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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S-InSAR 技术监测土壤侵蚀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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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永久散射体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技术（Persistent Scattere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try，

PS-InSAR）快速发展，为宏观尺度的地表形变监测提供了契机，但该技术在国内尚未应用于土壤侵蚀监测研究。该研究

尝试利用 PS-InSAR 方法监测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土壤侵蚀情况。首先通过 Sentinel-1A 卫星数据时序差分干涉，获取地

表累计形变点云；然后基于土壤侵蚀物候特征，构建时间域和空间域的多尺度滤波流程，从地表累计形变点云中筛选出

土壤侵蚀点； 后将土壤侵蚀点与多源数据叠加分析，评价区域土壤侵蚀分布的时空特征。方法运行结果表明，研究区

2017 至 2018 年共计有 10 596 处土壤侵蚀点。侵蚀点云主要分布在山区平原过渡区域，平均侵蚀速率为 15 mm/a，侵蚀

营力为风力水力混合。经实地验证，监测侵蚀点与实际侵蚀发生地的对应准确度为 86.4%，高程方向总体监测精度为厘

米级。研究表明，改进后的 PS-InSAR 技术可以用于监测土壤侵蚀，且具有宏观性、精确性、长期性、经济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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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土壤侵蚀是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面临的主要生态

问题之一，严重的土壤侵蚀一方面迅速恶化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加剧当地人民群众的贫困程度[1]。现阶段土壤

侵蚀监测方法包括建立观测站、样地调查、立体摄影、

高精度 GPS、三维激光测量、元素示踪、模型模拟以及

遥感监测等[2-4]。遥感方法具有宏观性、综合性、可视性、

实用性、经济性等特点，突破了传统的样地调查微观机

理研究范畴，将研究层面拓展到面上研究和动态研究[5]，

对土壤侵蚀研究发挥重要作用[6]。现行遥感监测土壤侵

蚀方法属于光学遥感范畴，监测地表正射水平面的二维

特征，以像元流失作为土壤侵蚀的主要依据[7]。然而，

土壤侵蚀的二维变化特征并不显著，光学遥感传感器的

分辨率也不足以捕捉以毫米计量的土层剥蚀特征，从而

低估土壤侵蚀的实际情况，误以为土壤侵蚀很少或侵蚀

程度较轻。 

土壤侵蚀的主要特征是土层厚度的剥蚀，是高程向

的累计形变。水利部发布的《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规定：水力侵蚀的土壤平均流失厚度介于

5.9～11.1 mm/a，其侵蚀强度为极强烈；风力侵蚀的风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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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介于 10～25 mm/a，其侵蚀强度为中度。理论上，若

高程向监测精度达到厘米级，即可监测到中度以上风蚀

和极强烈水蚀。 

雷达遥感对地物的高程变化信息敏感，监测尺度由

二维空间转换为三维空间，高程向监测精度可达厘米甚

至毫米级[8]，理论上具备识别土壤侵蚀的能力。其中，永

久散射体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 PS-InSAR（Persistent 

Scattere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try）是雷达

微波成像和电磁波干涉的集成技术 [9]，是一种新的

D-InSAR（Differential SAR Interferometry）技术。该技术

通过合成孔径雷达在不同位置对观测区域的相位差等信

息分析处理，获取观测区域的三维空间信息。该技术以

其覆盖范围大、不受云雾影响、厘米/毫米级监测精度的

特点，成为监测地表形变 有前景的空间大地测量技术

之一，并广泛应用于火山活动[10]、地震[11]、滑坡[12]、不

均匀沉降[13]、湿地变化[14]、地形测绘等研究领域[15-16]。

PS-InSAR 通过分析时间序列影像，提取时序内相位和幅

度保持稳定的离散点，即 PS 点（Persistent Scatterer），

反演地表缓慢形变 [17]。与传统的 InSAR 技术相比，

PS-InSAR 克服了空间去相干、时间去相干、大气延迟，

显著提高了测量精度和信噪比，其高程向测量精度优于

厘米级甚至达到毫米级[8,12]。 

目前，国内外少见 PS-InSAR 监测土壤侵蚀的研究，

有学者指出土壤侵蚀造成了上海市的地面沉降[2]，也有学

者注意到浙江四明山自然地表在雨季发生沉降，推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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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所致[18]；国外在伊朗西部[19]、意大利中部[20]有

应用 InSAR 技术监测土壤侵蚀的研究案例。本研究拟利

用哨兵一号卫星平台数据（Sentinel-1A），基于改进后的

PS-InSAR 方法，对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进行土壤侵蚀的面

上观测，结合多源数据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估和验证，检

验 PS-InSAR 技术监测土壤侵蚀的可行性，为该方法在土

壤侵蚀监测领域的推广提供助益。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39°58′～40°41′N，

111°26′～112°18′E），总面积 3 436 km2，海拔 1 400～

2 028 m，年平均降雨量为 376 mm，年均蒸发量为

2 073 mm。和林格尔县属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

地带，东南部山区、黄土丘陵区的面积占县域面积的

77.7%；西北部属土默川平原，面积占县域面积的 22.3%。

研究区超过一半区域属于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是世界上

土壤侵蚀 严重区域，每年入黄泥沙量达 16 亿 t，且每

年由于人类活动新增水土流失面积 900～1 100 km2。自大

规模农耕活动开始，人类活动就已经与水力、风力并列，

成为土壤侵蚀的主要营力[1]。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 SL190—2007》分类体系，研究区既属于西北黄土高原

水力侵蚀区，又属于内蒙古高原草原中度风蚀水蚀区，

水力侵蚀与风力侵蚀并存。 

1.2  数据概况 

监测数据为 2017 至 2018 年的 17 期 Sentinel-1A 雷达

数据，每期 1 景，用于监测土壤侵蚀。Sentinel-1A 的轨

道类型为近圆形的太阳同步轨道，其轨道高度为 693 km，

倾角为 98.18°。卫星重访周期为 12 d，内有 175 个轨道。

为 定 向 监 测 土 层 厚 度 变 化 ， 选 用 干 涉 宽 模 式

（Interferometric Wide，IW）下的 S1 TOPS-modes 单视复

数 SLC（Single Look Complex）数据，幅宽 250 km，入

射角 29.1°～46°。该数据为 C 波段的升轨数据，C 波段

属于长波，可以穿透稀疏植被直接作用于地表。SLC 数据

处理后的距离向分辨率为 2.3 m，方位向分辨率为 13.9 m。 

辅助数据为同步观测的哨兵 2 号（Sentinel-2A）数据，

用于主被动遥感数据协同观测；DEM 数据用于控制地形

影响；土地利用数据用于掩膜不透水面；降雨量和土壤

数据用于信息复合。以雷达数据序列为基准数据集，数

据源见表 1。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总体技术方案如图 1 所示，主要技术流程

为：1）预处理流程，包括数据导入、精轨数据更新、主

影像选择、DEM 主辅影像配准、ESD 配准，burst 拼接，

子条带拼接等；2）差分干涉流程[21]，包括 ROI 截取、干

涉相位计算、去除平地和地形相位、生成差分干涉图等；

3）PS 点提取流程，包括累计形变点（即 PS 点）候选点

提取、构建 Delaunay 三角网、选择参考点求取 PS 点的参

数信息、求解二次差分相位模型、残余相位解缠、大气

相位估计、累计形变量计算、地理编码等[9]；4）多尺度

滤波流程，包括空间域的不透水面掩膜、稳定地表分离，

时间域的畸变滤波、线性滤波等；5）侵蚀特征分析流程，

包括土壤侵蚀的空间特征、时间特征等。 

表 1  数据源一览表 
Table 1  Data source list 

数据源 
Data source

数量 
Number 

数据尺度 
Data scale 

数据时相 
Data phase 

数据来源 
Data sources 

Sentinel-1A 17(景) 5 m×20 m 2017.03—
2018.03 

欧空局 ESA 

Sentinel-2A 9(景) 10 m 2017.05—
2017.10 

欧空局 ESA 

DEM 3(景) 30 m 2011 地理空间数据云 

降雨
Rainfall 

19(观测站) 站点插值 
2017.03—
2018.03 

和林气象局 

土地利用
Land use

1 1∶10 000 2017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
CLSPI 

土壤 Soil 1 1∶1 000 000 1996 南京土壤所 
 
需要指出的是，PS-InSAR 方法监测到的地表累计形

变，属于多种人类扰动和自然因素的混合效应，如何从

混合效应中分离出土壤侵蚀的贡献，将监测目标锚定于

土壤侵蚀，是方法有效性的决定因素。本研究对 PS-InSAR

方法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基于土壤侵蚀的物候特征，

设计了空间域和时间域的多尺度滤波环节，定向提取土

壤侵蚀造成的累计形变。 

 

图 1  技术路线图 

Fig.1  Technical route  
 

1.3.1  数据预处理 

首先，生成 SLC 数据，同时利用各子条带及 burst

的重叠信息生成 mosaic SLC 和 mosaic MLI（Multi Looks 

Intensity），多视参数默认为 10 和 2。其次，利用 ESA

（European Space Agency）提供的精轨 POD 数据，

（https://qc.sentinel1.eo.esa.int/）修正轨道信息查询列表，

减小定时及轨道误差对干涉相位的影响。再次，选择同

时位于时间基线中部，及时序影像多普勒质心频率中心

的时段的数据作为主影像（表 2）。然后，将 DEM 与主

影像配准，得到每个像元的三维坐标信息。之后，利用

ESD 方法生成主影像与副影像的几何关系（查询列表），



第 14 期 杨  通等：基于 PS-InSAR 技术监测土壤侵蚀可行性研究 

 

129 

确保配准精度达到 1/1 000 像素的要求[22]。 后，将分块

存储的 Sentinel-1A 数据根据研究区的位置提取出来，以

便缩小处理数据量加快处理时间。此外，对光学遥感数

据、DEM、土地利用、土壤、地面观测站数据等，执行

校正和配准等处理步骤，生成多源可比数据。 

表 2  合成孔径雷达数据序列 
Table 2  Time series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data set 

影像序号 
Data No. 

成像时间 
Imaging date 

时间基线 
Time baseline/d 

空间基线 
Spatial baseline/m 

成像模式 
Imaging mode

1 2017-3-19 -120 8.745 851 IW 

2 2017-3-31 -108 36.233 3 IW 

3 2017-4-12 -96 11.666 498 IW 

4 2017-4-24 -84 49.853 213 IW 

5 2017-5-6 -72 -64.945 947 IW 

6 2017-5-18 -60 -39.088 316 IW 

7 2017-6-11 -36 51.200 799 IW 

8 2017-7-17 0 0 IW 

9 2017-8-22 36 79.116 242 IW 

10 2017-9-27 72 -36.814 9 IW 

11 2017-10-21 96 83.899 693 IW 

12 2017-11-2 108 89.582 018 IW 

13 2017-11-26 132 -16.825 444 IW 

14 2017-12-20 156 128.089 965 IW 

15 2018-1-25 192 30.306 321 IW 

16 2018-2-18 216 45.177 562 IW 

17 2018-3-14 240 80.538 65 IW 
 

1.3.2  差分干涉处理 

主影像分别与辅助影像生成 17 期差分干涉图，并结

合卫星轨道参数、成像模型、参考 DEM，去地形相位和

平地相位。每一个干涉对都需要进行配准和重采样，形

成干涉相位。利用轨道和外部的 DEM 去除平地效应和地

形效应，生成时间序列的干涉相位。具体包括感兴趣区

选择、干涉处理、地形相位去除、差分模型构建 4 个步

骤。主辅影像干涉相位可表示为公式（1） 

 topo def atm flat noiseφ φ φ φ φ φ      （1） 

式中 φtopo为地形相位；φdef 为形变相位；φatm为大气延迟

相位；φflat为平地相位；φnoise为噪声相位。 

1.3.3  提取永久散射体 

PS 候选点选取：选择后向散射较强，并且在时序上

较稳定的地物目标，如建筑物与岩石等，将相干性差或

者一些噪声点去除，留下高相干且稳定的点进行分析。

研究区有 150 个行政村，并有蒙牛、蒙草等大型企业，建

成区的人工建筑可以部分替代强散射点的作用。为了保证

PS 候选点密度，本文采用平均相干性阈值法选点，包含一

些中等相干性点目标，以增加 PS 候选点的选点数量。 

构建三角剖分网：利用 Delauany 三角化方法构建三

角剖分网络，以解决 PS 离散点的图像重构问题。同时，

利用三角网络的冗余测量边，以区域网络平差方法控制

形变测量误差，削弱大气相位影响。Sentientl-1A 时空基

线较短，轨道误差较小，通过构建三角网及相邻 PS 点的

相位双差模型等方法，可以削弱大气相位的干扰。 

计算二次差分相位：基于 PS 点的三角剖分网，计算

网络上每条边的相邻 PS 点的二次差分相位。通过求解二

次差分相位模型，获得 PS 点对的形变速率差和 DEM 修

正差。 

相位解缠：相位解缠后可得每个 PS 点的绝对形变速

率和 DEM 修正量，然后可得差分相位的形变相位和残余

地形相位。 

大气滤波：大气延迟相位在时间域上表现为随机高

频信号，在空间域上则表现为平滑低频信号；非线性形

变在时间域上表现为低频信号，在频率域表现为低频信

号；噪声相位则为时域高频，频域高频。根据各相位成

分的特点，通过时空域高通、低通滤波分离各相位成分，

从而得到形变相位，再由地理编码得出累计形变量。 

1.3.4  多尺度滤波 

地表累计形变是多种因素共同驱动的叠加效应，包

括人类扰动和自然变化。自然变化又包含植被生长、土

壤侵蚀、滑坡、泥石流、冻土、岩石风化搬运、枯落物

堆积、地质运动等多种类型。本研究设计了空间域和时

间域的多尺度滤波，剥离人类扰动和自然变化影响，将

监测对象锚定为土壤侵蚀引发的地表形变。 

空间域滤波又分为植被、稳定地表滤波、人类活动

滤波。首先，通过计算主末影像的相位标准差，加入植

被指数的限制因素，振幅小的信号通过，振幅大的剔除，

滤除茂密植被，将感兴趣区限制于植被稀疏区域[23]。雷

达 C 波可以穿透稀疏植被，直接作用于地表。其次，设

置稳定地表值域，对永久散射体的累计形变信号进行高

通滤波，滤除无变化或变化极小的区域。然后，根据土

地利用数据掩膜城市村镇的不透水面及活跃耕地，并设

置阈值分割上限，对永久散射体的形变信号进行低通滤

波，滤除人类活动干扰。 

时间域滤波分为线性滤波和畸变滤波。不同自然因

素驱动的地表形变在时间序列上有其规律性，如土壤侵

蚀表现为雨季的非线性形变；滑坡、泥石流表现为突发

性形变；地质隆起或沉降表现为平滑线性形变；冻土表

现为双向形变等。根据各种自然因素在时间序列上的形

变方向、形变区间、形变幅度差异，可以初步区分主要

形变类型；再结合高分光学遥感数据的光谱信息、几何

信息及动态变化进行检验。选取侵蚀特征显著的样本点，

统计其时序变化参数，迭代更新初始参数，修正分离区

间和分离阈值，进而实现土壤侵蚀的定向识别。 

2  结果与分析 

2.1  形变速度场 

基于时序差分干涉结果，提取后向散射系数较高、

并且在时序上较稳定的永久散射体。对 PS 候选点进行迭

代更新、解缠等处理后，在研究区共计提取到 1 007 958

个累计形变点，样本量较大，信息丰富。为抵消卫星在

轨运动时产生的多普勒效应，PS-InSAR 运行过程均在斜

距-零多普勒坐标系中完成， 后再通过地理编码进行可

视化处理，将坐标系统转换为地理坐标系，生成可比数

据。对 1 007 958 个累计形变点的平均形变速度进行 IDW

（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插值，计算本区综合形变速

度场，如图 2 所示。由于累计形变点在空间上属于非均

衡分布，导致相干条件差的区域提取到的 PS点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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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值效果不佳，主要为和林县北西侧的集约化农垦区域。

总体上看，县域大部分区域 PS 点密度较高，反演的年均

形变速度场能如实反映区域地表形变的一般性规律。研

究区综合形变速度场分布特征为东南侧隆升、西北侧沉

降，构造隆升与侵蚀夷平并存。构造上主要受 NE 方向的

块断构造控制（《1∶25 万呼和浩特市幅（K49C004003）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属于阴山-燕山板内造山带的西

段，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本区自燕山运动以来处于阶段

性隆升态势[24]，全新世至今山体不断隆升，形成了山前

广为发育的河流阶地和冲洪积平原。其中，新近纪古夷

平面的发现，证实了本区地表形变的主因是构造隆升与

侵蚀夷平的交互驱动。由图 2 可知，沉降区主要分布在

黄土丘陵及陆前平原，位于 NE 向高角度正断层的北西侧

（该断层分割了山区与平原），也是该县的人口聚集区，

沉降成因可能包含多种因素，诸如地质凹陷、人类活动、

滑坡、泥石流、土壤侵蚀等，需进一步细分形变机制，

定向提取土壤侵蚀形变。 

 
图 2  区域综合形变速度场 

Fig.2  Regional comprehensive deformation velocity field 
 

2.2  累计形变点筛选 

雷达时序差分干涉在县域内共计提取累计形变点

1 007 958 个，包含不同区位条件、不同驱动因素的地表

形变。从 1 007 958 个累计形变点中筛选出土壤侵蚀形变

点，需要对全部累计形变点进行再次筛选。本文设计了

多尺度滤波流程对累计形变点进行筛选，包括空间域滤

波和时间域滤波。空间域滤波用于消除人类扰动影响。

结合 2017 土地利用数据掩膜人类活动形成的不透水面及

工作面；再使用振幅标准差滤波排除茂密森林植被及活

跃耕地，使监测范围缩小至天然裸露（半裸露）地表；

然后设置分割阈值，排除无形变或形变极小的稳定地表，

依据前人研究设置稳定地表阈值为±1 cm/a[25]。空间域滤

波结果如图 3 所示。宏观上，累计形变点集中分布于县

域东南部的山区丘陵地区，山区丘陵是地表形变的多发

易发区域，同时相干条件较好，永久散射体密度较高。

滤波区主要为县镇村的建成区、集约化农业区、林区、

公路铁路及设施用地等。 

时间域滤波用于分离地表自然形变。不同类型自然

形变的物候特征不同，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性显著，具

体表现在形变方向、形变区间、形变幅度、形变趋势差

异等。形变方向分为抬升正向形变和沉降负向形变；形

变区间分为全年形变、季节形变和突发形变；形变幅度

分为平缓形变和剧烈形变；形变趋势分为单向渐进形变

和双向波动形变。根据土壤侵蚀的物候特征，其形变特

征表现为全年均有发生、在雨季骤增的渐近式负向形

变。根据时间序列的形变差异，进行有监督的阈值分割，

可以初步圈定侵蚀发生地。再与同步观测的 Sentinel-2A

高分光学遥感影像叠加，根据贝叶斯理论增加已知信息

量[26]。检验形变点所处区域的光谱特征、区位特征、形

态学特征和动态变化轨迹是否与典型侵蚀景观一致。若

否，则返回上一步，迭代更新初始阈值，直至确定 优

分离阈值。 

 

图 3  累计形变点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accumulated deformation points  
 
经由时间域滤波及多源数据信息符合，确定土壤侵

蚀形变的 优分离区间及约束条件，见公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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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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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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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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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i Sc


    （6） 

式中 Sc 为年累计形变量（mm），Si 为单月形变量（mm），

i 为月份，n 为年份，R 为区域降雨系数。时间域滤波的

基本逻辑是，基于土壤侵蚀的物候特征及先验知识，对

累计形变点的形变方向、形变区间、形变幅度及形变趋

势加以限定，从而分离出符合侵蚀特征的形变点。经由

空间域和时间域滤波，从 1 007 958 个累计形变点中，提

取出土壤侵蚀形变点 10 596 个，占累计形变点总数的

1.05%。 

2.3  区域土壤侵蚀特征 

2.3.1  空间特征 

前人研究表明土壤侵蚀与植被[27]、地形[28]、降雨[29]、

土壤[30]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将 10 596 个土壤侵蚀

点与同步观测计算的动态数据（NDVI 分布图、降雨量插

值图）及静态数据（坡度图、土壤可蚀性）进行信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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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估本区土壤侵蚀的宏观分布特征（图 4）。其中

NDVI 由 2017 年 7 月的 Sentinel-2A 数据计算归一化植被

指数得出；降雨量由和林格尔县气象局提供的 19 个气象

观测站的 2017—2018 降雨数据，进行克里金插值得到；

坡度分布由地理空间数据云下载的 DEM 数据计算得出；

土壤可蚀性由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的土壤数据计算 K 因子。

 
a. NDVI b. 年降雨量 

b. Annual rainfall 
c. 坡度 
c. Slope 

d. 土壤可蚀性 
d. Soil erodibility 

图 4  土壤侵蚀空间分布特征 

Fig.4  Distribution of soil erosion 
 
图 4a 可见侵蚀点云多分布于低植被或无植被覆盖区

域，植被群落以草本植物为主，且较为稀疏，光学遥感

特征近似裸地。在 NDVI 介于 0 至 0.5 区间内（NDVI 大

于 0.5 区段被滤除），土壤侵蚀点主要分布于 NDVI 零值

附近，土壤侵蚀多发于无植被保护区域。图 4b 可见县域

降雨量分布极不平衡，整体呈东高西低分布，东部山区

的年降雨量是西北部平原的 3 倍。本区土壤侵蚀主要分

布于 300 mm 等降雨量线以下的干旱半干旱区域。图 4c

可知平原与山区丘陵的地形分界线约为北东向 40°，线

性构造带发育，从地质地貌角度属于土壤侵蚀多发、易

发地带。土壤侵蚀点主要分布于坡度 0~35°范围内，平

原区的侵蚀类型主要为风蚀，山区的侵蚀类型主要为水

蚀。图 4d 可见土壤可蚀性与侵蚀点云一致性较高。侵蚀

点云聚集区多位于土壤可蚀性较高区域，在土壤可蚀性较

低区域则分布较少且稀疏。总体而言，本区土壤侵蚀主要

分布于山区平原过渡带，侵蚀点云约呈北东向 40°分布，

贯穿县域南北，在县域西北、县域东南也呈局部聚集态势。 

2.3.2  时间特征 

对 PS-InSAR 观测结果进行月度回溯，对全部土壤侵

蚀点的累计侵蚀量按月取平均值，同时计算月度累计降

雨量平均值。如图 5 所示。 

 
图 5  土壤侵蚀时序变化 

Fig.5  Temporal change of soil erosion 
 
研究区土壤侵蚀总量逐月连续增加，即便在没有降

雨的 12 月、1 月、2 月，土壤侵蚀仍在发生，说明风力

是本区土壤侵蚀的重要营力。此外，在降雨集中的 6—9

月，土壤侵蚀量显著增加，变化梯度增高，表明降雨对

研究区的土壤侵蚀具有重要驱动作用。研究区土壤侵蚀

的主要营力为风力水力混合，侵蚀类型为风蚀水蚀混合。

平均侵蚀速率为 15 mm/a，风蚀强度为中度。《土壤侵蚀

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将本区划分为内蒙古高原草

原中度风蚀水蚀区，本文监测结果与之一致。 

2.4  监测精度评估 

PS-InSAR 方法是一种直接观测方法，比之光学遥感

的米级分辨率，多时相 SAR 监测地表形变的精度理论上

可达厘米级甚至毫米级[8,12]，监测量纲提升 2 个数量级。

然而，受限于初始数据精度和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实

践中可能难以达到毫米级的测量精度。 

InSAR 方法的精度验证多为与其他高精度 GPS 数据

进行比对[31]、及实地调查形变径迹[32]等方式，本文同时

采用上述两种方式验证精度。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调查

与勘测标准》（GB/T 51297—2018）规定，课题组赴研

究区开展了野外调查验证，共调查 103 处土壤侵蚀点，

采用侵蚀径迹调查、高精度 GPS 测量、实地拍照的方式，

验证所提土壤侵蚀点与侵蚀径迹的对应准确度（如图 6）。 

  
图 6  验证点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verificatio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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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调查点位于侵蚀沟（图 7a）、

风蚀柱（图 7b）、新鲜红黏土（图 7c）等典型侵蚀径迹

区域。经统计，土壤侵蚀点的提取准确度为 86.4%。此外，

收集了和林格尔县境内 142 个四等水准点数据，依据

临近原则对四等水准点及其 近的PS点的绝对高程进行

比对，同时与 SRTM DEM（30 m）在水准点位置的绝对

高程进行比对（图 7d）。由于 PS 点与四等水准点在空间

位置上不重复，故设置 大搜索距离为 10 m，相距超过

10 m 的点对不纳入统计。统计后发现，四等水准点与其

近的 PS 点的绝对高程值非常接近，且接近程度与距离

反相关。PS 点和水准点相距 1 m 以内的绝对高程相对偏

差为 7～8 cm；相距 10 m 以内的相对偏差介于几米至十

几米之间。尤其在水准点 1 m 以内的监测精度优于 SRTM 

DEM 两个数量级（后者为米级监测精度）。总体来看，

本文方法监测土壤侵蚀形变具有可靠性。 

         

a. 侵蚀沟 
a. Erosion gully 

b. 风蚀柱 
b. Deflation column 

c. 新鲜红黏土 
c. Fresh red clay 

 

d. PS 点和 DEM 与四等水准点偏差 
d. Relative deviation of the persistent scatterer 

point, DEM and the fourth order leveling 

图 7  实地照片及 PS 点和 DEM 与四等水准点偏差 

Fig.7  Field photos and relative deviation of the persistent 
scatterer point, DEM and the fourth order leveling 

 

3  讨  论 

国内外使用 InSAR 方法监测土壤侵蚀的研究较少，

该领域整体研究程度不高，缺乏成熟可供借鉴的研究经

验。本文旨在探索并发展 PS-InSAR 监测土壤侵蚀的理

论基础和技术框架，并论证技术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方法运行结果表明，

监测到的土壤侵蚀形变在空间上与植被、土壤、降雨、

地形因子相关，在时间上与降雨季节相关，在实地验证

中也发现了侵蚀径迹，且与四等水准点的一致性较高，

说明 PS-InSAR 方法监测土壤侵蚀具有可行性和可靠

性。从精度验证结果来看，所述方法具备厘米级监测精

度，可以识别中度以上风蚀和极强烈水蚀，适用于中国

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土壤侵蚀动态监测及分析评估。

后续研究包括：1）采用分辨率更高的 InSAR 和 DEM 数

据源，改进优化技术框架，提高监测精度至亚厘米级或

毫米级，并开展“三同（同时、同地、同精度）”地面

精密水准测量以验证监测精度；2）复杂地形地貌区域

的土壤侵蚀监测及侵蚀模数反演；3）基于 InSAR 监测

的土壤侵蚀模型构建或现行水土流失模型修正等。 

地表形变场是多重驱动力下的混合形变效应，提取

侵蚀形变的基本逻辑是在空间上圈定侵蚀易发地，在时

间上符合侵蚀发生发展的物候规律。本文设计了多尺度

滤波流程，对 1 007 958 个累计形变点进行筛选，提取

出侵蚀形变点 10 596 个，占累计形变点总数的 1.05%。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各类形变在水准面上

具有二维可分性（比照光学遥感分类），然而部分区域

可能构造运动与土壤侵蚀并存，土壤侵蚀量的一部分被

构造隆升量所抵消，从而低估实际土壤侵蚀量。本文的

处理办法是，在发现构造隆升趋势后，返回到提取永久

散射体步骤，重新选择了参考点，对每个参考点进行多

次回归迭代，更新高程误差改正值，修正了 终形变结

果。因此，在现今构造运动活跃区域开展土壤侵蚀监测，

还需深入解析形变机制机理，叠加或分离现今构造运动

修正。 

研究区位于黄土高原北坡，马兰期风成黄土属于自

重湿陷性黄土，易发生侵蚀形变[33]。本区土壤侵蚀的一

大特征是与人类活动相关，侵蚀严重区域的人类活动较

为密集，约 10%的侵蚀点位于耕地范围。耕地范围的侵

蚀点主要位于撂荒地、坡耕地及大量井灌引发的地下水

超采区域。土壤侵蚀对耕地耕层质量退化作用表现为土

壤性质恶化、土壤质量劣化、土地生产力衰退 3 个方面。

应注意避免陡坡开垦，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在县域

西北极干旱地区，年均降雨量只有 150 mm 左右，却是

该县的粮食主产区，且未见显著的河流、湖泊等地表水

补给源，集约化农业大量依赖地下水，势必引发地下水

超采问题。地下水超采会降低土壤含水率，导致对土壤

墒情敏感的植被群落衰亡，从而使局地生态环境逆向演

替。建议加强对该区域地下水位的动态监测，疏导产业

结构向低耗水量行业转型。 

4  结  论 

本文利用土壤侵蚀主要特征是土层厚度剥蚀、且合

成孔径雷达对高程信息敏感的特点，研究 PS-InSAR 技术

监测土壤侵蚀的可行性。基于土壤侵蚀的物候规律对技

术框架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通过多源数据融合增加已

知信息量，构建时空域多尺度滤波方法分离混合形变效

应，并给出了时间域滤波模型及参考值，使监测对象锚

定于土壤侵蚀形变。经验证，本文方法获得了与实际侵

蚀发生地一致的监测结果，土壤侵蚀点提取准确度为

86.4%，高程向总体监测精度为厘米级。侵蚀点在空间上

表现出与植被、降雨、坡度、土壤的强相关性，在时间

上表现为在雨季骤增的非线性负向形变。侵蚀外营力为

风力水力混合，平均侵蚀速率为 15 mm/a。本文方法或可

为土壤侵蚀的宏观面上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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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time series difference interferometry (PS-InSAR) has widely been expected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measurement of large-scale surface de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 But it is still lacking for the PS-InSAR in 
soil erosion monitoring in China. Taking Linger County, Inner Mongolia of western China as the research are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monitor the soil erosion using persistent scattere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try (PS-InSAR). Firstly, the 
accumulated point cloud of surface deformation was captured using the time-series differential interferometry of sentinel-1A 
satellite data. Secondly, the multi-scale filtering was constructed in time and spatial domain using the phe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erosion. The points of soil erosion were then selected from the accumulated point cloud of surface 
deformation. Finally, the points of soil erosion and multi-source data were superimposed to evaluat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in soil erosion. A total of 1 007 958 deformation point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operation of PS-InSAR. It was found that surface deformation was the common response of human activities, vegetation 
growth, soil erosion, landslide, debris flow, frozen soil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rock weathering and transportation, litter 
accumulation, and geological movement. The influence of interference factors was then removed using the filtering of 
vegetation, stable surface, human activity in the spatial domain, linear, and distortion in the time domain. Correspondingly, the 
monitoring object was anchored to the surface deformation caused by soil erosion. Eventually, 10 596 points of soil erosion 
were separated from 1 007 958 accumulated points of surface deformation, indicating the average erosion rate was 15 mm/a. A 
field test was then verified that the accuracy of monitoring and actual erosion point was 86.4%, and the accuracy of monitoring 
elevation was centimeter level. Superimposed multi-source data showed that the soil erosion in the study area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parse vegetation at the junction of plain and mountain areas, with the slope less than 30° and annual rainfall 
less than 300 mm. There wa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soil erosion and the rainfall in time. But, the amount 
of soil erosion was still increasing in the months without rainfall, indicating that the erosion exogenous force was the mixture 
of wind and water. Furthermore, the soil erosion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transition zone of plain and mountainous areas, 
where human activities were relatively intensive. More importantly, soil erosion can be serious, due to excessive cultivation 
and deforestation in extensive management and large-scale farming in recent years. It was also found that 1 101 soil erosion 
points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scope of farmland, particularly in the extensive management of hillside farmland or abandoned 
land when combining with the land use data. Consequently, it is highly demanding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farmland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eroded area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The main 
measure can also be made to avoid the steep slope reclamation. Anyway, the improved PS-InSAR technology presented 
macroscopicity, accuracy, long-term, and economy, suitable for monitoring soil erosio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or optical 
remote sensing. 
Keywords: soils; erosion; InSAR; multiscale filtering; interferometry; cumulative deformation p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