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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时序ＤＩｎＳＡＲ相位模型，利用振幅离差、时间相干系数和统计分析多重方法提取了相干点目

标，并根据不同相位分量的时空特性分离出形变相位，继而提取出相干点目标上的沉降速率。以上海市临港

新城主城区为实验区，利用２４景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影像，得到了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００２间的沉降速率分布，并分析

了冲填土年代对沉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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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沉降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地面标高

缓慢降低的环境地质现象，严重时会成为一种地

质灾害［１］。近年来雷达差分干涉测量（ＤＩｎＳＡＲ）

技术成为形变监测的研究热点，该技术具有大范

围、高分辨率、动态监测等优势［２］。针对ＤＩｎＳＡＲ

的失相干和大气效应等影响监测精度的因素，文

献［３，４］提出了永久散射体技术（ＰＳＩｎＳＡＲ），理

论上可以达到 ｍｍ 级的监测精度。利用ＰＳＩｎ

ＳＡＲ方法监测地表沉降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

研究成果，证实了该方法的应用潜力［５８］。本文为

了提高相干点目标的密度，对传统的点目标提取

策略进行了改进，并对提取沉降速率的关键技术

进行了研究。选取上海市临港新城主城区作为实

验区，利用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００２间获取的２４景中

分辨率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 影像，得到了实验区的沉

降速率分布图，并对沉降原因进行了分析。

１　时序犇犐狀犛犃犚算法原理

时序ＤＩｎＳＡＲ的研究对象集中在长时间保

持高相干性的点目标上，相对于ＤＩｎＳＡＲ技术，

由面到点的转换损失了一定的空间分辨率，但是

大大提高了地表沉降监测的精度。传统的ＰＳＩｎ

ＳＡＲ技术利用振幅离差提取相干点目标，根据各

相位分量的时频特征，去除大气相位，准确估计形

变速率和高程误差。填海造陆地区人工地物相对

城区较少，振幅离差法很难提取出足够密度的点

目标。因此，本文改进了相干点目标的提取策略，

提高了点目标的分布密度。

１．１　相干点目标的提取

振幅离差法是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中提取相干点

目标的经典算法［３］。该方法针对每个像元进行时

间序列上的统计计算，是较为准确的相干点目标

提取算法。但是在低相干地区，提取的稳定相干

点目标数量有限，如果提高阈值，则会造成较大的

错误率。填海造陆地区由于形成时间短，往往人

工建筑物较少，植被覆盖区域较多，因此属于低相

干区域，传统的振幅离差方法提取的点目标较少。

本文采用了基于振幅离差、时间相干系数和统计

分析的多重方法提取相干点目标。时间相干系数

γ的定义为：

γ＝
１

犕 ∑
犕

犽＝０

ｅｘｐｊφ
犽
ｉｆｇ－珘φ

犽
ｉｆｇ－φ

犽
ｔｏｐ（ ）｛ ｝ｏ （１）

其中，犕 是干涉影像对的数目；φ
犽
ｉｆｇ是差分干涉相

位；珘φ
犽
ｉｆｇ是空间域低通滤波得到的相位；φ

犽
ｔｏｐｏ是地形

相位。

提取相干点目标的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１）计算所有像素的振幅离差值，采用较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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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阈值，初步提取出候选的相干点目标。

２）空间滤波是在规则网格内进行的，而相干

点目标的候选点是离散分布的。因此，需要设定

合理的规则网格大小，通过对每个网格内点目标

的相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该网格的相位值，从而

完成对候选相干点目标的网格化。

３）空间自适应带通滤波后，利用最邻近插值

得到每个点目标的空间不相关相位。在给定的高

程误差的限差范围内，对高程误差设置一定的步

长，搜索不同的地形相位。当时间相干系数得到

最大时，获取相应的地形相位φ
犽
ｔｏｐｏ和时间相干系

数γ。

４）根据γ重新对每个网格内的点目标相位

定权，重复步骤２）、３）可以计算γ的变化，迭代计

算直到γ的变化在限差内。时间相干系数的阈值

通过模拟相干点目标的相位概率密度函数得

到［９］。根据阈值可以初步提取出相干点目标。

５）为了避免旁瓣效应的影响，构建三角网，

基于γ剔除与相干点目标相邻近的伪相干点目

标。

１．２　形变监测结果的获取

由于空间非相关的地形相位容易导致邻近点

的相位差大于π，所以只对去除地形相位后的干

涉相位进行空间维的相位解缠。具体来说，在相

干点目标上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每条边表示连

接的两个相干点目标上的相位差。对三角网每条

边上的相位差构建费用函数，利用最小费用流进

行空间维解缠。解缠后的相位加上解缠前去除的

相位分量，就还原了相干点目标上的真实相位，如

式（２）所示：

φ
犽
ｕｗ ＝φ

犽
ｄｅｆｏ＋^φ

犽
ｔｏｐｏ＋^φ

犽
ＡＯＥ ＋^φ

犽
ｎｏｉｓｅ＋２π犪

犽 （２）

其中，^φ
犽
ＡＯＥ是点目标上的大气延迟相位与轨道误

差相位的和。由于地形误差与垂直基线相关，简

单通过最小二乘方法就可以重新估计出地形相位

＾
φ
犽
ｔｏｐｏ。^φ

犽
ＡＯＥ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高频特性，在空间

分布上表现为低频特性，而形变相位在时间域和

空间域上都表现为低频特性，因此＾φ
犽
ＡＯＥ可以通过

滤波的方式得到。最后形变相位如式（３）所示：

φ
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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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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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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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形变相位转化成雷达视线（ＬＯＳ）方向上的

形变量犱，再根据相应的时间基线狋，利用最小二

乘可求出相应时间段内的形变速率狏，如式（４）所

示：

狏＝ （狋
Ｔ犘狋）－１狋Ｔ犘犱 （４）

其中，形变量犱＝
λ
４π
·φｄｅｆｏ；犘为权矩阵，可取干涉

相位的方差为权，如式（５）所示：

犘＝ｄｉａｇσ
１，σ

２，…，σ（ ）犖

σ
犽
＝
∑

犕

犽＝１
＾
φ
犽（ ）ｎｏｉｓｅ

２

槡 犕
·１８０
π

（５）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研究区域及犃犛犃犚数据集

上海是我国最早发生地面沉降，也是地面沉

降危害最大的城市之一。１９２１年出现地面沉降，

至今沉降面积已达１０００ｋｍ２，中心城区平均累计

沉降量普遍大于０．６ｍ，最大累积沉降量接近３

ｍ
［１０］。随着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供应短缺

促使沿海城市致力于填海造陆，这些地区由于陆

地形成时间短，并且欠压实，因此地质基础更加不

稳定，地表容易产生沉降。

临港新城位于南汇区东南沿海，东临东海，规

划面积约为２９６ｋｍ２，于２００３１１３０启动，其中临

港新城主城区填海而成的陆域占４５％。实验区

内广泛分布着具有显著流变特性的第一、二层软

土层。室内抽灌水模拟实验表明，在反复３０次以

后沉降渐趋稳定，即约３０ａ才能达到微量沉降的

水平［１１］。

依托国家科技部欧洲空间局“龙”计划合作

项目，本文收集了从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００２的２４景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 影 像 （升 轨，条 带 模 式，Ｔｒａｃｋ

４９７）。选择２００８０８０４获取的影像为主影像，得

到２３幅干涉图，空间基线的长度不超过６００ｍ。

２．２　沉降监测结果

实验区内共提取了６８６２个相干点目标，点

目标的分布密度大约为７０个·ｋｍ－２，而振幅离

差法提取点目标的密度仅为３９个／ｋｍ２。较高的

相干点目标密度可以得到更多的沉降信息。相干

点目标主要分布在人工地物上，特别是道路、桥

梁、堤坝及建筑物等。东部沿海地区由于陆地形

成时间晚，开发时间短，人工建筑物也较少，点目

标的密度要低于西部地区。

图１显示了实验区的年平均沉降速率，其分

布区间为－３０～５ｍｍ·ａ
－１。东部沿海地区的沉

降明显比西部地区更严重，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

区是填海造陆形成的，冲填土会发生自身固结沉

降。冲填土属于欠固结土，由于形成时间短，不但

具有含水率高、孔隙比大、强度低等不良特性，而

且厚度变化大，土质极不均匀。冲填土的结构需

要有一定时间进行再组合，土的有效应力要在排

水固结条件下才能提高，这种欠固结的土壤的压

３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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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过程会导致地表沉降。有实验表明，对于厚度

为６ｍ的冲填土，其完全固结沉降量可达８ｃｍ到

１２．５ｃｍ
［１２］。

２．３　结果分析与讨论

为了监测沿海堤坝的稳定性，上海市地质调

查研究院沿堤坝布设了若干水准点进行定期观

测，其中实验区内共分布了１２个水准点。图２中

同时显示了相干点目标和１２个水准点对应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上的位置。利用算术平均法对时序

ＤＩｎＳＡＲ监测的沉降结果进行精度验证，即对距

离水准点１００ｍ范围内的相干点目标的沉降值

进行算术平均，将平均沉降速率与水准点的沉降

速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时序ＤＩｎＳＡＲ监测沉

降的误差中误差为４．５ｍｍ。我国对城市地表沉

降监测的精度要求是每ｋｍ５ｍｍ的偶然中误差

和１０ｍｍ的全中误差。从图２中可见，堤坝在不

同区段的沉降差异较大，其中，包括了水准点

ＩＤ１、ＩＤ２、ＩＤ３和ＩＤ４的区段的沉降量较少，相对

比较稳定；包括了ＩＤ６、ＩＤ７和ＩＤ８的区段的沉降

量较大，超过了２０ｍｍ；包括了水准点ＩＤ９、ＩＤ１０

和ＩＤ１１的区段的沉降最为严重。由于水准点密

度低，且位置集中在堤坝上，因此，对于整个实验

区的沉降监测结果的精度验证，还有待于加密水

准网后作进一步研究。

临港新城主城区自西向东沉降愈发严重，而

填海造陆的过程也是自西向东逐步推进的。临港

新城的冲填土按照塘堤的分布，可以分为九四塘

以东的新近冲填土和九四塘以西的老冲填土。老

冲填土，固结已经超过１７ａ，后续自重固结沉降量

相对比较小。新近冲填土，固结时间不到１０ａ，其

后续自重固结沉降量将会较大。由图３可见，九

四塘以东地区的沉降比西部地区更为严重，因此，

不同年代的冲填土会对地质特征及地区沉降产生

较大的影响。

图１　临港新城主城区沉降速率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ａｐＭａｉｎＵｒｂａｎ

ＺｏｎｅｏｆＬｉｎｇａｎｇＴｏｗｎ

图２　沉降速率图（底图为２００７０２２３获取的

光学影像

Ｆｉｇ．２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ａｐ（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ｓ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Ｉｍａｇｅ）

图３　沉降速率图（底图为２００２０７１１获取的

光学影像）

Ｆｉｇ．３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ａｐ（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ｓ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Ｉｍａｇｅ）

３　结　语

临港新城是上海陆地的最前沿，本文采用２４

景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利用时序ＤＩｎＳＡＲ技术，

获取了点目标上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００２间的沉降速

率。利用时序 ＤＩｎＳＡＲ技术监测填海造陆地区

的沉降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但由于缺少大范围

覆盖的水准数据，难以监测整个区域内的地表沉

降，不利于主城区的大型建筑物选址和轨道交通

路线的选择。

临港新城主城区存在着不均匀沉降，自西向

东有沉降愈加严重的趋势，而分布在主城区内的

横跨不同沉降区的轨道交通路线难免受到影响。

对于填海造陆地区沉降产生的原因，结合地质分

析和光学影像，初步得出冲填土的年代对填海造

陆地区的沉降有较大影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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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中心“龙计划”提供的时间序列ＳＡＲ影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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