方向约１３５°。② 地震

产生的形变量集中在破裂区，主要在震时及震后形成，位移场视线向下沉量达１５０ｍｍ。③ 破裂区位移场数

值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数据处理策略较完整地揭示了此次地震位移场变化的全过程，在８景雷达数据所跨

时间段内，震前２００８年４月与２００９年２月两景资料显示，研究区位移场变化不明显，２００９年２月至震后的

２００９年４月的图像显示，震中区形变场快速变化，沉降量达１３０ｍｍ；６～７月，形变场的沉降速度明显减缓，８

月３０日最后一景资料显示，沉降速度出现加速，破裂区总下沉量达１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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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ＤＩｎＳＡＲ能有效探测具有良好干涉相

干性区域的形变信息［１３］，众多学者利用ＩｎＳＡＲ

测量结果在获取同震形变场［４，５］、反演地震参数

以及破裂分布［６，７］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然

而，差分干涉的应用目前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

是地表因植被的覆盖或被少量雨雪覆盖等因素的

影响，导致干涉纹图的相干性随时间减弱甚至丢

失；二是卫星在轨道上两个时间位置垂直基线产

生的入射角差值改变了散射相位，基线越长，失相

关越大，从而降低了干涉纹图的相干性。失相干

可导致形变测量的失败，尤其使监测长期积累的

形变变得十分困难，因而制约了ＤＩｎＳＡＲ在形变

监测方面的进一步应用。但是，一个像元如果含

有比背景散射性要亮得多的稳定的散射体的回波

信号，即使背景散射体失去相干性，仍然可以获得

该像元的相干信息［８，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对ＰＳ分别进行了幅度稳定性和相位稳定性

分析，对覆盖意大利拉奎拉２００９年４月６日发生

的 Ｍｗ６．３级（４２．３９８°Ｎ，１３．３６７°Ｅ）地震的８景

降轨数据进行了ＰＳ处理，获得了此次地震的位

移场及其变化过程。

１　犘犛方法

与通过常规大地测量监测手段获取的形变网

复测资料的处理需要首先确定网的参考基准一样，

ＰＳ时序分析也需要首先确定自己的参考基准———

公共主影像，在同一基准下所获得的形变信息才能

保证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因此，公共主

影像的选取是ＰＳ方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

ＳＡＲ时序越长，公共主影像的选取就越重要，要求

所选取的公共主影像满足时间基线、空间基线和多

普勒质心频率基线分布最佳，以获得整体最优基线

参数，确保提取的地表形变信息的可靠性。

１．１　公共主影像的选取

假设犖＋１景不同日期的ＳＡＲ数据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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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一景主影像的 Ｎ 幅单视干涉图，根据式

（１）确定各干涉图的相干系数：

ρｔａｔａｌ＝ρｔｅｍｐｏｒａｌρｓｐａｔｉａｌρｄｏｐｐｌｅｒρｔｈｅｒｍａｌ≈

１－犳
犜

犜（ ）［ ］犮 １－犳
犅⊥

犅犮（ ）［ ］
⊥

１－犳
犉犇犆
犉犮（ ）［ ］
犇犆
ρｔｈｅｒｍａｌ

（１）

式中，ρｔｅｍｐｏｒａｌ、ρｓｐａｔｉａｌ、ρｄｏｐｐｌｅｒ分别表示时间基线、有效

空间基线、绝对多普勒中心频率；ρｔｈｅｒｍａｌ为热噪声

相干系数，可设一常量；上标犮表示相应参数的临

界值。实际计算中，令狓分别表示式（１）中的犜／

犜犮、犅⊥／犅
犮
⊥和犉犇犆／犉

犮
犇犆，且犳（狓）＝

狓（狓≤１）

１（狓＞１｛ ）
，则

具有最大ρｔｏｔａｌ的一景影像即为公共主影像。对于

ＥｎｖｓａｔＡＳＡＲ 卫星，其 犜犮、犅犮⊥ 和 犉
犮
犇犆 分别为

１８００ｄ、１１００ｍ 和１３８０Ｈｚ，参照有关文献，

ρｔｈｅｒｍａｌ取０．８，根据式（１）计算各干涉图的相干系数

ρｔｏｔａｌ。据此，本文确定拉奎拉地震降轨数据轨道

号为３２１９７的影像为主影像（见表１）。

表１　拉奎拉地震降轨数据基本信息（轨迹号：０７９）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Ｏｒｂｉｔ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ｆｏｒＬ’Ａｑｕｉｌａ

序

号
轨道号 日期

垂直基

线犅⊥

／ｍ

绝对多普

勒中心频

率犉犇犆／Ｈｚ

时间

基线／ｄρ
ｔｏｔａｌ

１ ３２１９７ ２００８０４２７ 　０ ２９９．７８ ０ ０．６２６

２ ３６２０５ ２００９０２０１ －１９３ ３０５．２９ ２８０ ０．６２０

３ ３６７０６ ２００９０３０８ ５０１ ３０８．１８ ３１５ ０．２８０

４ ３７２０７ ２００９０４１２ －４４ ３０５．８８ ３５０ ０．５２３

５ ３７７０８ ２００９０５１７ １５１ ３００．７２ ３８５ ０．４２６

６ ３８２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２１ ４５４ ３０５．７５ ４２０ ０．２８２

７ ３８７１０ ２００９０７２６ ９５ ３０４．３５ ４５５ ０．４２７

８ ３９２１１ ２００９０８３０ ４６２ ３０８．６６ ４９０ ０．２６３

１．２　时序差分干涉图的生成

为了识别出可靠的ＰＳ时序像元，一般情况

下至少需要２５景干涉图，获得的结果才具有可靠

性［１０］。本文采用ＳｔａＭＰＳ时序处理软件，利用８

～１０景重轨数据即可获得可靠的ＰＳ目标，有的

学者甚至利用４景干涉图成功地识别出了可靠的

ＰＳ
［１１］。ＳｔａＭＰＳ对ＰＳ的处理与传统的ＰＳ处理

有所区别，而与小基线集的处理类似，不仅所有辅

影像分别与主影像进行精配准，而且辅影像之间

也尽可能进行精配准，这就大大提高了提取的ＰＳ

像元的可靠性，因而弥补了因ＳＡＲ时序较短而提

取的ＰＳ可靠性不高的缺点。

确定了主影像后，借助外部ＤＥＭ数据进行２

轨差分计算。首先选择合适的研究范围，范围过

大，处理时间效率低下；范围过小，不能获得完整

的位移场。通过预处理，本文选取拉奎拉地震位

移场处理范围为方位向１００００个像元，距离向

２０００个像元。其次，对处理区域进行过采样，目

的是改善ＰＳ的密度，尤其是在非城镇地区。然

后根据卫星精密轨道数据对处理区域进行粗配准

和精配准，通过外部 ＤＥＭ 消除地形相位、重采

样、ＤＥＭ误差以及大气延迟误差和主影像轨道误

差修正，生成基于同一主影像的时序差分干涉图。

１．３　犘犛处理

１．３．１　幅度分析

对研究区内的所有像元逐点分析其在每一幅

时序差分干涉图中的幅度离散度，满足离散度某

一阈值的像元作为候选ＰＳ，所有候选ＰＳ构成一

个候选ＰＳ集。

幅度离散度的定义如下：

犇犃 ＝σ犃／μ犃 （２）

其中，σ犃 和μ犃 分别表示像元幅度的标准差和平

均值。犇犃 的阈值犇犮 需要根据研究区内的所有

像元统计而得。本文确定的犇犮＝０．４，根据式（２）

计算每个像元的犇犃，满足犇犃＜犇犮 的像元即为候

选ＰＳ，所有候选ＰＳ构成候选ＰＳ集。根据式（２）

选出的候选ＰＳ集几乎包含了所有的ＰＳ目标
［１４］。

１．３．２　相位分析

根据幅度分析识别出候选ＰＳ集，利用相位

分析通过迭代计算逐点估算每个候选ＰＳ的相位

稳定性。

设第犻幅干涉图中第狓 个像元的缠绕相位

ψ狓，犻用下式表示
［１２］：

犠 ψ狓，｛ ｝犻 ＝

犠 φ犇，狓，犻＋φ犃，狓，犻＋Δφ犛，狓，犻＋Δφθ，狓，犻＋φ犖，狓，｛ ｝犻 （３）

式中，φ犇，狓，犻为像元在卫星视线向上移动而产生的

形变相位；φ犃，狓，犻为大气延迟产生的相位；Δφ犛，狓，犻为

卫星轨道误差产生的相位；Δφθ，狓，犻为卫星视角误

差产生的相位；φ犖，狓，犻为其他各种噪声、配准误差

和相位中心在方位上位置的不确定性等产生的相

位；犠 表示相位缠绕。

令珘ψ狓，犻表示式（３）右边各项空间相干部分经

过滤波后的相位估算值，并从式（３）中减去珘ψ狓，犻可

得：

犠｛ψ狓，犻－珘ψ狓，犻｝＝犠｛φ
狌
犇，狓，犻＋φ

狌
犃，狓，犻＋

Δφ
狌
犛，狓，犻＋Δφ

狌
θ，狓，犻＋φ

狌
犖，狓，犻｝ （４）

式中，上标狌表示式（３）中相应各项剩余的空间失

相干部分。

在迭代计算识别ＰＳ的过程中，需要对同一

像元在不同干涉图中的高程变化量确定一个阈

值，高程变化超过该阈值的像元一般认为不是ＰＳ

像元或作为ＰＳ像元其可靠性不高。本文取高程

变化范围为±１０ｍ，超过此范围的像元不予处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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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令 Δ^φ
狌
θ，狓，犻表示此高程变化量产生的相位，从

式（４）两边分别减去该相位即得：

犠｛ψ狓，犻－珘ψ狓，犻－Δ^φ
狌
θ，狓，犻｝＝犠｛φ

狌
犇，狓，犻＋

φ
狌
犃，狓，犻＋Δφ

狌
犛，狓，犻＋Δφ

狌
θ，狓，犻＋φ

狌
犖，狓，犻－Δ^φ

狌
θ，狓，犻｝（５）

式（５）等号左边即为像元相位的残留值。设γ狓 为

衡量该残留值大小的尺度指标，且

γ狓 ＝
１

犖 ∑
犖

犻＝１

ｅｘｐ －槡 １ψ狓，犻－
珘
ψ狓，犻－Δ^φ

狌
θ，狓，（ ）｛ ｝犻

（６）

式中，犖 为干涉图的数量。取γ狓 的阈值γ犮＝

０．００５ （ｈｔｔｐ：／／ｒａｄａｒ．ｔｕｄｅｌｆｔ．ｎｌ／～ ａｈｏｏｐｅｒ／

ｓｔａｍｐｓ），对候选ＰＳ集中的每个像元进行迭代计

算，当γ狓 收敛，且γ狓＜γ犮 时，该像元的相位即是

稳定的，识别出的像元即为可靠的ＰＳ。

１．３．３　相位解缠

为了提取形变相位信息，需要对选出的ＰＳ

像元进行相位解缠／回复处理，对每一个时间序列

上对应的同一ＰＳ像元进行视线向形变相位值、

大气效应相位值、ＤＥＭ误差和轨道误差分离。由

于ＰＳ像元的离散性，基于规则的二维格网上的

常规相位解缠方法不适用于ＰＳ的相位解缠，因

此，本文采用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不规则三角形网解缠

方法，把所有的ＰＳ点连接成一个没有重叠的三

角形网，每个ＰＳ为三角形的一个顶点，选择一条

合适的积分路线，把每个ＰＳ目标上被缠绕在其

主值［－π，＋π］范围内的差分相位还原为真值。

２　犘犛犐狀犛犃犚处理与结果分析

２．１　数据选取

拉奎拉地震发生后，欧空局公布了若干轨道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供全球科研机构免费使用，

每一轨迹号数据只有８、９景。本文选用了２００８

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０日轨迹号为０７９

的８景降轨数据用于ＰＳ分析，基本信息见表１。

２．２　犘犛目标处理

综合时间基线、垂直基线、多普勒中心频率等

因素的最佳组合，生成基于同一公共主影像时序

差分干涉图。对干涉图中的全部像元逐点进行幅

度和相位稳定性分析，在５４×５９ｋｍ２研究区内，

识别出９４６２３个ＰＳ像元。

插页Ⅰ彩图１为研究区９４６２３个ＰＳ缠绕相

位干涉图。此图表明，整个研究区所有ＰＳ目标

的分布基本是均匀的，说明该区域内ＰＳ目标在

地震前后保持了良好的干涉相干性。

插页Ⅰ彩图２是经过相位解缠处理后的ＰＳ

时序干涉图，蓝色区域为破裂区。此图表明，在４

月６日主震发生前的３月８日，地表已经出现缓

慢的形变；至地震发生后的４月１２日，破裂区的

沉降快速变化，其主要沉降量也在此期间形成，约

１３０ｍｍ；之后至８月３０日，形变速率明显减慢。

在蓝色区域周围，ＰＳ的色调随着时间呈现区域分

布，且不均匀，说明这些区域的形变不具有一致

性，但这些颜色不一致的ＰＳ点也有可能是因为

植被的覆盖而导致ＰＳ的质量降低的缘故，目前

还没有相关的野外调查资料加以证实。

２．３　犘犛时序处理

为了分析地震产生的形变场随时间的变化特

征，在破裂区选取了４个参考ＰＳ像元（插页Ⅰ彩

图３中的犃 至犇）。插页Ⅰ彩图３表明，地震产

生的破裂沿震中向东南方向传播，与文献［１３］的

结果和ＵＳＧＳ给出的震源机制解（ｈｔｔｐ：／／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 ｕｓｇｓ． ｇｏ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

２００９／ｕｓ２００９ｆｃａｆ／）一致。破裂区沉降速率达１６７

ｍｍ／ａ，形变主要集中在呈东南方向展布的椭圆

形区域内。

插页Ⅱ彩图４为参考ＰＳ像元的位移时序曲

线图。可见，８景ＡＳＡＲ降轨数据探测到了拉奎

拉地震位移场变化的全过程：形变从震前的３月

８日开始，到震后的４月１２日，震中区形变场快

速变化，沉降量达１３０ｍｍ左右。之后，形变速度

有所减缓，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１日和７月２６日的两景

资料显示，破裂区形变场出现回跳，８月３０日最

后一景资料显示，沉降速度再次出现加速变化，总

沉降量达１５０ｍｍ。参考ＰＳ“点”的变化过程与插

页Ⅰ彩图２整个“场”的变化情形是一致的。

２．４　破裂区形变过程的重构

为了再现地震产生的破裂区的传播方向和形

变过程，对破裂区（１３．３２°Ｅ～１３．５７°Ｅ，４２．２３°Ｎ

～４２．４８°Ｎ）范围内的ＰＳ像元，利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角形剖分算法，通过数值分析再现了破裂的传播

方向和位移场的变化过程，如插页Ⅱ彩图５所示，

其与插页Ⅰ彩图２、彩图３和插页Ⅱ彩图４显示

的结果是一致的。插页Ⅱ彩图５还表明，破裂区

主要集中在面积约２２×１４ｋｍ２、方向约１３５°的椭

圆形区域内，与破裂区的地势地貌走向一致。

３　结　语

本文选取了８景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降轨数据，

通过２轨差分处理，利用ＰＳＩｎＳＡＲ方法获得了该

地震前后位移场的变化特征及变化过程。分析结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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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雷达干涉能从面上获取地表“场”的变化

信息及其变化过程，且不依赖于任何人工目标，这

就保证了信息的连续性，即使在地震破裂区，也能

获得连续的数据链，这是常规大地测量手段所不

及的。因此，雷达干涉技术在探测地表形变研究

领域展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致谢：感谢欧空局提供的Ｅｎｖｉｓａｔ及卫星精

密轨道数据，以及荷兰德尔夫特技术大学和

Ｈｏｏｐｅｒ等提供的开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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