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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变形分析与现代地壳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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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介绍了非连续变形分析(DDA)方法的原理 、特点及适用范围 , 分析了 DDA方法较常用的有限元法的

优越性 ,进一步提出把现有平面 DDA 方程推广到球面 DDA 方程的基本思路 ,希望为在大范围内研究地壳运

动找到突破口 。在此基础上 ,结合目前我国地学研究的热点 , 提出了三类最具代表性的实际问题 , 应用 DDA

方法可以在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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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地壳运动研究的发展

现代地壳运动研究的对象包括大到全球板块

运动 ,小到局部活动断裂的运动。它研究地壳 、地

体 、断裂带等现实的运动规律 ,揭示地球整体的或

局部的演化规律 ,预测其运动演化趋势 ,进而作出

地质灾害预报 ,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因此 ,现代

地壳运动研究作为一项基础研究 ,一直受到世界

地学界的关注 。近几十年来 ,随着观测手段的不

断现代化 ,获取的数据越来越多 ,数据的时效性越

来越现时 ,数据处理手段越来越先进 ,使得这一研

究领域得到飞速发展 。国际上开展的“国际固体

地球动力学计划” 、“国际岩石圈计划” ,都把现代

地壳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国际合作极大

地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程 。我国国家科技部

组织的攀登计划项目“现代地壳运动与地球动力

学研究”已连续在“八五” 、“九五”期间给予资助 ,

在“青藏高原现今岩石圈变动与动力学研究” 、“全

球构造背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随着空间测量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 GPS 测量

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其所达到的高精度 、低成本 、高

效率 ,使其在现代地壳运动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 ,它能在 1km ～ 10 000km 的范围内工作 ,测量

精度高达 10-9(相对中误差)。通过设立常年

GPS跟踪站 ,几乎可以实时地测定地体的运动速

度。这些观测数据为地壳运动的深入研究提供了

可能。我国正在开展的科学工程“地壳运动观测

网络”主要就是依靠 GPS 技术。

对于采用现代测量手段获得的大量地壳运动

监测数据 ,如何分析研究 、进行深层次的加工 ,揭

示蕴涵的内部机理 ,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点 、难点

问题。本文正是瞄准这一点 ,提出采用非连续变

形数值分析方法 ,结合地壳运动观测数据 ,分析地

体运动的规律 ,进而为地球动力学研究奠定基础。

以往地学工作者也开展了广泛的地壳运动数

值模拟计算研究 ,最著名的有 Molnar 和 Tappon-

nier ,他们的数值分析研究都是基于刚体力学或

连续介质力学 ,应用有限元方法进行数值解算 ,把

介质看成近似均一的 ,模拟出连续的位移场 。事

实上 ,无论是大到全球(可分为数个大板块)还是

小到一块岩石(充满着节理),都是不连续的块体

系统 ,在变形运动过程中都是不连续的 。因此 ,采

用块体系统非连续变形数值分析方法来研究地壳

运动应更为贴切。

2　非连续变形分析(DDA)方法

模拟介质不连续缝的历史可追溯到 30年前

的Goodman 、Tay lo r和 Brekke等教授发展的节理

单元。对岩土裂缝的数值计算发展很快 ,并已在

岩石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Cundall介绍的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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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法现在被广泛应用于节理或块状岩石 。两者是

用虚拟力来调整滑动和阻止块体重叠的一种方

法 ,有时候可达到稳定 。1993 年 ,由石根华博士

发展的非连续变形分析是全新的数值方法。这种

方法用位移作为未知数 ,解平衡方程时则是用与

有限单元法中结构矩阵分析相同的方法 。非连续

变形分析严格遵循经典力学规则 ,它可用来分析

块体系统的力和位移的相互作用 ,对各块体允许

有位移 、变形和应变;对整个块体系统 ,允许滑动

和块体界面间张开或闭合 。如果知道每个块体的

几何形状 、荷载及材料特性常数 ,以及块体接触的

摩擦角 、粘着力和阻尼特征 , DDA即可计算应力 、

应变 、滑动 、块体接触力和块体位移 。

DDA 方法自提出以后已被应用到许多工程

领域。在国内 ,长江科学院与石根华博士合作研

究了三峡工程中的岩石稳定性问题以及清江隔河

岩水电工程的岩体稳定性问题 。在国际上 , DDA

方法已被美国陆军工程师团应用于军事工程的安

全坚固性分析。在日本 ,陈光齐博士用 DDA 数值

分析成功地解释了日本 Toyohama隧道坍塌的机

制。在DDA相关理论研究方面 ,石根华博士把数

学中的“数值流形”概念引入 DDA ,进一步发展成

为能满足更多工程要求的“数值流形方法”
[ 1]
。

陈光齐博士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高阶流

形方法”[ 2] 。在内部变形和块体边界处理的数值

实现方面 ,很多学者也做过改进工作。

2.1　DDA方法中块体的位移和变形

在DDA方法中 ,块体系统的大位移和大变形

是通过分步迭代计算的小位移和小变形累加来实

现的。由于每一步都是小位移 ,因此可以设每一

块体在每一步过程中具有常应力和常应变 ,块体

任一点(x , y)的位移(u , v)可用 6个位移不变量

来表示 ,即(u0 , v 0 , r0 , εx , εy , γxy),其中 ,(u0 , v 0)

是块体内特殊点(如块体的重心)(x 0 , y 0)的刚体

位移;r0 是块体绕转动中心(x 0 , y 0)的转动角(以

rad为单位);εx 、εy 、γxy是块体的法向应变和切向

应变 。

由此则可推导出:

u

v
=

1 0 -(y -y 0) (x - x 0) 0
y -y 0

2

0 1 (x -x 0) 0 (y -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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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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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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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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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证明上述位移函数是块体变形的全一阶近

似。

非连续变形分析的平衡方程式由总势能最小

化原理来建立 ,即由各种力和应力产生的总势能

∏=min来推导 ,则得到平衡方程式为:

　　　　　　 ∏/ dri=0 (2)

式中 , i 代表第i 个块体;dri是块体i 的位移变量;

r=1 、2 、3 、4 、5 、6 ,对应于上述 6个位移不变量。

方程式 ∏/ u 0=0 , ∏/ v 0=0 ,分别代表

作用于块体 x 、y 方向上所有荷载和接触力平衡。

方程式 ∏/ r0 =0代表作用于块体 i 上的所有

荷载和接触力的力矩平衡 。方程式 ∏/ εx =0 ,

 ∏/ εy=0 , ∏/ γxy =0代表沿 x 、y 方向块体 i

上的所有外力和应力的平衡。式(2)的系数由下

列微分求得:

　　
 2∏
 dri dsj

=0 , r 、s=1 ,2 , 3 ,4 , 5 ,6 (3)

上式中 ,当 i=j 时 ,则为块体 i 的系数元素 ,由块

体 i的材料特性和相关块体的相互作用决定 ,构

成 6×6阶对称阵 。当 i ≠j 时 ,则为块体系统中

块体 i 的相关联元素 ,即由块体 i 和块体 j 之间

的接触所决定 ,也构成 6×6阶阵。把块体系统中

所有自身的系数子阵和块体间的相关联子阵叠

加 ,则构成总体平衡方程式为:

K11 … K 1n

… …

Kn1 … Knn

D1

D2

…

Dn

=

F1

F2

…

Fn

(4)

式中 ,每个系数元素 K ij都是 6×6阶子矩阵;Di 、

Fi 是 6×1阶子矩阵 ,其中 Di 代表块体 i 的变形

变量(d1 i , d 2i , d3i , d 4i , d 5i , d6 i);Fi 是块体 i 上

分配给 6个变形变量的荷载 ,它可由下式求出 ,

　　
- ∏(0)
 dri

=0 , r=1 ,2 ,3 ,4 ,5 ,6

2.2　DDA方法中块体系统运动的处理

非连续变形分析发展了一种完善的运动学理

论 ,在块体没有被别的块体嵌入的加卸载条件下 ,

它可以计算出许多块体的大变形结果。非连续变

形方法用加约束弹簧的方式 ,克服了块体系统中

块体间的相互侵入问题。数学处理上通过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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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子矩阵” ,使严格的不等式成为线性方程系

统。

平衡方程式通过用加刚度很大的弹簧在一个

或两个方向上锁住块体的运动 。如两个块体在它

们之间有接触拉力 ,在锁定撤离后它们将被分开。

总方程式在选择锁定位置时必须反复求解。用此

方法 ,块体间即使有拉力和嵌入 ,仍可在极短时间

内正确选定锁定位置。此外 ,块体的接触力在非

连续变形分析中可精确计算。

DDA 的数学模型采用隐式算法 ,既考虑到静

力学又考虑到动力学 。时间步用于静力学和动力

学两者 ,惟一的差别是静力学计算假定每一时间

步开始速度为零 ,而动力学计算则保持前一时间

步的速度。在大变形情况下 ,DDA方法的每一步

由前一步形成的变形了的块体形状和位置开始 ,

而建立和求解的平衡方程式是针对当前块体的几

何形状和受力状态。

3　DDA 法与有限单元法的比较

　　DDA是与有限单元方法相平行的一种数值

分析方法。它解算的网格与有限单元类型相似 ,

但所有单元是被事先存在的不连续缝所包围的实

际隔离块体 ,这是非连续变形分析显著超过有限

元分析的优点。非连续变形分析在块体边界不是

连续体 ,形成网格单元的块体可以是任意条边的 ,

凸状形或非凸状形的 ,甚至可以是带孔的多接点

的多边形 。块体网格不要求块体顶点与另一块体

顶点相接触 ,而有限单元法限定只能用标准形状

的单元 ,且顶点相接 。此外 ,在 DDA方法中 ,当块

体接触时 ,库仑定律可用于接触面 ,而联立平衡方

程式是对每一荷载或时间增量来选择和求解的。

在有限单元法的情况下 ,未知数是所有节点的自

由度之和;在 DDA法的情况下 ,未知数是所有块

体的自由度之和 。从理论观点看 ,DDA 是有限单

元法的广义化。

虽然非连续变形分析类似于离散单元法 ,但

它是更接近于与有限单元法相平行的一种方法 ,

因为它是:①采用总势能最小化来建立平衡方程

式;②选择位移作为联立方程式的未知数;③把刚

度 、质量和荷载的子矩阵采用叠加的方式加到联

立方程的系数矩阵中去。

非连续变形分析的块体刚度矩阵比有限单元

分析的单元刚度矩阵更加简单 。该方法把接触块

体的位移锁定以及附加的杆单元应用到有限元分

析中去。

非连续变形分析的特点是:完全的运动学及

其数值可靠性 、完全一阶位移近似 、严格的平衡要

求 、正确的能量守恒和高计算效率。这一方法可

靠的原因是分析非常接近实际 ,力学现象的数学

和数值描述与块体运动相一致 。

在不连续情况中 ,大位移和大变形是更为复

杂和重要的问题 。当块体移动或变形时 ,新的块

体形状和位置将比在连续力学更为敏感的方式下

产生不同的块体接触和影响破坏模式。

4　DDA 在现代地壳运动中的应用
研究

4.1　理论模型研究

DDA 方法起源于岩石力学分析 ,如何科学有

效地把DDA方法用于地壳运动研究 ,这既是一个

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应用问题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

首先研究 DDA 的适用性问题。目前 , DDA 方法

还仅限于二维平面块体运动的方程 ,它能解决的

问题也仅限于较小范围的二维平面问题 ,而地壳

运动的范围可能大到整个板块乃至全球。因此 ,

首先必须把 DDA 方法从平面方程发展到适应于

大范围地壳运动的球面方程。通过长时间的探索

发现 ,可由下列途径实现:

1)建立球面上块体任一点的位移和位移不变

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从球坐标系位移与变形的基

本关系式出发 ,通过设定块体的全一阶近似表达

式 ,可以建立球面上的位移(u , v)与位移不变量

(u0 , v 0 , r0 , ε , εθ, γ θ)的函数关系。

2)在势能最小原理下建立球面上块体的联立

方程式 。分别求出弹性应力 、初始应力 、点荷载 、

体积荷载 、惯性力 、设定点位移等的势能表达式 ,

再通过微分解出系数子矩阵 ,叠加到联立方程式

中。

3)建立球面上由多个块体组成的块体系统运

动学方程。在联立方程式建立后 ,块体系统中块

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必须给以精确的数学描

述。首先是块体间不允许侵入 ,通过在边界上加

刚性弹簧可以在很高的精度上满足不侵入的问

题。刚性弹簧的添加需要通过块体边界的嵌入距

离来判定 ,由于在球面坐标系中计算侵入距离将

很复杂 ,为了使计算简便 、高效 ,可选用局部平面

投影坐标系 ,把球面问题转化为与平面相类似的

问题 。

4.2　应用研究

结合目前我国地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 DDA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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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以下领域大有作为:

1)应用非连续变形数值方法研究地质灾害

及其预报 。试验区选在长江三峡库区内的链子崖

危岩体。链子崖危岩体是由大量裂缝切割的分离

体 ,发育在长江右岸 ,底部有厚约 2 ～ 4m 煤层的

石灰岩顺斜向陡坡中 ,因煤层开挖和陡壁卸荷等

的形成 ,总体积 315万 m
3
,严重威胁航运 、经济建

设和居民安全。1964年发现后 ,许多单位进行过

勘察研究和变形监测 。防治工程包括煤层采空区

承重阻滑和其上危岩体锚固以及地表排水 、拦挡

块石入江和变形监测 。利用链子崖危岩体的地质

资料和长时间积累的变形观测资料 ,运用DDA方

法研究该危岩体的运动规律 ,对其进行预报 ,为从

根本上实现预防治理提供依据 。

2)应用非连续变形数值方法研究青藏高原

的地壳运动演化规律及其地球动力学机制。自早

第三纪印度大陆与亚洲大陆开始碰撞以来 ,据估

计 ,印度大陆深深地楔入亚洲大陆达2 000km ,青

藏高原在晚第三纪以来的强烈抬升无疑是这个碰

撞过程的产物 ,但两大陆汇聚的影响范围超出了

青藏高原之外 ,在更广的地域引起了新构造变形 ,

控制了大地貌的发育 。这种广度与深度的板内大

陆岩石圈变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因而吸引

了全世界地球科学家的极大关注 ,把对青藏高原

运动学与动力学的研究作为当今地球科学中的重

大问题来对待。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 500m ,又有

厚达 70多 km 的地壳 ,对这么一个大高原的成因

的解释可粗略归纳为 3种基本观点 ,即俯冲说 、压

缩说 、侧向挤出说。

现今以 GPS 测量技术为主的高精度观测数

据能在mm 级精度上监测青藏高原的现今运动情

况 ,其运动模式已初具轮廓 ,但对产生该运动的驱

动机制缺乏科学的解释 ,对其未来运动趋势和其

对周边地区的深层影响缺乏深入的研究。应用

DDA 方法可以在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数值模拟

青藏高原的力学机制和演化过程。

3)应用非连续变形数值方法研究中国块体运

动演化模式。自 1912年 Wegener创立大陆漂移

说 ,到 1962年Hess提出海底扩张学说 ,至1967 ～

1968年间板块构造学说的形成 ,进入 90年代 ,经

过 20多年的深入研究 ,板块构造学说已被大量的

科学事实所验证 ,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理论 。它的

核心内容是:岩石圈在侧向上可划分为若干大小

不一的板块 ,岩石圈板块横跨在地球表面上作大

规模水平运动 ,并且表现为刚性体。近年来的研

究表明 ,板块内部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形变 ,导致板

内地震及各种构造变动和岩浆活动 ,尤其是大陆

内部的那些小板块不能视为刚体。板块构造学说

起源于海洋 ,但对陆陆边界无法合理地解释 ,需要

寻求更合理的数学 、力学描述模式 , DDA 方法正

是弹塑性体最好的数值分析工具。中国处于印度

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双重作用之下 ,板内变形剧

烈 ,大地构造复杂。

我国已积累了大量高精度的地壳运动观测数

据 ,特别是“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实施以后 ,如

何根据已获得的数据研究我国块体运动的演化模

式 ,就成了当务之急 。DDA方法可以在此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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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sis and

Modern Crustal Movement

WANG Zem in
1

(1　School of Geodesy and Geomatics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C hina , 430079)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discont inuous deformat ion analysis (DDA), a

pow erful numerical method , to the simulation of crustal movement problems.The problems of

crustal movement contain the movement of large plates to small active faults.Usually , finite ele-

ment(FE)method is used to the simulation of crustal movement problems , but discontinuous

faults exist in plates and discontinuous medium exist in rocks.So traditional numerical methods

(especial fo r finite element method)are not efficient to simulate crustal movement.DDA method

is better than FE method.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principle of DDA method.After DDA method compared w ith FE

method , the advantage and limitation of DDA method discussed.

For efficiently using DDA method in the simulat ion of crustal movement , the idea of develop-

ing DDA method in 2D plane coordinate sy stem to a new DDA method in 2D spherical coordinate

sy stem is show n for the f irst time.

1)Establishing the function equation betw een displacement and its invariant of any point of

the blocks on the spherical surface.Based on the basic relation fo rmula of displacement and st rain

on the spherical coo rdinate system , the function equation of displacement(u , v)and i ts invariant

(u0 , v 0 , r0 , ε , εθ, γ θ)on the spherical surface can be set up.The linear approximately expres-

sion of deformation of blocks will be assumed.

2)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 equation of the blocks on spherical surface depending on the theo-

ry of Least Potent ial Energy.The potential energy expression will be separately resolved , including

the stiffness stress , initial st ress ,points loading , volume force , inert ial stress , f ixed displacement of

points etc.By differencing the equation , the coeff icient child matrix can be got , and then added to

the relation equation.

3)Establishing the kinematics equation of block system formed by a lot of blocks on the

spherical surface.A mathematic expression must be achieved to describe the relat ion between the

nearby blocks.The invasion is no t allow ed among the blocks.The problem of no invasion can be

w ell resolved in high precise through adding rigidity spring on the edge of blocks.The appending

of rigidity spring is judged by distance of invasion on the edge of the nearby blocks.The calcula-

tio n of distance invasion will be very complex on spherical coo rdinate system.In order to make the

calculation simple and highly efficient , local plane projection coordinate system is chose and the

problem of spherical surface becomes as easy as the situation of plane coordinate.

In the fourth part of the paper , focusing on researching region of geosciences , three kinds of

problem of crustal movement are mentioned , and a wo rking plan is show n.DDA method can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areas.

Key words: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 sis;crustal movement;finite el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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