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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台灣歷經光復後超過70年的建設，逐步建構便捷的生活環境，同時帶動產業發展，累積成當前經濟

榮景，公共工程所扮演之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國內許多早期公共工程，例如橋梁、電塔、水庫等基礎

設施，受到自然環境因素諸如地震、颱風、豪雨、地層下陷、土壤液化等影響，加上工程材料變質老化

等綜合因素，已逐步邁向生命週期之衰退期。政府近年來重視公共工程的維護與監測，以期延長使用年

限，保障使用人之安全，因此如何有效監測重要工程結構是一項必要的工作。

    雷達影像技術發展於1950年代，2000年後商用及科學使用之雷達影像設備陸續投入運作，開啟各式

推廣應用。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是使用微波進行成像，可搭載於飛機或衛星上，

因不受日夜天候影響，已廣泛應用於環境與災害之觀測。本文主要說明目前工程結構形變監測之需求，

並嘗試以合成孔徑雷達干涉(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SAR)技術進行幾個工程結構體案例

之形變分析，以評估此技術應用在大區域公共工程快速監測之潛力。

1 2 3 4 5

摘  要

Abstract

InSAR Applications for Deformation Analysis of 
Civil Engineering Structures

After more than 70 years of construction, Taiwan has gradually built a convenien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accumulated into the current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construction is self-evident. However, many early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bridges, electric 
towers and reservoirs have been gradually affect by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earthquakes, typhoons, 
heavy rains, land subsidence, soil liquefaction and materials deterioration. Those infrastructures are going to the 
recession of the life cycle. Th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aintenance and monitoring of 
public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goals to extend the construction life and also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users. 
Therefore, it’s essential to monitor the significant engineering structures. 

Radar imaging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in the 1950s. After 2000, radar imaging equipment for commercial and 
scientific use was put into operation, and various applications were launche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is a microwave-based imaging system that can be mount on the aircraft or satellite. Because SAR technology is 
not affected by sunshine,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environmental and disaster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needs of structural de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try to analyze the deformation of several 
engineering structures using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SAR) technology.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using InSAR technology in large-area public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Keywords: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SAR), Differential InSAR (D-InSAR), Persistent Scatterer 
InSAR (PS-In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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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工程結構形變之監測
需求

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極端氣候出現之

頻率日增，以2018年7月上旬之西日本豪雨為

例，本州西部及九州11天內平均累積雨量均超

過500毫米，最大累積雨量甚至超過1800毫米，

造成大區域淹水、土石流等嚴重災情。而台灣

近期在2018年8月23日至24日間，因低氣壓長

期滯留，造成台灣西南部豪大雨，有80個測站

累積雨量超過500毫米，最大累積雨量高達772

毫米，最大時雨量超過110毫米，在平地可見大

範圍淹水，而在山坡地帶雖未見顯著土石流或

崩塌等災害，也潛藏了地層含水量上升而誘發

地質敏感區發生潛勢滑移的可能性。此外因居

民超抽地下水之故，造成彰化、雲林、嘉義、

屏東四縣部分地區地層下陷情況嚴重。以雲林

地區為例，透過經濟部水利署長期地面監測資

料的分析成果，整體評估雲林地區近20年的總

下陷量發現，土庫鎮及元長鄉附近地區已累積

超過160公分的下陷量，最大年下陷速率達5.6

公分/年，顯著下陷面積約104.9平方公里（如圖

1），而高速鐵路（以下簡稱高鐵）正經過下陷

較顯著的區域[1]。目前主管機關主要採用之監

測方法以精密水準測量、GPS固定追蹤站、深層水準

樁、磁環分層式地層下陷監測井等方式為主，利

用觀測水準線與獨立監測點資料推估面狀之下

陷趨勢。目前影響高鐵安全主要的差異沉陷墩

柱之角變量為0.415/1500，尚在高鐵設計規範規

定之容許值1/1500範圍內，高鐵結構及營運安

全無虞 [2]，但仍需持續關注。

然而，極端氣候與人為環境之破壞，使

得公共工程所面對的挑戰日益嚴峻。以橋梁為

例，受到地震、颱風、豪雨、地層下陷、土壤

液化等複合性環境影響，加上工程材料變質老

化等綜合因素，已逐步邁向生命週期之衰退

期。政府近年來重視公共工程的維護與養護，

積極辦理主要橋梁之檢測作業，亦陸續發現部

分橋梁有沉陷及形變之現象。例如，國道一號

圓山橋自1978年即出現鉸接處伸縮縫拉伸、擠

壓，及鉸接處沉陷等劣化異狀，1992年鉸接處

最大下垂量達62.9公分[3]，因此，交通部高速

公路局已辦理長期監測作業。然各地方政府因

受限於財政，無法全面採用各式地面檢測方式

辦理定期主管橋梁監測作業，如橋梁受環境或

結構老化影響，無法全面得知而即時採取必要

的因應措施。

圖1 雲林地區1992年至2016年累積下陷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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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雷達衛星可追朔至1991年7月，歐洲

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發射的

ERS-1衛星揭開序幕。而後加拿大航空局與美

國合作的RadarSat、日本ALOS、義大利Cosmo-

SkyMed、德國（現由AIRBUS營運）TerraSAR-X

也針對不同的應用需求，發展出不同再訪周期

及波段的商用雷達衛星，如表1所列。不同波長

的雷達波穿透性也不同，L波段其長波長訊號對

地物穿透性較佳，對於植被覆蓋區的地表監測

能有較好較完整的資訊；而X波段其短波長訊號

的特性，在都會區或植被稀少區域可處理出解

析度高且資料點多的InSAR成果。

過去雷達衛星影像給人單價昂貴、技術門

檻高的印象，應用和普及程度不及光學影像。

在近3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雷達衛星的精度、

解析度已有所提升，ESA哥白尼(Copernicus)計

畫的Sentinel-1雷達衛星資料提供免費下載，且

再訪周期縮短有助於資料品質，讓雷達訊號相

位同調性(coherence)大幅提升。基於上述優點，

使得各界紛紛展開各式雷達影像相關應用(如表

1)。

以雷達資料進行形變監測，合成孔徑雷達

差分干涉 (Differential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綜合上述環境條件之描述，隨著科技之

發展，應評估導入廣域、精度高，且可長期應

用之技術以增進公共工程結構物之監測效率。

本文將介紹合成孔徑雷達干涉(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以下簡稱InSAR)技術

進行公共工程案例之應用及分析。

貳、衛載雷達影像技術發展現況

遙感探測(以下簡稱遙測)衛星根據其接收

電磁波的能量源分為被動式與主動式兩類。被

動式遙測接收太陽輻射能量為影像訊號來源，

如一般經常使用的光學影像為一常見應用代

表。光學衛星遙測的缺點之一是易受制於拍攝

時間（僅能白天拍攝）、天氣（無法穿透雲

層）等條件限制。而本文所探討的雷達衛星屬

於主動式遙測，感測器接受目標物反射衛星本

體酬載自身發射的雷達波，且雷達的波長較

長，可輕易穿透雲霧煙塵，因此日夜晴雨皆可

進行觀測，可提供相當規律且高品質的地表資

訊。雷達衛星不受天候影響，並且可進行大範

圍的面狀觀測，使得雷達影像長期以來成為科

學研究、環境監測及變遷分析等應用重要的資

料來源。

表1 常見雷達衛星資訊一覽表

衛星 發射時間 波長(cm) 波段 再訪周期(天)

ERS-1 1991 5.6 C 35

RadarSat-1 1995 5.6 C 24

Envisat 2002 5.6 C 35

ALOS 2006 19 L 46

Cosmo-SkyMed 2007 3.1 X 16

TerraSAR-X 2007 3.1  X 11

RadarSat-2 2007 5.6 C 24

Sentinel-1 A/B 2014 5.4 C 12

ALOS-2 2014 22.9 L 14



3
專
題
報
導

126 │No.120│October, 2018

Aperture Radar, D-InSAR) 為最常見的方法之一。

其原理主要是根據地表（目標物）與衛星之

間距離的改變會造成雷達回波相位(phase)的差

異，因此使用同一地區、不同時間、同軌道

之兩或多幅雷達影像進行差分干涉，得到兩

（多）幅影像之相位變化後，再經由相位回復

取得沿衛星觀測方向(Line of Sight, LOS)的地表

形變量。

而 後 發 展 出 的 永 久 散 射 體 差 分 干 涉 法

(Persistent Scatterers InSAR，以下簡稱PS-

InSAR)是基於多張雷達影像差分干涉之成果，

分析影像中訊雜比(Signal Noise Ratio, SNR)較

高的像素，將這些像素的相位值進行相位解

纏(Unwrap)，得到地表變形量。永久散射體

(Permanent Scatterers, PS)的概念由Ferretti 於

2000 年提出，其概念是找尋地表具有穩定雷達

波散射特性之地表特徵物。在多時序雷達影像

中萃取相位變化穩定的永久散射體(PS點)，透過

影像對之基線資訊，進行大氣及地形效應誤差

校正，解算出時間段之地表平均變動量[4]。

在現實世界中，這些特徵物通常是人造

建築物、電塔、橋墩、裸露岩石等物體。這些

物體長時間存在且表面特性使得雷達散射回波

較強，因此這些永久散射體可以提供高訊雜比

且高相關的訊號。圖2為永久散射體之雷達回

波示意圖。圖中的方框代表雷達影像中的一個

像素，若是該像素中不具有永久散射體，則如

圖2(a)所示，其回波之相位較不一致；若是該

像素中具有永久散射體，則如圖2(b)所示，其

雷達回波訊號穩定且回波相位一致。因此具有

永久散射體之像素(PS點)，可以降低受環境干

擾等因素所產生之隨機相位的影響，進而得到

該點之變形資訊。PS-InSAR因其地表變異分析

法穩定且成熟，國際間認為該技術具有較高

的可靠性。而其他相關分析技術，如：最小

二乘法(Least Squares, LS) 、小基線集法(Small 

BAseline Subset algorithm, SBAS)、TCP-InSAR 

(Temporarily Coherent Point InSAR)等技術也蓬勃

發展。

參、 PS-InSAR案例實作

本文將PS-InSAR技術應用於三個工程結構

體之形變分析，三組案例分別為高鐵雲林段、

花蓮山區電塔、國道一號圓山橋。

圖2 永久散射體雷達回波示意圖 (Hooper et al., 2007[5])

(a)非永久散射體於一像素內之雷達回波訊號分佈

(b)永久散射體於一像素內之雷達回波訊號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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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鐵雲林段案例

高 鐵 雲 林 段 實 作 案 例 使 用 之 影 像 為

TerraSAR-X，解析度為2.2公尺，雷達波段為X

波段。影像時間從2014年8月7日至2016年3月1

日，共使用24張影像，軌道方向為降軌（由北

至南掃描）。

圖3為高鐵雲林段實作案例之PS-InSAR成

果，其成果為衛星視線方向(Line of Sight, LOS)

年均變化速度，正值代表變化量向衛星靠近，

也就是說地表向上變化；而負值代表變化量遠

離衛星，也就是說地表向下沉陷。圖中的白色

線段為高鐵路線，紅色方框處則為高鐵雲林站。

從圖3中可以觀察到高鐵雲林站周邊有向下沉陷

的變化。沿著高鐵路線的結構體，分別於雲林

站以及前後各取一處觀察PS-InSAR成果時間序

列的累積變化量，共三處的成果如圖4所示。

從圖4中可以觀察到這三處皆有向下沉陷的趨

勢，而且最大變化量約為30~35公厘。除此之外，

圖3 高鐵雲林段PS-InSAR衛星視線方向

年均變化速度成果

圖4 高鐵沿線三處之時間序列累積變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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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中科虎尾園區二處建築物結構體之時間序列累積變化量

從圖3中也可以觀察到鄰近高鐵雲林站的中科虎

尾園區同樣也有向下沉陷的變化，因此取園區

內二處建築物結構體觀察其PS-InSAR成果時間

序列的累積變化量，成果如圖5所示。從圖5中

可以觀察到中科虎尾園區同樣有向下沉陷的趨

勢，而且最大變化量較高鐵沿線三處的最大變

化量還大，達到-55公厘。從高鐵雲林段的實作

案例分析，可以發現雲林區域的地表有向下沉

陷的變化，而使用X波段的TerraSAR-X影像，其

PS-InSAR成果可以有效的針對結構體觀察其時

間序列的變化量，進而掌握其變化趨勢以及變

化量，做為後續評估之考量。

二、花蓮山區電塔案例

花蓮山區電塔實作案例使用之影像為ALOS-

PALSAR，解析度為7公尺，雷達波段為L波段。

影像時間從2007年1月12日至2011年3月10日，

共使用19張影像，軌道方向為升軌（由南至北

掃描）。

圖6為花蓮山區電塔實作案例之PS-InSAR

成果，其成果為衛星視線方向年均變化速度，

正值同樣代表變化量向衛星靠近（地表向上隆

起）；而負值同樣代表變化量遠離衛星（地表

向下沉陷）。圖中的白色點位為花蓮山區電塔

位置。從圖6中可以觀察到整體而言，電塔周

邊似乎並無明顯的地表變化趨勢，大部分的永

久散射體年均變化速度皆在10公厘到-10公厘之

間。然而，為瞭解個別電塔的變化情形，仍挑

選六座電塔觀察其時間序列的變化量，如圖6中

的紅圈所示，從西至東分別為電塔編號#171至

#176。

由圖7可以觀察到電塔#171及電塔#172呈

現沉陷趨勢，4年累積之變化量已經將近-200公

厘，值得注意。由圖8可以觀察到電塔#173及電

塔#174無顯著變形趨勢，時間序列之變化量較

為平穩，累積變化量皆在40公厘到-40公厘及0

至-70公厘之間。由圖9可以觀察到電塔#175及

電塔#176同樣呈現沉陷趨勢，4年累積之變化

量將近-100至-120公厘，雖然沉陷情況較電塔

#171及電塔#172不顯著，但仍值得持續關注其

後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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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花蓮山區電塔PS-InSAR衛星視線方向年均變化速度成果

圖7 花蓮山區電塔#171及電塔#172之時間序列累積變化量

圖8 花蓮山區電塔#175及電塔#176之時間序列累積變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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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花蓮山區電塔#175及電塔#176之時間序列累積變化量

圖10 圓山橋PS-InSAR衛星視線方向年均變化速度成果

三、國道一號圓山橋案例

圓山橋實作案例使用之影像為Sentinel-1，

解析度為20公尺，雷達波段為C波段，軌道方向

為降軌。影像時間從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

共使用43張影像。圖10為圓山橋實作案例之PS-

InSAR成果，其成果為衛星視線方向年均變化速

度，正值代表變化量向衛星靠近（地表向上隆

起）；而負值代表變化量遠離衛星（地表向下

沉陷）。從圖10中可以觀察到圓山橋實作案例

中，無明顯的地表變化趨勢，大部分的永久散

射體年均變化速度皆在5公厘到-5公厘之間。本

文之重點為工程結構體之形變分析，因此針對

圓山橋結構體的部分挑選六處(編號A~F)觀察PS-

InSAR成果時間序列的變化量，其成果如圖11至

圖13所示。

由圖11可以觀察到觀測處A及觀測處B無顯

著變形趨勢，觀測處A取二PS點之平均值，觀測

處B同樣取二PS點之平均值。兩處時間序列之累

積變化量約在10公厘到-10公厘之間。  

由圖12可以觀察到觀測處C及觀測處D同樣

無顯著變形趨勢，觀測處C為單一PS點之值，觀

測處D取二PS點之平均值。觀測處C之累積變化

量約在5公厘到-20公厘之間變化，觀測處D之累

積變化量約在15公厘到-5公厘之間變化。由圖

13可以觀察到觀測處E及觀測處F同樣無顯著變

形趨勢，觀測處E為單一PS點之值，觀測處F取

二PS點之平均值。時間序列之累積變化量約在

10公厘到-10公厘之間變化。

檢視圓山橋實作案例成果，可以發現六處

觀測處皆無顯著變形趨勢，但受影像解析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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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圓山橋觀測處A及觀測處B之時間序列累積變化量

圖12 圓山橋觀測處C及觀測處D之時間序列累積變化量

素，觀測處僅能初步判定為橋面，無法確定鉸

接處之變形，其橋面變形可能已達穩定狀態，

未來可與高速公路局地面監測成果做進一步之

比對。除此之外，Sentinel-1影像為開放資料，

使用影像毋須額外費用，且影像數量充足，可

以提供較佳之時間解析度，但其空間解析度較

低，所以於橋梁結構體上獲得的觀測數較為有

限，若期望於結構體上獲得較多之觀測數，未

來可以進一步考慮使用解析度較高之X波段影

像，較有機會判斷鉸接處之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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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本文使用衛載雷達影像，並採用PS-InSAR

技術進行三個工程結構體變形(沉陷)分析，展現

雷達遙測技術應用於高鐵、廠房、電塔、及橋

梁等工程結構物監測之能力。綜合上文所述，

簡單歸納數點結論及未來建議如下：

一、 InSAR技術運用於結構體變形分析，可以藉

由時間序列之累積變化量掌握結構體變形

之趨勢。

二、 利用InSAR技術進行結構體變形分析，可以

發揮遙測技術之優勢，相對於實地監測，

其成本較低、涵蓋範圍較大且監測點密度

通常較高。

三、 若監測目標為如案例二位於不易到達之區

域之花蓮山區電塔，利用InSAR技術可以克

服交通不便的困難。

四、 圓山橋為東西向的橋梁結構體，因衛星軌

道及雷達波之特性，相較於南北向的高鐵

雲林段，較不利於雷達衛星之觀測。針對

東西向的結構體，建議未來可以嘗試使用

不同波段或是不同解析度之影像，或者利

用新一代雷達衛星的Spotlight取像模式，以

獲得較佳之成果。

五、 為推廣InSAR技術應用於橋梁等結構體之長

期監測，建議於既有及新建橋梁設置高反

射強度之金屬角反射器，以提供良好的雷

達反射訊號，以利在較長的時序中進行有

效率的分析。

六、 政府或是相關單位可統合資源，定期下載

或購置衛載雷達影像，建置影像資料庫並

進行長期監測分析，一旦發現有變形趨勢

之位置，再搭配其它地面監測技術進行驗

證及採取改善措施，以確保公共工程結構

之安全。

圖13 圓山橋觀測處E及觀測處F之時間序列累積變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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