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6 期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信 息 科 学 版 Vol.26 No.6
2001年 12 月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Dec.2001

文章编号:1000_050X(2001)06_0500_04 文献标识码:A

多面函数拟合法及其在建立中国地壳平面

运动速度场模型中的应用研究

刘经南1 　施　闯2 　姚宜斌3 　陶本藻3

(1　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 ,武汉市珞珈山 , 430072)

(2　武汉大学 GPS 工程研究中心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3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基于现有的 GPS 观测值 ,将多面函数拟合法用于速度场模型的建立 ,得到了目前中国覆盖范围最广 、

分布最均匀 、有实用价值的中国地壳平面运动整体速度场图像和 NNR_NUVEL1A 全球板块运动模型下的平

面运动速度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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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2年以来 ,我国先后建立了多个大尺度

的高精度 GPS地壳形变监测网 ,包括国家高精度

GPS A级网 、中国地壳运动 GPS 监测网 、青藏高

原地壳形变监测网 、华北网 、东南沿海 GPS网 、新

疆网等 。对这些存在多期观测的 GPS 观测资料

进行统一处理 ,可以得到统一框架下的我国地壳

运动的测站速度场。但由于具有高精度多期重复

观测的 GPS 点数量有限 ,且很多 GPS 网的布设

是为了某一特殊目的(例如有些 GPS网沿着断裂

带布设),因此 ,全国范围的 GPS 网点数目有限且

分布不均匀。这样通过实测 GPS 网点所反映的

中国地壳运动图像是不完整的 ,它不能满足某些

区域形变分析的需要。基于这样的原因 ,有必要

利用现有的 GPS 观测值 ,建立一个分布均匀 、有

实用价值的中国地壳运动整体速度场模型。

目前常用的地壳运动整体速度场模型的建立

有计算欧拉矢量法和拟合法两种方法。利用计算

欧拉矢量的方法建立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具有地

学的意义 ,但其成立的前提是块体为刚性体。如果

块体内部具有弹性特性 ,其形变就不能通过欧拉矢

量表示出来 。显然 ,中国大陆不可能作为一个刚性

整体进行计算 ,必须对块体进行细分 。目前块体划

分模型有很多 ,常用的有 6块和 21块两种块体划

分模型 ,但这种划分是依据断裂带的 ,它不能保证

每一小块内部都是刚性的 ,而且多种块体划分模型

的存在说明对如何合理地划分块体本身存在争议 。

本文认为 ,虽然块体边界之间的非连续性是绝

对的 ,但在一定的需要下 ,可以当作连续面来考虑。

而拟合的方法对块体的刚弹性没有要求 ,因而也无

需细分块体 ,这就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1　多面函数拟合法

美国人Hardy 于 1977 年提出多面函数拟合

法 ,并将其用于地壳垂直形变分析。该方法基于

下述观点:任何一个圆滑的数学表面总可用一系

列的有规则的数学表面的总和以任意精度逼近。

任意一个数学表面上点(x , y)处的速率 v(x , y)

可表达成:

v(x , y)= ∑
u

j=1

αjQ(x , y ;xj , yj) (1)

式中 , Q(x , y ;xj , yj)为核函数;u 为所取结点的

个数;αj(j =1 ,2 , …, u)为待估参数 。

核函数 Q(x , y ;xj , yj)在理论上可以任意选

择 ,但在地壳形变分析中一般采用如下的正双曲

面函数:

Q(x , y ;xj , y j)=　　　　　　　　　　

(x - xj)
2 +(y -yj)

2 +δ2 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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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δ2为光滑因子 ,其值最好根据实际数据研

究确定 。通常 δ可取一小正数或零 , β取 1/2 、1 、

-1/2等。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多面函数拟合法多用于

高程速率面的拟合和地壳垂直形变分析 ,迄今为

止尚没有用于平面速率面的拟合。这主要是因为

多面函数拟合法只可以进行一维的拟合 ,且许多

人误认为利用多面函数拟合法时要求因变量(如

点位坐标)所在的面和自变量(如速率)是正交的 ,

因而限制了多面函数拟合法的应用 。

　　考虑到平面速率总可以分解为 N 、E 方向上

的速率之和 ,分解后的速率是一维的 ,而且分解后

的N 、E方向上的速率与高程的速率在几何解释

上是一致的 ,如果多面函数拟合法不特别要求因

变量(如点位坐标)所在的面和自变量(如速率)是

正交的 ,则可以对 N 、E方向上的速率利用多面函

数拟合法分别进行处理 ,然后进行叠加 ,则可得平

面速度场 。

基于这样的思路 ,笔者利用多面函数拟合法

对现有的实测 GPS 数据进行处理 ,建立了中国地

壳平面运动整体速度场模型。

2　多面函数拟合法在建立中国地壳
平面运动整体速度场模型中的应

用

　　为建立中国地壳运动整体速度场模型 ,笔者

收集了自 1992年以来 ,我国先后建立的多个大尺

度的高精度 GPS 地壳形变监测网的数据 ,对这些

存在多期观测的 GPS 观测资料进行统一处理 ,可

以得到统一框架下的我国地壳运动的概括速度

场。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在中国大陆布设

了 1 000个 GPS 网点 ,其中连续观测的基准站有

25个(含 5个 IGS站)。基准站从 1999年起正式

工作 ,由于连续观测时间长 ,故观测精度很高 ,可

作为计算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的控制速度。另

外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还有 56个定期观

测的基本站 ,在基本站上采用 ASHTECH Z12接

收机和扼流圈天线 ,每站 24h时段一般 4 ～ 10个 ,

因此数据质量很高 ,其结果也可以作为计算地壳

运动速度场模型的控制速度。通过对国家高精度

GPS A级网 、青藏高原地壳形变监测网 、华北网 、

东南沿海 GPS 网 、新疆网等多网 、多期的观测数

据在 ITRF 框架 、相应的观测瞬时历元下进行统

一的平差处理 ,得到了每一个点在 ITRF 框架下

的速度 。对于同一个点由于多网 、多期的原因存

在多个速度的情况 ,顾及其精度的不同 ,进行了严

密的平差处理 。另外由于要建立的是整个块体的

速度场 ,对于其中的平面和高程方向的离群值和

峰值 ,我们认为其不能代表块体的整体运动属性 ,

不纳入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的计算 。经统一处理

后得到 387个有效的速度 ,并把这 387 个速度也

作为计算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的控制速度。这样

我们根据所能得到的资料 ,将所采用的 468点(分

布在北纬 10°～ 60°、东经 70°～ 140°之间)的速度

作为计算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的起算数据。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 ,故用多面函数拟合时的点

位坐标用大地坐标(b , l)来表示 ,则拟合模型为:

v(b , l)= ∑
u

j=1
αjQ(b , l ;bj , lj) (3)

式中 , v(b , l)为 N 方向或者 E方向上的速率 。

相应的核函数仍然选用正双曲面函数:

Q(b , l ;bj , lj)= (b -bj)
2 +(l -l j)

2 +δ2 β

(4)

　　由于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的 25个(含

5个 IGS站)基准站和 56个基本站的速率精度较

高且点位分布较均匀 ,因此可作为多面函数拟合

时的结点 。

中国区域有468个已知点 ,则 v 为 468×1向

量 ,选择了 81个结点 ,其坐标为(bj , l j), j =1 ,2 ,

…,81 , Q 为 468 ×81矩阵 ,待定参数 α为 81 ×1

向量 。则式(3)可表示为:

　　　　 v
468×1

=Qα (5)

即

v 1(b1 , l 1)

v 2(b2 , l 2)

　　　…

v 468(b468 , l 468)

=

Q(b1 , l 1 ;bj 1 , lj 1) … Q(b1 , l 1 ;bj 81 , lj 81)

… …

Q(b468 , l 468 ;bj 1 , lj 1) … Q(b468 , l 468 ;bj 81 , lj 81

α1

α2

…

α81

(6)

式中 , bj 1 , l j1 ;…;bj 81 , lj 81为 81个结点坐标。对

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 ,经反复演算 ,光滑因子 δ2

为 0.01 , β为 1/2较合适 。

此时可组成误差方程:

Vv =Qα-v (7)

顾及速率的精度 ,在平差准则 Vv
T
PvVv =min下

求解:

α=(QT
PvQ)

-1
Q

T
Pvv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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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权中误差为:

σo =
V

T
vPvVv

n -t
=

V
T
vPvVv

468 -81
(9)

待估参数的协因数为:

Qαα=(QT
PvQ)

-1 (10)

　　在求出待估参数后 ,可利用式(3)对未知点进

行预测 ,其预测值的方差为:

σ2v = ∑
u

j =1
σ2αQ

2(b , l ;bj , lj) (11)

在计算回归参数的过程中 ,对 81个结点的标准化

残差(ωi =
v i

σv
i

)进行分析 ,它们都小于一定的限值 ,

因此可认为 81个结点的速率不存在粗差 ,整体回

归方程不会受到结点误差的过度影响。

可用 F 检验来检验整体回归效果的显著性。

构造统计量:

F =

QR

σ2
m

Qε

σ2
(n -m -1)

=
QR/m

Qε/(n -m -1)

～ F(m , n -m -1) (12)

用自由度 m =81和 n -m -1=386的 F 变量作

F 检验 ,对于原假设:

H0 :α1 =α2 =… =α81 =0

在显著性水平 α=0.05下 , F 检验结果表明 ,用

多面函数法建立中国地壳平面运动整体速度场模

型的总体回归效果是显著的。

3　利用速度场模型归算全国的平面
地壳运动速度场图像

　　采用上文所建立的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归算

全国 1°×1°的格网点速度 ,得到中国大陆的平面

整体运动图像如图 1所示 。

根据图 1可以对我国大陆块体运动趋势有一

个整体的把握 。总体而言 ,中国大陆向东运移的

趋势比较明显 ,整体有一个由东北到正东 ,再到东

南顺时针旋转的趋势 。但同时中国大陆地块运动

显示了东西部之间差异的特征 ,西部显示出总体

向东北方向运移的趋势 ,而东部则显示向东南方

向蠕散的特征 ,东西部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向

东运动的过渡带 ,其平面运动速率大致在 30mm/

a～ 50mm/a。

图 1　全国 1°×1°的格网点平面运动速度场图像

Fig.1　Planar Speed Field Image of China(1°×1°)

　　考虑到地壳形变和板内构造运动都是在一定

的板块的背景运动中产生的 ,可以用 NNR_NUV-

EL1A全球板块运动模型作为地壳形变和板内构

造运动的背景场 ,分析 NNR_NUVEL1A 全球板

块运动模型下中国地壳运动的平面速度场。得到

的中国大陆相对于 NNR_NUVEL1A 全球板块运

动模型的平面运动图像如图 2所示 。

502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1 年



图 2　NNR_NUVEL1A全球板块运动模型下全国 1°×1°的格网点平面运动速度场图像

Fig.2　Planar Speed Field Image of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NR_NUVEL1A Model 1°×1°

　　从图 2可知 ,中国大陆块体的绝对运动主要

发生在西南区域 ,其中喜马拉雅 、拉萨块体北向运

动趋势非常明显 ,而在羌塘 、川滇 、滇西块体有明

显的顺时针旋转 。在羌塘块体的东部以东向运动

为主 ,逐渐顺时针过渡;在川滇块体以东南运动为

主 ,到滇西块体则以西南运动为主 ,其大小约(10

～ 25)mm/a ,是比较明显的活动变形带;而其他区

域的绝对运动不明显 ,大都在 10mm/a以内。

从力源上分析 ,在中国大陆的西南侧 ,主要受

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的推挤力。在中国东部 ,由于

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和日本海的弧形扩

张 ,相当于施加了一个西向的推挤力 。在中国大陆

的北侧 ,欧亚板块对中国大陆的北向位移存在阻

力。

本文通过实测 GPS的结果建立了完全基于空

间实测结果的中国 1°×1°地壳平面运动速度场图

像和NNR-NUVEL1A全球板块运动模型下中国

1°×1°地壳平面运动速度场图像。该平面速度场模

型覆盖范围广 ,分布均匀 ,对目前GPS未涉及区域

的形变研究提供了有一定实用价值的先验信息。

这将为中国大陆块体的动态运动场及其动力学机

制和区域形变监测的进一步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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