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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 InSAR 形变数据分解和
信息提取
朱茂 1，沈体雁 1，吕凤华 2，葛春青 3，白书建 3，贾智慧 3，王大伟 3
1.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101;
2.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 266032;
3. 北京东方至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081
摘 要： 本文以青岛市胶州湾跨海大桥为研究对象，针对 2014-01—2016-03 PS-InSAR 技术测得的形变数据进行

信息深度挖掘。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引入形变随季节变化及形变随温度变化的两种新模型，然后分别采用

传统线性模型和这两种模型对 PS 点形变数据进行了分解，通过对比 3 种模型与实测形变数据的匹配程度，评估
不同模型在桥梁分析过程中的性能。数据分析结果证实，随季节变化的周期型形变是桥梁主要形变，进而线性
—周期模型的分析效果最好。同时，基于桥梁某区间的数据，重点分析了该区间内形变信息沿桥梁纵向的剖面
图，并结合桥梁结构信息，对伸缩缝两侧 PS 点的形变特征及成因进行重点讨论。实测数据分析证实了 InSAR 技

术具备监测桥梁微小形变信息的能力。在未来应用过程中，它能对桥梁形变风险进行早期识别，提前对风险桥
梁及其风险区域进行预报，并为风险成因分析提供测量数据，最终为城市桥梁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形变监测，InSAR 技术，桥梁形变分析，胶州湾跨海大桥，形变数据分解，信息分析
引用格式：朱茂，沈体雁，吕凤华，葛春青，白书建，贾智慧，王大伟 .2020. 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 InSAR 形变数据分解和信息提取 .
遥感学报，24（7）：883-893
Zhu M，Shen T Y，Lyu F H，Ge C Q，Bai S J，Jia Z H and Wang D W. 2020. InSAR deformation data decomposition
and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Jiaozhou bay bridge，Qingdao.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24（7）：88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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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究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的高度重视。
大型桥梁结构是高度超静定的构筑物，结构

在桥梁的施工及运营过程中，由于人类认识

复杂，因此大型桥梁结构的形变监测是一件庞大

局限、设计施工不当、结构病害发展及加固维修

而复杂的工程。对大型桥梁的形变监测手段有多

措施不到位等因素，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桥梁

种，常规的地面形变测量是获取观测数据的主要

安全事故，这些灾难性事故可能会导致巨大的人

手段，采用测量仪器对所监测物体上布设的点位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管理

进行观测，获取形变值。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

部门、工程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 2011-07，
福建武夷山公馆大桥断裂，一辆旅游大巴坠入桥
下，造成 1 人死亡，22 人受伤。2017-04-14 杭州

萧山高架桥发生坍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类
重大事故的发生，以一种很沉重的方式体现了桥
梁形变监测工作的重要性。由于灾害的发生与形
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桥梁形变监测研

及对形变测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形变测量技术也
在不断发展 （王东和杨胜保，2016）。
相比于传统的接触式测量技术 （水准仪测量
和 GPS 测 量 等）（苏 新 洲 等 ， 2004； 姚 连 璧 等 ，
2008），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 （SpaceborneInSAR） 技术属于非接触测量范畴，存在其他技术
所不具备的优势 （Bamler 和 Hartl，1998；廖明生

收稿日期：2018⁃03⁃08；预印本：2018⁃06⁃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473008，71733001）
第一作者简介：朱茂，1988 年生，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 InSAR 形变测量技术、InSAR 应用分析。E-mail：zhumaowork@126.com
通信作者简介：沈体雁，1971 年生，男，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风险评估和综合治理。E-mail：tyshe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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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腾，2014；朱建军 等，2017）。星载 InSAR 技

术不受光照和天气条件的限制，能在全天时、全天
候条件下获取地表信息。以意大利 COSMO-SkyMed

2020, 24（7）

中剔除模拟的地形相位后，目标点在视线 （LOS）
方向的形变量 Δr 与形变相位 φdef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φ def = -

系统为例，每次观测的覆盖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

4π
Δr
λ

（1）

里。空间分辨率最高可以达到 1 m，形变测量精度

式中，λ 表示雷达信号的波长，因此，InSAR 技术

轨运行的 SAR 卫星，形变测量的时间分辨率最高

1993；Massonnet和Feigl，1998；Zebker 等，1994）。

可达 mm 量级。同时，由于该星座系统包含 4 颗同

可 达 4 次/16 d （Covello 等 ， 2010）。 因 此 ， 星 载

的形变测量精度与雷达波长相关 （Massonnet 等，

InSAR 技术特别适合对大型桥梁等线性目标定期开
展形变监测。

InSAR 技术的引入，使得针对大型桥梁开展全

面监测成为可能 （黄其欢 等，2017；秦晓琼 等，
2016；Fornaro 等，2013；Zhao 等，2017；Lazecký
等，2014；Lazecky 等，2017）。一般来说，在传统

的 InSAR 大数据分析过程中，主要依据整个监测

时间段内的平均形变速率来评估目标形变。但是，
桥梁形变具有较强的非线性特征，因此仅仅依据
平均形变速率来分析空间目标形变可能会遗漏较
多信息。
本 文 将 以 COSMO-SkyMed 数 据 为 输 入 ， 利

用 PS-InSAR 技 术 获 取 了 青 岛 胶 州 湾 跨 海 大 桥

2014-01—2016-03 的 形 变 数 据 库 。 在 此 基 础 上 ，
为了更好地挖掘形变信息，根据桥梁形变特征，
在传统线性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形变随季节变化
的周期模型和形变随温度变化的模型，进而分别
采用传统线性模型，线性—周期模型及线性—温
度模型对 PS 点形变数据进行了分解，最后重点分

析了 PS 点受热胀冷缩现象的形变特征。在形变原

因分析的过程中，选取桥梁一段区间的数据作为
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该区间内形变信息沿桥梁
纵向的剖面图，并结合桥梁结构，对伸缩缝两侧
PS 点的形变特征进行了重点讨论。

图 1 InSAR 形变测量技术的几何模型
Fig.1 Geometric model of InSAR deformati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根据 InSAR 二轨法的基本理论，当使用外部

DEM 进行地形相位补偿后，目标点残余的干涉相
位可以表示为

φ Int,resi = φ def + Δφ topo + Δφ atmo + Δφ track + Δφ noise （2）

式中，φdef 表示由形变引入的相位项，Δφtopo 表示由

于外部 DEM 不精确引入的误差相位项，Δφatmo 表示

大气相位项，Δφtrack 表示由卫星定轨误差而引入的
相位项，Δφnoise 表示由时间去相关等其他未建模因
素引入的随机相位项。
可以看出，当由非理想因素所引入的误差相

2 PS-InSAR 技术及后续形变分解分
析的基本原理

位项 （式 （2） 中的后 4 项误差相位项） 较大时，

2.1

实践上的应用。

PS-InSAR 技术的基本原理
图 1 显示了 InSAR 二轨法形变测量技术的几何

传统的二轨法无法获取高精度的形变信息，这个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统 InSAR 技术在工程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Ferretti 等 （1999，2000，

模型。M 和 S 分别为形变发生前后 SAR 卫星的位

2001） 提 出 PSInSAR 方 法 。 PSInSAR 方 法 首 先 在

间基线 B。在形变发生前，目标点位于位置 A，形

关性的目标点，并定义为 PS 点。对于 PS 点而言，

置。一般情况下，两颗卫星不完全重轨，存在空

变发生后，目标点移动到位置 A'。当从干涉相位

SAR 图像中选出那些在长时间范围内能保持高相
另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 Δφnoise 相位项很小的点。当

朱茂 等：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 InSAR 形变数据分解和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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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 PS 点后，对 Δφtopo、Δφatmo 和 Δφtrack 进行建模，

式 （5） 所示，一般将 PS 点的形变演化历史建模为

最后，依据相位和形变量的转换关系，算得 PS 点

运动。

并通过信号理论，估计并补偿这些误差相位项。

线性运动模型，主要通过形变速率 v 来分析目标的

处的形变信息。同时，通过估计由外部 DEM 不精

确 引 入 的 误 差 相 位 项 Δφtopo， 算 法 还 获 取 了 外 部
DEM 的误差信息。因此，除了提取 PS 点的形变数

据外，PSInSAR 技术的副产品还包含 PS 点的准确
3 维位置信息 （Costantini 等，2014）。

PSInSAR 形变测量技术的处理流程如图 2 所

示，其具体处理步骤可归纳为 （1） 以 N 幅 SAR 图

像为输入，依据时间和空间基线最小的原则选择
主图像；（2） 以主图像为基准，将所有 SAR 图像

配准，并生成干涉图；（3） 以 SRTM 数据为输入，采
用二轨法去除由地形起伏引入的干涉相位；（4） 依据
式 （3） 所示的幅度离差准则选择候选 PS 点 （PS

Candidate）；（5） 对 PSC 进 行 空 时 3D 相 位 解 缠 ；

（6） 利用 PSC 的信息补偿由大气变化引入的误差
相位和由轨道数据不精确引入的误差相位；（7） 利

用补偿后的相位信息对图像中所有像素点进行逐
点分析，如果 PS 点质量为满足要求，需要重新识

别 PS 点；（8） 最终估计所有 PS 点的形变信息和高
程误差信息。

DA =

σ
m

（3）

在重新识别 PS 点的过程中，判断一个点是否

是 PS 点的关键是分析这个点的干涉相位与已算得
形变和高程误差模型的匹配程度。判断模型匹配

图 2 PSInSAR 形变测量的处理算法基本流程图
Fig.2 Basic flow chart of PSInSAR processing
algorithm

的方法可以依据这个点的时间相关系数，其计算
公式为

|

1 N jφ ( P ) -jm ( P )
γ t ( P ) = max
e e
P
N∑
i=1
i

i

|

（4）

式 （4） 中，φi （P） 表示目标点 P 在第 i 幅干涉图
像中的干涉相位 （补偿大气和轨道误差相位后），
mi （P） 表示由目标点 P 的形变运动模型和高程误
差模型估计出的相位。最后通过设置相关系数门
限，将大于门限的像素点选为最终的 PS 点，并估
计这个 PS 点的形变量和高程误差。
2.2

d PS = d 0 + vt + ε

（5）

式中，d0 表示初始形变值，v 表示形变速率，t 表示
相对于初始时刻的时间，ε 表示未建模的形变和形
变测量误差。当目标的真实运动与模型匹配性较
好时，这种分析方法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
当目标的真实运动含有较强的非线性特征时，仅
仅依据形变速率 v 难以准确反映目标的真实形变
状态。
（2） 线性—周期模型。考虑到桥梁是刚性结
构，温度的变化会导致桥梁产生形变。一般这类

形变分解分析的基本原理

形变与季节相关性较高，且以年为周期，呈现周

在分析过程中，依据形变模型的不同，形变

期性。根据经验模型，由季节变化引起的形变可

分解方式可分为 3 种：

（1） 线性模型。在传统形变分析过程中，如

以表示为
Δd Season = A sin ( 2πΔt + φ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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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定义为热效应年振幅，表示随季节变化的

表示为

形变振幅；Δt 表示两次观测的时间间隔，单位为
年，φ 与初始观测时刻的形变相关。

-1
β̂ = ( X T X ) X T D

（13）

基于参数估计结果，依据形变模型可算得相

同时考虑桥梁存在长期的趋势型形变和由季节
变化引起周期型形变，那么 PS 点形变量可以建模为
d PS = d 0 + vt + A sin ( 2πt + φ ) + ε

2020, 24（7）

应的形变量，并将其定义为模型形变，其数学表
达式为

D̂ = Xβ̂

（7）

（14）

（3） 线性—温度模型。如果已知本地的温度

为了进一步评估形变模型的性能，可重点分

信息，由温度所引起的形变可以建模为随温度变

析模型形变与 InSAR 测量形变的匹配程度，并引

化的线性模型，其数学表达式如下式
d ΔT = KΔT

入偏差参量，其数学表达式如下式
（8）

式中，K 定义为温度敏感因子，表示 PS 点在温度

变化 1°C 时引起的形变量；ΔT 表示两次观测的温
度差。

同时考虑桥梁存在长期的趋势型形变和由温
度变化引起的形变，那么 PS 点形变量可以建模为
d PS = d 0 + vt + KΔT + ε

（9）

在式 （5） 表示的线性模型中，未知参数包括
d0，v。在式 （7） 所表示的线性—周期性模型中，
未知参数包括 d0，v，A 和 φ。在式 （9） 所表示的
线性—温度模型中，未知参数包括 d0，v 和 K。最

终，桥梁形变分析的问题就可以转化为这些未知
参数的估计问题。在参数估计过程中，以线性—周
期性模型为例，某个 PS 点在第 i 时刻对应的形变模
型方程可以表示为

d PS,i = d 0 + vt i + A sin ( 2πt i + φ ) + ε i

（10）

综合整个监测期间内的 N 次形变数据，这个
PS 点在各个时刻所对应的形变模型方程可以表示
为矩阵形式
其中，

D = Xβ + E

（11）

é1,t 1 , sin ( 2πt 1 ) , cos ( 2πt 1 ) ù
éd 1 ù
ê
ú
ê ú
ê
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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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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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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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ê ú
2
2
2 ú
D = êê úú X = êê
ú
ê ⋮ú
⋮
ê
ú
êd ú
ê1,t , sin ( 2πt ) , cos ( 2πt )ú
ë Nû
N
N
ë N
û （12）
éε 1 ù
é d0 ù
ê ú
ê
ú
v ú
êε 2 ú
ê
β=
E = êê úú
êA cosφ ú
ê ⋮ú
ê
ú
êε ú
ëA sinφ û
ë Nû
依据最小二乘理论，未知参数估计结果可以

∑( d
N

σ=

i=1

i

- d̂ i

)

2

N

（15）

式中，di 表示 InSAR 测量形变， d̂ i 表示相对应的模
型形变。一般来说，偏差分量的数值越小，说明

模型形变与 InSAR 测量形变的匹配程度越高，该
模型也越能准确反映目标的真实形变信息。

3 胶州湾大桥基本概况和实测 SAR
数据介绍
青岛胶州湾大桥，东起青岛主城区黑龙江路
杨家群入口处，跨越胶州湾海域，西至黄岛红石
崖，路线全长新建里程 28.047 km。其中海上段长度

25.171 km，青岛侧接线 749 m、黄岛侧接线 827 m、
红岛连接线长 1.3 km。整个海湾大桥工程包括沧
口、红岛和大沽河航道桥、海上非通航孔桥和路

上引桥、黄岛两岸接线工程和红岛连接线工程，
李村河互通、红岛互通以及青岛、红岛和黄岛 3 个
主线收费站及管理设施。

如图 3 所示，为了对青岛胶州湾大桥开展形变

监测，本文基于 COSMO-SkyMed 系统拍摄的 30 期
3 m 分辨率条带模式下的 SAR 干涉图像序列，以

2014-11-02 拍摄的 SAR 图像为主图像 （表 1 中加粗
表 示）， 采 用 PSInSAR 技 术 ， 获 取 了 2014-01—

2016-03 两年内桥上 PS 点的 3D 位置信息，形变速

率信息和形变历史信息。同时，为了分析形变随
温度变化的关系，从网站下载 （网络地址如下：
http：//tianqi.2345.com/ ［2018-03-08］） 获取了青

岛市在 SAR 数据采集时刻所对应 30 d 的平均温度。
其中，SAR 数据和数据采集日当天温度数据的基
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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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卫星

极化方式

日期

SAR4

HH

2015-10-04

SAR2

HH

2015-12-03

SAR2
SAR2
SAR2
SAR4

HH
HH
HH
HH

当地温度/oC

2015-11-01
2016-01-04
2016-01-20
2016-03-28

21.5
12.5
1.5
3

-3.5
12.5

注：加粗表示主图像。

4

胶州湾跨海大桥形变分析

4.1

基于不同形变模型的分析结果对比
（1） 线性模型的分析结果。InSAR 技术在目标

图 3 青岛 COSMO-SkyMed 数据拍摄范围
Fig. 3 Qingdao COSMO-SkyMed data illumination area
表1
Table 1

SAR 数据和温度数据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of SAR data and temperature
data
极化方式

日期

SAR2

HH

2014-01-14

SAR4

HH

2014-02-19

SAR2
SAR4
SAR2
SAR4
SAR2
SAR2
SAR2
SAR4
SAR4
SAR4

HH
HH
HH
HH
HH
HH
HH
HH
HH
HH
HH

2014-01-30
2014-03-03

当地温度/oC
2.5
6
1

5.5

2014-03-23

11.5

2014-04-08

12.5

2014-07-09

26.5

2014-08-14

24

2014-04-04
2014-06-23
2014-08-10

13
24
25

2014-09-15

21.5

2014-10-01

HH

2014-11-02

9.5

SAR4

HH

2014-11-18

9.5

SAR4

HH

2015-02-22

1.5

2015-04-07

6.5

2015-06-10

19

SAR2
SAR2
SAR2
SAR2
SAR4
SAR4
SAR4

HH
HH
HH
HH
HH
HH
HH
HH

岸边。如果采用传统的线性模型进行分析，PS 点

的形变速率结果如图 4 所示。形变速率为负表示
目标沿远离雷达的方向运动，形变速率为正表示

2014-12-20
2015-03-06
2015-05-25
2015-07-16
2015-08-17
2015-09-18

大部分 PS 点的形变速率接近 0，说明从长期趋势上

看，桥上不存在明显的形变。但是，如图 5 （a）

所示，选取 3 个不同位置的 PS 点进行重点分析，
虽然它们的平均形变速率都接近 0，但其形变演化
历史存在较大的差异，A 点和 C 点都存在明显随季
节性变化的趋势。与图 5 （b） 所对应的温度曲线

进一步对比可知，A 点与 C 点的形变分别与温度曲
线呈现负相关特征和正相关特征。基于 InSAR 测

量数据的分析结果说明，当目标形变呈现明显的
非线性特征时，仅仅依据形变速率难以准确反映
目标的真实形变状态。

18

SAR4
SAR4

跨海大桥的桥梁护栏上，其中参考 PS 点位于黄岛

目标沿朝向雷达的方向运动。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卫星
SAR2

区域内共获取 21544 个 PS 点，大部分 PS 点都位于

0
5

24

图 4 传统线性模型分析后 PS 点的形变速率图
Fig. 4 The mean velocity of PS points after traditional linear
model analysis

23.5

采用线性—周期性模型分析后，PS 点的热效应年振

16

26.5

（2） 线性—周期模型的分析结果。图 6 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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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式 （7） 中的 A） 计算结果。如果 PS 点颜色偏

变与温度变化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如果颜色偏

小；如果颜色偏红，则说明该 PS 点的形变与季节

可以明显看出，在沿桥梁方向，不同位置 PS 点与

蓝，则说明该点处的形变与季节变化的相关性较

绿，说明该点处的形变与温度变化的相关性较小。

变化存在明显相关性，且以年为单位呈现周期性。

温度关系的差异较大，且正相关、负相关和相关

可以明显看出，在沿桥梁方向，热效应年振幅大的
区域与热效应年振幅小的区域交替出现。同时，在
大沽河航道桥和沧口航道桥两个区域，PS 点的热效
应年振幅明显高于其他位置。热效应年振幅最大的
PS 点位于大沽河航道桥上，其值为 40.6 mm，说明
该 PS 点在一年内的最大形变差达 81.2 mm。

（a）不同 PS 点的形变速率
（a）The deformation evolution of different PS

性小的区域交替出现。同时，与图 7 所展示的结

果类似，在大沽河航道桥和沧口航道桥两个区域，
PS 点形变对温度的敏感程度远高于其他位置。对

温度最敏感的 PS 点也位于大沽河航道桥上，其温

度 敏 感 因 子 为 2.9 mm/oC， 说 明 温 度 每 变 化 1 oC，
该 PS 点将发生 2.9 mm 的形变，且该点的形变与温
度呈现正相关特征。

图 6 线性—周期模型分析后 PS 点的热效应年振幅
Fig. 6 The amplitude of thermal effect of PS points after
linear and periodic model analysis

Fig. 7

（b）监测时间段内温度变化曲线
（b）The temperature curve in monitoring period

图 5 形变监测结果和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对比分析
Fig. 5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between deformation
evolution and temperature variation with time

（3） 线性—温度模型的分析结果。图 7 显示

了采用线性—温度模型分析后，PS 点的温度敏感
因子 （式 （9） 的 K） 计算结果。如果 PS 点的颜色

偏红，说明该点的形变与温度变化存在明显的负
相关性；反之，如果颜色偏蓝，说明该 PS 点的形

图 7 线性—温度模型 PS 点的温度敏感因子
Temperature sensitive factor of PS point after linear
and temperature model analysis

（4） 不同形变模型性能分析对比。基于式 （15）
所定义的偏差分量计算结果，本节将评估不同形

变模型的性能。图 8 （a） 显示了大沽河航道桥上

某 PS 点的 InSAR 测量形变与相应的 3 种模型形变。
依据曲线形状可知，线性模型与 InSAR 测量形变
的偏差最大，而线性—周期模型与 InSAR 测量形变

偏差最小。依据偏差分量计算结果，线性模型和线
性—温度模型所对应的偏差分量分别为 16.1 mm 和

9.8 mm，而线性—周期模型所对应的偏差分量最
小，其值为 3.1 mm。因此，对该 PS 点而言，线性
—周期模型与 InSAR 测量结果的匹配程度最佳。

朱茂 等：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 InSAR 形变数据分解和信息提取

889

图 8 （b） 显示了当采用线性—周期模型进行

型比线性—周期模型的匹配程度更高；若偏差分

坐标表示 PS 点的序号，其编号准则是依据经度坐

高。同时，为了后文叙述方便，σdiff，Linear 表示线性模

分析后，所有 PS 点算得的偏差分量值。图中横轴

标由小至大的顺序。因此，黄岛附近的 PS 点序号

较小，而青岛附近的 PS 点序号较大。可以看出，
大部分 PS 点的偏差分量值都小于 3 mm，与 X 波段

量差大于 0，则说明线性—周期模型的匹配程度更
型与线性—周期模型的偏差分量差，σdiff，Temp 表示

线性—温度模型与线性—周期模型的偏差分量差。
图 8 （c）、 图 8 （d） 分 别 显 示 所 有 PS 点

InSAR 数据的形变测量精度相当，说明该模型与

σdiff，Linear 和 σdiff，Temp 的计算结果。从整体上看，不同

为了进一步评估分别采用 3 种模型分析所有

中标识 A 和 B 的两区域内，PS 点的偏差分量差较

PS 点形变的匹配程度较高。

PS 点形变数据的性能，以线性—周期模型为基准，
定义偏差分量差 σdiff，其计算公式如下
σ diff = σ Model - σ Periodic

（16）

式中，σModel 表示经线性模型或线性—温度模型处理

后 PS 点的偏差分量，σPeriodic 表示经线性—周期模型
处理后 PS 点的偏差分量。根据定义，若偏差分量

差小于 0，说明针对 InSAR 测量的形变数据，该模

（a）大沽河航道桥上某 PS 点的实测形变与模型形变
（a）Measured deformation and model deformation of one PS on
the Dagu river channel bridge

PS 点的偏差分量差值存在差异，尤其是在图 8 （c）
大，说明针对这些区域内的 PS 点，线性模型和线

性—温度模型与 InSAR 测量数据的匹配程度都明
显 低 于 线 性 — 周 期 模 型 。 同 时 ， 依 据 σdiff，Linear 和

σdiff，Temp 的取值，可进一步说明线性模型的匹配程
度更低。而在其他某些位置，σdiff，Linear 和 σdiff，Temp 的

取 值 接 近 0， 说 明 针 对 这 些 PS 点 ， 3 种 模 型 与
InSAR 测量数据的匹配程度相当。

（b）采用线性—周期模型分析后所有 PS 偏差分量
（b）The deviation components of PS after the linear and
periodic models analysis

（c）所有 PS 点针对线性模型和线性—周期模型的
（d）所有 PS 点针对线性—温度模型和线性—周期模型的
偏差分量差
偏差分量差
（c）The differential deviation components of PS between the
（d）The differential deviation components of PS between the
linear model and the linear and periodic model
linear and temperature model and the linear and periodic model
图 8 不同模型的性能对比分析结果
Fig. 8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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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9 （b） 所示的数据分析结果，σdiff，Temp

现象，下文将重点分析所有 PS 点的热效应年振幅

的取值大于 0，且其值随热效应年振幅的增大而缓

系，其结果如图 9 （a）、图 9 （b） 所示。总体而

PS 点，线性—周期模型比线性—温度模型的性能

（式 （7） 中 的 A） 分 别 与 σdiff，Linear 及 σdiff，Temp 的 关

言，无论是 σdiff，Linear 还是 σdiff，Temp，其值都随热效应
年振幅的数值增大而增大。从理论上说，对比式

（5）、式 （7） 和式 （9） 述的 3 类模型可知，当 PS
点形变受温度 （季节） 变化影响较大时，3 者存在
较大的差别；而当 PS 点形变受温度 （季节） 变化

影响较小时，即 A≈0 或 K≈0，线性—周期模型和线
性—温度模型则退化为线性模型。对于受温度

（季节） 变化影响较小的 PS 点，由于 3 种模型相似，
它们算得的偏差分量区别不大。而对于受温度 （季

慢增加。这说明对于受温度 （季节） 影响较大的
更优。经分析，它可能由两种原因导致：（1） 本

文所使用的温度数据是青岛市在 SAR 数据采集当

日的平均温度，SAR 数据采集时刻的温度可能与
其存在偏差，且跨海大桥较长，不同位置的温度
值也会存在差异。（2） 本文所用的线性—温度模
型较为简单，不够精确。因此从当前的分析结果
来看，线性—周期模型的效果更佳。但未来，当
获取更精确的温度数据并改进线性—温度模型后，

节） 变化影响较大的 PS 点，3 种模型存在较大差别，

能进一步提升线性—温度模型的分析精度。

受温度 （季节） 变化较大时，线性—周期模型和线

更大 （图 8 （c） A 和 B 两处标识）。经分析，这两

导致算得的偏差分量存在差异。因此，当 PS 点形变

性—温度 模 型 能 够 更 准 确 地 分 析 目 标 点 的 形 变
状态。

同时，从偏差分量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两处

区域 PS 点的偏差分量明显比其他位置 PS 点的数值
处区域分别对应大沽河航道桥和沧口航道桥。这

主要是因为大沽河航道桥是悬索桥，沧口航道桥
是斜拉桥，拉锁随温度的形变使得桥面受力更加
复杂，最终导致桥面真实形变与本文提出模型的
偏差增大，更细致的分析需要获取其他数据后才
能进一步开展。
4.2

形变原因讨论
为了讨论形变发生的原因，选择桥梁的一段

区域开展了详细的形变分析，研究区域的位置在
（a）所有 PS 点 σdiff，Linear 与热效应年振幅的关系
（a）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σdiff，Linear and
the amplitude of thermal effect

（b）所有 PS 点 σdiff，Temp 与热效应年振幅的关系
（b）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σdiff，Temp and
the amplitude of thermal effect

图 9 偏差分量差与热效应年振幅的关系
Fig.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ial deviation
components and the amplitude of thermal effect

图 6 中标出，该区域 PS 点的热效应年振幅如图 10
所示。在不同时刻，沿桥梁纵剖面 PS 点的形变结
果分别如图 11 （a） —图 11 （d） 所示。

图 10 跨海大桥研究区域内 PS 点的热效应年振幅
Fig. 10 The amplitude of thermal effect of PS points of the PS
point in the study area on the bridge

图 11 （a） 和图 11 （c） 所对应的时间分别是

2014-02-19 和 2015-02-22， 其 温 度 与 参 考 时 刻

2014-01-14 的温度差距较小，因此这两个时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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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PS 点的形变量接近 0。而图 11 （b） 和图 11 （d）

伸缩缝。在夏季，随着气温的提升，每块桥面板

在 距 离 为 114 m、 354 m、 595 m 和 836 m 的 位 置

当冬季气温下降时，每块桥面板收缩，伸缩缝之

对应于夏季，部分 PS 点的形变量明显增大。同时，
处，桥梁左右两侧的形变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样
的形变现象与桥梁结构相关。一般来说，大型桥
梁由多块桥面板组成，不同桥面板之间有相应的

Fig. 11

膨胀，伸缩缝之间的距离减小 （图 12 （a））。而

间的距离也随之增大 （图 12 （b））。考虑到桥梁

形变的复杂性，桥梁形变的机理仍需要结合更多
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a）2014-02-19

（b）2014-07-09

（c）2015-02-22

（d）2015-08-17

图 11 不同时刻研究区域 PS 点沿桥梁纵剖面形变量
The PS deformation on the study area along the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the bridge at different time

结果表明：
（1） 当分别采用传统线性模型、线性—周期

模 型 及 线 性 — 温 度 模 型 对 PS 点 形 变 数 据 进 行 分
解后，线性模型与实测形变数据偏差最大，而线
（a）夏季桥梁形变示意图
（a）A sketch map of bridge
deformation in summer
Fig. 12

5

结

（b）冬季桥梁形变示意图
（b）A sketch map of bridge
deformation in winter

图 12 桥梁形变原因分析示意图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ause of the bridge
deformation

论

本文以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为研究试点，基

于 2014-01—2016-03 期 间 内 由 PS-InSAR 技 术 获

取的形变数据 （SAR 数据源来自 COSMO-SkyMed

系统），开展了详细的形变数据挖掘和分析工作。

性—周期模型偏差最小。这样的现象表明对于胶

州湾跨海大桥，大部分 PS 点受热胀冷缩影响明显，
随季节性变化的周期形变是桥梁的主要形变分量，
且在监测数据中，一年内 PS 点的最大形变差甚至

达 81.2 mm。分析结果也证实仅仅采用传统线性模
型分析会遗漏桥梁的过程形变信息。

（2） 以 2014-01-14 作为参考时间，选取桥梁

部分数据开展形变纵剖面分析。从 2014-07-09 和

2015-08-17 的结果中可知，相对于冬季，PS 点在
夏季的形变量非常明显。且在某些位置，桥梁左
右两侧的形变呈现相反的趋势。经初步分析，这
是因为在桥梁伸缩缝两侧，PS 点受到热胀冷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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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呈现相反的形变趋势。
由于缺少精细的桥梁结构数据和其他监测技术

的数据，本文的数据挖掘工作仅仅基于 PS-InSAR

2020, 24（7）

toring with millimeter sensitivity via multidimensional SAR imag‐
ing.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10(4): 677681 [DOI: 10.1109/LGRS.2012.2218214]
Huang Q H, Ding Y L, Wang Y A and Yin F Z. 2017. InSAR-based lon‐

数据。InSAR 技术虽然能在大面积范围内获取较长

gitudi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n Nanjing Dash‐

时间段的形变信息，但数据时间分辨率较低，获

engguan bridge.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取的信息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同时，考虑到温度

Edition), 47(3): 584-589 ( 黄 其 欢 , 丁 幼 亮 , 王 一 安 , 尹 方 舟 .

数据不够精确和线性—温度模型较为简单的情况，
线性—温度模型的性能依然存在提升的空间。未
来的工作需要结合多重监测技术对桥梁的形变状
态开展深入分析和研究。

基于 COSMO-SkyMed 数据的 InSAR 形变测量

技术能在观测区域内获取高密度的测量点，形变

测量精度能达到 mm 量级，完全有能力对目标进行

2017. 基于 InSAR 的南京大胜关大桥纵向位移监测与分析 . 东
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7(3): 584-589) [DOI: 10.3969/j.issn.
1001-0505.2017.03.028]
Lazecky M, Hlavacova I, Bakon M, Sousa J J, Perissin D and Patricio
G. 2017. Bridge displacements monitoring using space-borne Xband SAR interferometry.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Ap‐
plied Earth Observations and Remote Sensing, 10(1): 205-210
[DOI: 10.1109/JSTARS.2016.2587778]
Lazecký M, Rapant P, Perissin D and Bakoň M. 2014. Deformations of

高精度的形变监测。在未来的应用过程中，它能

highway over undermined ostrava-svinov area monitored by In‐

对大面积范围内的所有桥梁开展安全普查，并与

SAR using limited Set of SAR images. Procedia Technology, 16:

传统测量手段相结合，共同实现针对桥梁的风险
评估及灾害预警。

414-421 [DOI: 10.1016/j.protcy.2014.10.107]
Liao M S and Wang T. 2014. Time Series InSAR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廖明生, 王腾 . 2014. 时间序
列 InSAR 技术与应用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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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AR deformation data decomposition and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Jiaozhou bay bridge，Qingdao
ZHU Mao1，SHEN Tiyan1，LYU Fenghua2，GE Chunqing3，BAI Shujian3，JIA Zhihui3，WANG Dawei3
1.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2. Qingdao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 Surveying Research Institute, Qingdao 266032, China;
3. Beijing Vastitude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The study selected Qingdao Jiaozhou Bay Bridge as the study object and gathered information on deep mining based on InSAR
deformation data acquired from Jan 2014 to May 2016.
Two new deformation models with seasonal variation and temperature variation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 data analysis. These two
models and the traditional linear model were utilized to decompose the deformation evolution data. Thereafte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ifferent models was evaluated by calculating the deviation component among the three models and the measured data.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of a section of the bridge, the deformation information along the longitudinal direction was acquired.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S poi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expansion joint and bridge structure were discussed.
Results were used to confirm that the periodic deformation component was the main deformation component on the bridge, thus
valid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inear – Periodical model as the best among the models. Meanwhile, the thermal effect of the bridge
panels caus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expansion joint.
The analysis of measured data confirms that InSAR technology has the capacity to monitor the microdeform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bridge. In the future, it can identify the bridge with deformation risk early, and search the bridge with risk and its corresponding area in
adv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measurement data could also be used for risk cause analysis. Finally, it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urban bridge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deformation monitoring, InSAR, bridge deformation analysis, Jiaozhou bay bridge, deformation decomposition, inform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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