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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时间序列ＩｎＳＡＲ技术，在无先验形变模型的情况下，研究了中分辨率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在堤坝

监测中的应用。首次使用２４景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影像得到了上海市长江口南岸和杭州湾北侧堤坝的沉降速

率。实验结果表明，堤坝存在着不均匀沉降，其中位于浦东机场堤坝和临港新城堤坝的沉降最为严重。利用

水准数据对临港新城堤坝的监测结果进行了验证，监测精度达到了ｍｍ级，证明了时间序列ＳＡＲ影像在堤坝

形变监测上的有效性和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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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的堤坝形变监测主要集中在地面测量手

段上，如设置分层标、水准测量和ＧＰＳ测量。相对

于常规形变监测手段，雷达差分干涉测量（ＤＩｎ

ＳＡＲ）具有监测范围大、空间分辨率高、重复周期稳

定等优势，且其观测精度理论上可达到ｃｍ级
［１］。

由于ＤＩｎＳＡＲ需要不同时相的重复观测影像来获

取形变信息，重复观测期间，地表散射特性的变化

会导致时间去相干，同时大气条件的变化（如水气

含量变化）也会引入观测噪声，造成监测结果的不

确定性［２３］。针对这些因素，Ｆｅｒｒｅｔｔｉ等人提出了永

久散射体技术（ＰＳＩｎＳＡＲ）
［４５］。近年来，利用时间

序列ＩｎＳＡＲ技术监测上海市的地表形变已经取得

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地

物较多的中心城区［６７］。本文采用了振幅离差和

时间相干系数的双重阈值法提取相干点目标，三

维时空解缠后分离出了形变相位，从而在无需形

变模型的情况下得到了堤坝的形变速率，并以上

海为实验区，收集了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２月

间的２４景中分辨率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影像。

１　时间序列犐狀犛犃犚监测形变算法

本文采用了振幅离差与时间相干系数的双重

阈值法提取点目标。由于堤坝的线状地物特性，

其宽度小于参考ＤＥＭ（如ＳＲＴＭＤＥＭ）的空间

分辨率，使得差分干涉处理后点目标的地形误差

较大，因此需要修正堤坝高程后迭代求解出新的

高程误差和形变速率。

１．１　相干点目标的提取

堤坝的堤顶道路和外坡多采用块石或混凝土

等硬质结构，可以在长时间序列上的ＳＡＲ影像中

保持较高的相干性。在物理散射特性方面，堤坝

的几何规则可构成二面角这类稳定的强散射，从

而可以在ＳＡＲ影像上提取出堤坝。

在高信噪比的前提下，可直接用振幅离差来

表示点目标的稳定性，也就是在人工地物密集的

地区，通常可以通过设置合理阈值即可提取出稳

定的相干点目标［４］。但是堤坝的内坡多采用植草

方式进行护坡，植被覆盖导致相干性降低，而相干

性越差，信噪比越低。另有堤坝建筑在围海造地

形成的新陆域上，这些区域除堤坝本身外，缺乏易

于识别的人工建筑物。传统的振幅离差法在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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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为此，本文采

用了基于振幅离差、时间相干系数的多重方法提

取相干点目标，该方法提高了相干点目标在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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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区域的密度。首先设置较高的振幅离差阈值提

取出较多的候选点目标，然后引入时间相干系数，

并基于统计分析得到阈值，初步提取出相干点目

标。为了避免旁瓣效应的影响，剔除与相干点目

标相邻近的伪相干点目标。点密度的提高使得相

邻点间发生跳变的可能性降低，残数点减少，从而

降低解缠错误。

１．２　形变监测结果的获取

提取出相干点目标后，进行三维时空解缠。

解缠后的相位通过最小二乘估计出地形误差相

位，利用滤波去除大气相位，最终分离出形变相

位。将形变相位转化成雷达视线向（ＬＯＳ）方向上

的形变量，再根据相应的时间基线，利用最小二乘

即可求出相应时间段内的形变速率。

堤坝分布广，长达数十千米甚至上百千米，一

次性处理较大的区域，不可信的相干点目标所占

的比例会增多，解缠的误差会大大增加。特别是

对本实验区来说，堤坝附近的植被覆盖茂密，本来

就增加了解缠的困难，最终采用分块处理的办法

来完成大面积试验区的处理。具体来说，按距离

向和方位向分成若干区域，各个子区域保持重叠

区域，且重叠区域有一定数量的相干点。子区域

独立处理，并计算出沉降速率，对重叠区域内的沉

降速率进行统计，消除不同区域内的整体相对变

化。最后将不同区域的点目标沉降速率整合在一

起，通过人工手动提取出堤坝上的点。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研究区域及犈狀狏犻狊犪狋犃犛犃犚数据集

上海是我国最早发生地面沉降，也是危害最

大的城市之一，其堤坝分布较广，岸线较长，建设

历时跨度较长。１９２１年出现地面沉降，至今沉降

面积已达１０００ｋｍ２，中心城平均累计沉降量普遍

大于０．６ｍ，最大累积沉降量接近３ｍ
［９］。根据

上海地区堤坝的地理位置区域，将其划分成长江

口南岸、杭州湾北侧及崇明三岛３个区域。据统

计，长江口南岸的宝山区、浦东新区和南汇北部，

其国家一线堤坝共长１０６．８ｋｍ；杭州湾北侧的金

山区、奉贤区和南汇区南部，其国家一线堤坝共长

９５．５ｋｍ
［１０］。上海的堤坝主要是建立在海滩和软

土上的，地质基础相对于内陆更加薄弱，特别是围

海造地区域。

本文收集了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到２０１０年２月

的２４景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影像（升轨，条带模式，

Ｔｒａｃｋ４９７）。本文实验区主要位于浦东新区和奉

贤区，覆盖了长江口南岸和杭州湾北侧的堤坝，范

围约为６５×２５ｋｍ２，占整景影像的１／６左右。根据

ＳＲＴＭ数据，上海的地势平坦，高程不超过２０ｍ。

引入整体相关系数，选择２００８年８月４日获取的

影像为主影像，空间基线的长度不超过６００ｍ。

２．２　堤坝监测结果

插页Ⅰ彩图１显示了实验区的沉降速率图，

底图为平均幅度图。从插页Ⅰ彩图１中可见，北

部的相干点密度高于南部，内陆的相干点密度远

高于堤坝地区。原因在于北部城区是原浦东新

区，经济发达，建设用地及市政设施密度都较大，

而南部地区是原南汇区，属于市郊，早期以农业园

区为主，近年来才加大工业投入，因此人工地物密

度低。堤坝区域植被护坡，从公众安全考虑，并没

有在靠近海岸带的地区兴建大型建筑，因此相干

点密度较低，但是仍旧提取出一定密度的点目标，

避免了堤坝形变监测的不连续性。堤坝的平均沉

降速率要高于内陆区域，并且沉降最为严重的区

域包括了浦东国际机场和临港新城的堤坝。

与传统的地面测量手段相比较，基于时序

ＳＡＲ影像监测沉降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覆盖范围广，中分辨率ＡＳＡＲ影像的覆盖范围

接近１００ｋｍ×１００ｋｍ；② 点密度高，本文实验区共

提取了１１９２３８个点目标，密度高达７３个／ｋｍ２，而

水准点和ＧＰＳ点的密度相对而言十分有限，这就

容易遗漏部分观测区域，特别是地势险峻或者尚在

围垦中等人工不易测量的区域（如芦潮港）；③ 重

复观测周期短，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的重复观测周期为３５

ｄ，而水准测量和ＧＰＳ测量的人力、财力及时间消

耗高，因此制约了其实时监测的能力。随着高分辨

率影像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和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２的应用，基

于时序ＳＡＲ影像监测沉降的方法获取的相干点目

标密度更高，且重复观测周期更短，从而将进一步

提高该技术监测堤坝形变的能力。

插页Ⅰ彩图２显示了堤坝的沉降速率图，监

测堤坝的岸线长达７０ｋｍ，分布在长江口南岸和

杭州湾北侧。软土基础上的堤坝沉降较为严重，

沉降致使堤顶高程相对降低。堤坝的分布广、岸

线长，不同区域的不均匀沉降会对堤坝的安全性

构成危险。基于时序ＳＡＲ影像监测沉降的技术可

以高精度、大面积地监测堤坝沉降，为堤坝监管和

防汛抗风暴潮提供了有效信息。堤坝的沉降速率

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最大沉降达到－３０ｍｍ／ａ。

长江口南岸的浦东国际机场围海堤坝的沉降

较为严重。浦东国际机场海堤于２００１年才竣工，

海堤附近的陆域形成年限较短，土体蠕变引发地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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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土缓慢形变，堤坝也随之发生沉降；杭州湾北侧

的临港新城东部的沉降要比西部沉降严重。根据

地质构造，西部的地质条件要优于东部，东部区域

属于填海造陆地区。吹填土的密实性、均匀性极

差，由于形成时间短，属欠固结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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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吹填土的结构需要一定

的时间进行再组合，土的有效应力要在排水固结

条件下才能提高。而在愈靠近于外围的方向，组

成的土粒愈细，排水固结愈差，这种欠固结的土壤

在压实过程中会导致地表沉降。

２．３　监测结果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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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１～

ＩＤ１２）。插页Ⅰ彩图３（ａ）显示了水准点的位置及

２００９年的沉降量。由插页Ⅰ彩图３可见，堤坝在不

同区段的沉降差异较大，其中包括水准点ＩＤ１、

ＩＤ２、ＩＤ３和ＩＤ４区段的沉降量较少，相对而言比较

稳定；包括ＩＤ６、ＩＤ７和ＩＤ８区段的沉降量较大，超

过了２０ｍｍ；包括水准点ＩＤ９、ＩＤ１０和ＩＤ１１区段的

沉降最为严重，沉降量在３０～３５ｍｍ之间。

插页Ⅰ彩图３（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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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堤坝和道路实景图表明堤坝和道路都由路面和斜

坡构成，形成二面角反射的结构，在ＳＡＲ影像图

上容易被识别为相干点目标。由封二彩图３可

见，时间序列ＩｎＳＡＲ监测的堤坝沉降与水准数据

的监测结果在形变格局的分布上是一致的。利用

算术平均法对基于时间序列ＳＡＲ影像的监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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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算术平均，将平均沉

降速率与水准点的沉降速率进行比较，结果如

图１所示。基于时间序列ＳＡＲ影像的监测结果

的中误差为４．５ｍｍ，而我国对城市地面沉降的

精度要求是每公里５ｍｍ的偶然中误差和１０ｍｍ

的全中误差［１２］，因此，时间序列ＩｎＳＡＲ技术监测

堤坝形变体现出了较高的精度和较好的时效性。

由于水准点密度低，且没有覆盖整个堤坝，因此对

于上海市堤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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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图１　水准点与相干点目标的形变速率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ａｎｄ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ｓ

３　结　语

时间序列ＩｎＳＡＲ技术可以实现对堤坝的形

变监测，其监测精度较ＤＩｎＳＡＲ技术有改进，其

消耗成本较地面测量手段低。本文得到了长江口

南岸和杭州湾北侧堤坝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

年２月间的平均沉降速率，结果表明，堤坝在不同

的区段，其形变速率不同，其中浦东国际机场和临

港新城堤坝的形变比较严重。通过与实验区内分

布于临港新城堤坝的１２个水准点进行形变速率

比较，其监测形变的精度达到４．５ｍｍ，表明基于

时间序列的ＳＡＲ影像可以进行堤坝的形变监测。

该方法也可以有效监测其他大型人工线状地物，

如高架桥、铁路等。但是，该方法仍然面临着进一

步提高监测精度和稳定性的问题，如更加有效地

去除大气效应等。近年来，结合ＧＰＳ数据去除水

汽影响（大气湿延迟）的研究在国内得到了更多的

关注。因此，如何选择合适（波长、极化方式）的雷

达数据，并结合外部观测数据，如ＧＰＳ、光学水汽

观测数据及水准观测数据等，对重点地区、重大工

程进行高精度的沉降监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

入研究。

致谢：上海市地质调查院为本文研究进行了

地面验证工作，本文所采用的时间序列ＳＡＲ影像

由欧洲空间局（ＥＳＡ）通过ＥＳＡ及中国国家遥感

８６２



　第３８卷第３期 裴媛媛等：时间序列ＳＡＲ影像监测堤坝形变研究

中心合作“龙”计划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１］　陈国浒，单新建，ＭｏｏｎＷ Ｍ，等．基于ＩｎＳＡＲ、ＧＰＳ

形变场的长白山地区火山岩浆囊参数模拟研究［Ｊ］．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８，５１（４）：１０８５１０９２

［２］　廖明生，林晖．雷达干涉测量———原理与信号处理

基础［Ｍ］．北京：测绘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　谢酬，李震，李新武．青藏高原冻土形变监测的永

久散射体方法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９，３４（１０）：１１９９１２０３

［４］　ＦｅｒｒｅｔｔｉＡ，ＰｒａｔｉＣ，Ｒｏｃｃａ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ｒｅｒｓｉｎ

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

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１，３９（１）：８１９

［５］　ＦｅｒｒｅｔｔｉＡ，ＰｒａｔｉＣ，Ｒｏｃｃａ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ｂｓｉｄ

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ｒ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０，３８

（５）：２２０２２２１２

［６］　王艳，廖明生，李德仁，等．利用长时间序列相干目

标获取地面沉降场［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７，５０（２）：

５９８６０４

［７］　陈强，刘国祥，丁晓利，等．永久散射体雷达差分干

涉应用于区域地表沉降探测［Ｊ］．地球物理学报，

２００７，５０（３）：７３７７４３

［８］　ＨｏｏｐｅｒＡ．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ｒ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

ｔｒｙｆｏ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

［９］　李勤奋，王寒梅．上海地面沉降研究［Ｊ］．高校地质学

报，２００６，１２（２）：１６９１７８

［１０］陈峰，戚定满．上海市堤坝防护能力现状的调查及

分析［Ｊ］．海洋学研究，２０１０，２８（１）：７２７９

［１１］沈闪亮．临港新城地质特征及其对新城规划与建设

的影响分析［Ｊ］．上海地质，２００８（１０５）：２４２８

第一作者简介：裴媛媛，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雷达遥感。

Ｅｍａｉｌ：ｐｅｉ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犕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犔犲狏犲犲犇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犚犲狆犲犪狋犜狉犪犮犽

犛狆犪犮犲犅狅狉狀犲犛犃犚犐犿犪犵犲狊

犘犈犐犢狌犪狀狔狌犪狀
１，２
　犔犐犃犗犕犻狀犵狊犺犲狀犵

１
　犠犃犖犌犎犪狀犿犲犻

３，４

（１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９２ＺｉｙｕｎＲｏａｄ，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６０１，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９３０Ｌｉｎｇｓｈｉ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９３０Ｌｉｎｇｓｈｉ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Ｌｅｖｅｅｓ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ｃｏａｓｔａｌｃ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ｙｐｈｏｏｎ，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ｓｅａｔｉｄｅ．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ｅｖｅｅｓ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ｔ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Ｒｅｐｅａｔｔｒａｃｋ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ＳＡＲｉｍａｇ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ｆｕｌｆｏ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ｒ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ｖｅｅｓ．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ｍａｐ，

ｗｅｕｓｅ２４ｓｃｅｎｅ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ｆｒｏｍＥｎｖｉｓａ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ｖ

ｅ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ＰｕｄｏｎｇａｉｒｐｏｒｔａｎｄＬｉｎｇａｎｇｔｏｗｎ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ｂｕｉｌｔｏ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ｆ

ｆｅｒｅｄｓｅｒｉｏｕ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ＳＡＲ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ＰＥＩ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ＩｎＳ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ｐｅｉ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９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