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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质灾害现象的出现对社会和周围自然环境带来了极大程度的影响。在近些年中,我国逐渐加
大了对地质灾害的重视力度,其中,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由于具备全天候、高精度和大范围监测的作用
而被广泛应用到了地质灾害隐蔽点监测方面。在本篇文章中,主要论述了基于卫星InSAR技术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探测与形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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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ction and deformation of geological hazards based on satellite InSAR technology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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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society and the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my country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ts attention to geological disasters. Among
them,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tr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monitoring of hidden point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due to its all-weather, high-precision and large-scale monitoring functions. In this article,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detection and deformation of geological hazards based on satellite InSA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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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SAR 数据参数

要是从各相位分量特征入手,分析各项
相干点的时间域和空间域,计算出大气
延迟相位和DEM误差引起的地形残余相
位,从而获取准确的时序形变数据。
因为SBAS所需的SAR历史数据是非

参数

ALOS/PALSAR-2

Sentinel-1

波段

L 波段

C 波段

波长/cm

23.6

5.6

轨道方向

升轨

升轨

平均入射角

36.2

39.3

常多的,大部分商业SAR卫星在研究领域

距离向 x 方向向分辨率

3mX3m

5mX20m

内的积累数据不符合时序形变信息的反

影响数量/景

6

33

时间跨度

2019-9-05-2020-05-07

2019-09-08-2020-06-02

演、卫星长期观测计划和以及完全开放
的数据政策,较短的观测时间间隔可以
保证相干点的稳定性,降低波长要求。
1.3地面调查和核查
基于D-InSAR和SBAS技术获取地灾
隐患点探测数据的基础上实施实地调查
工作,综合性分析和探究隐患点,明确隐
患点的危险程度,进行高精度的定点监
测,适当的补充和验证雷达差分干涉测
量技术探测数据,提升地质灾害识别的
准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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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受到周围自然因素和强降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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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据来源
选取多项模型数据,实验数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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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形变现象以后,可能会导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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