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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月周期极移的非线性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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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滞弹性阻尼形变摄动造成 CW频率调制假设出发 ,对 CW 的共振激发模型加上了参数的时变调制 ,

变成了参数共振模型。经正演计算发现 ,参数共振模型完全符合 CW 的实际 , 表明滞弹性阻尼形变摄动造成

频率的 3%调制 , 进一步使得 CW振幅调制可达 70%以上。这一参数共振模型是一个非线性动力系统 ,在非

线性情况下 ,运动将发生分岔 , 即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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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极移在周年项的基础上也有半周年项 ,

半周年项的激发有其地球物理背景 。王文均

(1999)用在 CW 二次共振激发方程中增加高次

项的方法 ,求解 CW 的理论解。在得到符合实际

的主周期解的基础上 ,得到两个不稳定的分岔解:

①7个月周期 ,其不稳定振幅约为 9.4mas;②两

倍 CW 周期解 ,其不稳定振幅约为 1.8mas。因

此 ,不稳定的周期解是观测不到的 ,所以用在共振

激发方程中捡回高次项的方法并不能得到合理的

分岔解 。王文均(1999)已将 CW 的共振激发方

程改进为非线性参变方程 ,在参数共振的情况下 ,

得到了考虑滞弹性的 CW 结果 ,与实测值比较发

现是符合实际的 ,因而求解分岔解时应运用非线

性参数共振方程 。

Chao(1983)在对极移作调和分析时发现了 7

个月周期极移;Hopfner 等(1983)对 7 个月周期

极移也作过分析;Kosek &Ko taczek(1997)在对

极移数据作谱分析时 ,得到极移中 7 个月周期的

振荡明显存在 ,大约在 10mas左右 ,且随时间波

动。接着在对大气激发函数进行同样的谱分析

时 ,得到 7个月周期的振荡也很明显 ,也随时间波

动。因此得到的结论是 , 7 个月周期极移是大气

中 7个月周期的振荡激发的。但是 ,大气中 7个

月周期振荡的起因并未找到 ,检查上述工作时发

现 ,大气中 7个月周期的振荡幅度在赤道处约为

1 ×10-8 rad , 这一角动量约相当于极位移

2.06 mas。与 7个月周期极移的振幅对比可以发

现 ,大气中 7个月周期的振荡幅度远小于 7个月

周期极移的振幅。据此推断 , 7 个月周期极移的

激发很可能不是来自大气中 7 个月周期的振荡 ,

因为后者的幅度比前者的幅度小 。相反 ,大气中

7个月周期的振荡很可能是 7个月周期极移的离

心力引起的 , 7个月周期极移与大气的角动量交

换 ,使得大气中有 7个月周期的振荡。

1　共振激发模型

IERS 极移数据中给出的 CW 坐标(X , Y)应

满足非刚体自转方程:

X′/σ+Y = Χ2 , Y′/σ-X =-Χ1 (1)

如考虑线性阻尼衰减 ,可在方程式中加上阻尼项 ,

阻尼衰减指数 λ>0。则式(1)变为:

X′+λX +σY =σΧ2 , Y′+λY -σX =-σΧ1

(2)

　　将上述方程式中的 X 、Y 分离成单独的二阶

非齐次方程 ,得:

X″+2λX′+σ2cX = AXσcos(Ψt +β)

Y″+2λY′+σ
2
cY = A Yσcos(Ψt +β)

(3)

式中 , σc = σ2+λ2 。方程式右边只考虑了周年

激发函数 。

　　解上述方程可得:

X =AX e
-λt

cos(σct +Υ)+acos(Ψt +δ)

(4)

式中 , AX 是CW振幅 X方向分量的幅度 ;σc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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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频率;Υ是 CW 初相位。共振对 CW 补充能

量 ,产生新的 CW 振幅 a 、频率 ω和相位延滞δ,

这里 δ<0 为相位延滞 ,频率 ω可由相位延滞δ

算出 。a 和δ可解出为:

a =
AXσ

(Ψ2 -σ2)2 +4λ2Ψ2

tanδ=2λΨ/(Ψ
2
-σ

2
) (5)

为计算方便 ,常取正相位延滞 δ′=180°+δ,因

tan(180°+δ)=tanδ,故不影响计算结果。类似

地 ,CW的位置坐标 Y 也可以解出 。

式(4)的前一项是自由摆动 ,由于 λ>0而不

断衰减 。后一项是强迫作用的结果 ,在前一项不

断衰减时 ,它取而代之成为 CW 振幅。实际上 ,

式(3)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解 ,只有一种解符

合CW 实际 。

1)当非齐次项的频率 Ψ与自由摆动频率σ

相差充分大时 ,方程有非共振解。这时 ,用微分方

程中常见的常数变异法或特解形式设定的待定系

数法 ,即可得到形如式(4)的解 。但是 ,解的频率

是激发项的频率 ,即式(3)右边的频率。又激发频

率实际是周年的 ,这种情形的解 CW 的固有频率

因衰减而消失 ,最终只有周年频率存在 ,这显然不

符合 CW实际。

2)当 Ψ与σ十分接近时 , 出现强共振解 ,

式(5)中第二式分母充分小 , δ接近-90°,容易由

相位延滞 δ与频率 ω的关系 1/ ω=1+(180°+

δ)/360°得到 ,摆动频率变为 0.8cpy 。而且 ,共振

会使得摆动振幅变得充分大 ,这时 CW 的振幅应

该达到赤道甚至出现极点翻转 。显然 ,这也不是

现在地球极移的真实情况 。

3)当 Ψ≈1cpy , σ≈0.84cpy 时 , Ψ与σ相差

近20%,既不相差充分大又不十分接近 ,但是依

照非线性动力学理论 ,系统仍能产生共振 。为与

δ≈σ情形的共振区别 ,一般称为弱共振或非线性

共振 。以往没有注意到弱共振 ,因而认为式(2)只

是非线性的 。王文均(1999)由式(2)中第二式算

得衰减指数 λ=0.042 48cpy ,相位延滞 δ′=62°,

即有延滞相位 δ=-118°,这就是 CW 与周年激

发函数比较的相位。

2　参数共振

图 1为用参数共振模型得到的 CW 振幅与

IERS 数据中 W 振幅的比较 ,可见模型结果除有

因周年激发的类似波动外 ,基本与实际符合 。据

以上共振激发模型 ,用 IERS 极移数据对 CW 参

数进行反演发现 ,滞后相位-118°, Q 值为 48 ～

50 ,与实际略有差异 。因为共振激发模型中衰减

指数为不变常数 ,未考虑到滞弹性的动态影响。

观察 IERS极移数据计算得到的 CW 频率(图 2

为CW 频率时间序列的调制情形)可以发现 ,CW

频率平稳但不稳定 ,停留在固有频率处的概率为

零。使用统计学的语言可以认为 , CW 频率以概

率1平稳 ,然而由于回归的相关系数仅0.08 ,CW

频率又以概率 0稳定在固有值上。CW 频率的这

种频率调制很可能有更深的地球物理背景 ,不会

有这么大的随机因素 ,因此 ,可以认为 CW 频率

是摄动的。由此 ,对共振激发模型进行非线性改

进 ,根据 CW 的频率特征 ,将式(4)中弹性参数 σc

设为时变的。同时 ,阻尼参数 λ=σc/(2Q)也设

为时变的 。这样 ,方程(4)有变参数为:

λ(t)=λ+λ0cos(ω0 t)

σ(t)=σc +Δcos(ω0 t)
(6)

式中 , σc 为 CW 平均频率;Δ为频率调制水平。

对此参变方程的分析可以看到 ,当参数的演化频

率 ω0与CW固有频率σc接近时 ,方程的解将具

图 1　CW振幅和理论模型振幅比较

F ig.1　Comparison of CW Amplitude and

Theoretical Result

图 2　CW 瞬时频率序列

Fig.2　T ime Series of 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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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参数共振的特性。由于滞弹性使 Love 数的摄

动约 3%, Δ也似应为σc 的 3%。根据观测结果 ,

可取 ω0=σc ±1/18.6(18.6是根据观测和对频率

时间序列的功率谱分析猜测得到的)。图 3 为

CW 频率的时间序列功率谱分析结果 ,在 18 ～ 20a

之间有一个峰值存在。为得到 CW 变化的极端

情形 ,计算时使用 ω0=σc -1/18.6=0.788 761 ,

这恰恰是 CW 的极端最小频率 , 在实际 ILS 和

IERS 极移数据中确实出现过 。

图 3　CW 频率序列的功率谱

Fig.3　Power Spectrum of CW Frequency

　　王文均(1999)对此 CW 的参数共振模型作

了两方面的计算分析 ,即反演和正演 。反演即用

参数共振模型和 IERS 数据计算 CW 的 Q 值。

结果发现 ,当阻尼参数从线性改为非线性时 ,得到

的CW的 Q 值增大为 63 ,与理论和实际结果基

本符合。这表明改进后的参变模型更加逼近 CW

的实际 。正演即对上述变参数解作参数共振模

型 ,以周年极移位移 X 、Y 作为周年激发函数 ,代

入式(4),可得 CW理论位移 ,转换成振幅最高可

达 250mas ,最低约 17mas。实际 IERS 极移数据

得到的 CW 振幅最高为 249.6mas , 最低为

20mas ,可见理论结果基本符合观测结果 。也就

是说 ,在参数共振非线性模型下 , CW 频率的 3%

频率改变 ,会造成 CW 振幅大于 70%的波动 。

3　非线性分岔

在式(7)的条件下求解式(3)具有形如式(4)

的解 ,王文均(1999)得到参数共振解为:

a =a0exp{F(θ, θ0)} (7)

式中 , a为位置(X ,Y)的幅值;相位 θ0由下式计算:

2θ0 =tan-1

1
ω0 +2

-
1

ω0 -2
1

ω0 +2
+

1
ω0 -2

sin(ω0π) (8)

由于 θ0 ∈(-π, -π/2),应有 2θ0 ∈(-
3
2
π, -

π)。计算得到位置 X 的幅值a0 =X 0 ,位置 Y 的

幅值可用同样公式计算 ,只需将下式 AX 改为 A Y

即可:

X 0 =
(2/π)AX cosθ0

4 σc -ω0 -d
(1)
2 sin(2θ0)-d

(2)
2 cos(2θ0)

(9)

式中 ,

d
(1)
2 =

1
ω0 +2

+ 1
ω0 -2

2λ0
π

sin(ω0π)+

ω0
2π
(1-cos(2ω0π))+O(10

-6
) (10)

d
(2)
2 =

1
ω0 +2

-
1
ω0 -2

2λ0
π(1 -cos(2ω0π))+

ω0
2π

sin(ω0π)+O(10
-6
) (11)

　　为求得非线性方程的分岔解 ,只要将式(10)

中的 θ0 换成 θ0±π/2即可。其中 ,取“ -”得到倍

周期解 ,即 CW的 2倍周期解 ,其振幅很小 ,并与

CW 重叠 ,不容易被观察到 ,这里不作计算。取

“ +”得到半周期 CW 的理论解 ,位移 X 、Y 的幅

值可在AX 取作周年极移X 、Y 幅值的情形得到。

图4为 CW频率与振幅的相依关系 ,显然 ,频幅相

依但并不单调 ,与非线性弱共振的钟型共振曲线

图 4　CW 频率与振幅的相关关系

F ig.4　Spectrum Density of CW Frequency and Amplitude

图 5　7 个月周期极移理论振幅

Fig.5　Amplitude of 7_month_period Polar Mo tion

完全一致 。图 5为周年极移作为假定的激发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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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亚周期 CW 振幅 , 平均为 12.65mas , 最大为

22.89mas ,最小为 5mas ,这与文献[ 1]的实测数据

分析基本一致。由于激发函数采用周年极移 , IERS

周年极移数据带有 Nyquist频率 ,因而得到的 7个

月周期极移理论波形也带有 Nyquist频率 ,这一点

也需等待更好的周年激发函数出现。图 1得到的

CW振幅也是这样 ,波形被 Nyquist频率调制 ,因而

没有与实际完全吻合 ,幅值符合得很好 。

4　解的稳定性

根据非线性动力学理论 ,只有满足稳定条件

的周期解才能被观察到。由于文献[ 2] 使用的模

型未考虑滞弹性的动态情形 ,不完全符合实际 ,因

此得到的分岔解不稳定 ,不能被观察到 。本文改

用了含非线性滞弹性阻尼的参数共振模型 ,得到

的解是稳定的 ,应该能被观测到。

实际上 ,亚周期 CW 解的稳定性条件见李骊

(1998),它应满足下列不等式:

λ
-
<

1
2
Δ
σc

2

σc 1 -
1
4
Δ
σc

2

-2 <
1
2
Δ
σc

2 (12)

按照不等式得到的稳定参数区域见图6。经检验 ,本

文的参数符合稳定条件 ,图中“×”处表示参数的中

心点 ,约在 δ=σc =0.84 , η=Δ/σc=0.05。

图 6　亚周期 CW 解的稳定条件

F ig.6　Stability Condition of Sub_CW

5　结　论

1)CW频率存在频率调制 ,调制周期估计约

为 18 ～ 20a ,调制水平约 2.9%。

2)CW 振幅调制可用滞弹性形变下的参数

共振非线性模型来解释 ,在上述频率调制水平 ,振

幅调制范围约 17 ～ 250mas , 与实际的 10 ～

249.6mas范围基本符合。

3)在上述参数共振非线性模型下 ,Chandler

摆动会分岔出稳定的亚周期 Chandler摆动或称 7

个月周期极移 。理论计算得到 7个月周期极移的

振幅最大为 22.89mas ,平均为 12.65mas。

4)笔者认为 ,大气中 7 个月周期振荡不是 7

个月周期极移的激发源 ,而是 7个月周期极移引

起大气中 7个月周期振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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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lar Motion of 7_month_period

WANG Wenj un
1

(1　Laboratory of Geophysical Dynamics Institute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154 Xudong Road ,Wuhan, China , 430077)

Abstract:Chao (1983)studied the 7_month_period wobble existing in polar motion.Hopfner and

Jochman(1984)discussed the so_called half_Chandler w obble.Kosek and Kotaszek att racted i ts

instable ampli tude as about ±10mas f rom the IERS polar motion data.They also att racted the os-

cillat ion of the 7_month_period f rom Atmospheric Excitation Function by spect rum analysis.So

they pointed out that the 7_month_period wobble should be excited by the 7_monthe_period oscilla-

tio n of Atmospheric Exci tation Function.However , the 7_month_period oscillation of Atmospheric

Excitation Function has an amplitude of about 1×10-8 rad around the equator.This angular mo-

mentum is properly about 2mas , quite less than the 7_month_period wobble.Whether i t is the 7_

month_period oscillation of Atmospheric Excitation Function that excites the 7_month_period wob-

ble , or vice versa? In this paper , the 7_month_period wobble is solved f rom the nonlinear dynamical

equation of polar motion int roduced by the autho r in 1999.

Starting w ith f requency modulation of Chandler wobble in the model developed by int roduc-

tio n of damping f rom visco_elastic deformation , the dynamical model of Chandler w obble becomes

as resonance model w ith time_dependent parameter.By evolution calculation , the parameter reso-

nance model is essentially identical with the reality of Chandler w obble.Observing the CW fre-

quency time IERS data i t can be seen that CW frequency time series states on the inherent value in

probability 0 other than is stationary on a mean in probability 1.This show s that there are some

unknown action modulating the CW frequency .By model analy sis , it can be seen that , if the f re-

quency of Chandler w obble is modulated about 3%by visco_elastic deformation , the amplitude of

Chandler wobble will be modulated higher than 70%.On the other hand , in the nonlinear dynami-

cal system of parameter resonance model ,bifurcation may occur , i.e.multiple solutions exist in the

parameter resonance model of Chandler wobble.One is the 7_month_period wobble and the other is

a mo tion of double period about 28 months.The 7_month_period w obble w ill be evidently observed

since the stability condition is sat isfied.The amplitude of the 7_month_period wobble is about

22.89 mas in maximum , and averages 12.65 mas.Furthermo re , the stability condition of the bi-

furcation solution is discussed.Only stable periodic solut ion can be observed.In this paper , sub_

Chandler of 7_month_period is obtained from the model.

Key words:Chandler w obble;7_month_period wobble;parameter resonance model;bifur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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