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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PS 资料采用非连续变形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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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近 10年来我国先后建立的多个大规模高精度 GPS 地壳形变监测网资料 , 科学合理地计算出各

GPS 站点的速度值。采用球面非连续变形分析(DDA)模型 , 以 GPS 观测得到的速度值为约束 , 拟合出了中国

大陆现今地壳运动的速度场。它不仅客观地描述了地壳运动的刚性成分 ,也客观地描述了块体内部的变形 ,

并且具有物理意义。该速度场模型较地质构造速度模型 、离散点速度模型 、刚体转动速度模型 、配置拟合速度

模型等有明显的优越性。

关键词:GPS;非连续变形分析(DDA);地壳运动速度场;中国大陆

中图法分类号:P228.42;P542

　　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国大陆地壳运动速度图像

是现代地壳运动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 ,对于相关

的地学研究以及正在进行的全国天文大地网与空

间大地网联合平差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丁国瑜等根据板内各块体的新构造变形和大

量活断层的位移资料给出了中国大陆地壳运动速

度场图像(丁国瑜等 , 1991)。但随着空间大地测

量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 GPS 技术在数千 km 范围

内达到了 10-9的相对精度 ,并且在中国大陆已测

定了相当数量的 GPS 站点的多期成果 ,可推算出

这些点的现今运动速度 ,这就必然提出了如何科

学地建立中国大陆现今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的问

题 ,以便为地质 、地震学 、地球物理学等研究服务 ,

并为建立和维持高精度大地测量基准框架提供必

要的保障 。刘经南 、朱文耀 、周硕愚等最早以离散

点的形式给出了 GPS 速度场结果 ,但是对于没有

GPS测站的区域仍然无法确定其地壳运动速度。

刘经南等把中国大陆各亚板块与全球大板块类

比 ,给出了刚体转动形式下的速度场模型 。这种

模型过于理想化 ,代表性较差(因为板内形变的量

级和整体运动量级相当),而且每个亚板块上还必

须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测点才会有解 ,使得部分地

区因缺少 GPS 测站而无法求得地壳运动速度。

此外 ,江在森等用配置法拟合地壳运动速度场 ,由

于其中的协方差函数难以准确获得 ,该方法求得

的速度场模型可靠性较差 。

在地壳中广泛存在着断层 、裂隙 、节理等纵向

不连续面 ,它们把地壳分为若干大小不等的构造

块体系统 。如果把每个构造块体视为具有常应力

和常应变且其边界适用于库仑摩擦定律的弹性

体 ,并认为构造块体的大位移和大应变是小位移

和小应变的逐步累加的结果 ,那么该地区的地壳

运动和变形就可以用球面非连续变形分析

(DDA)方法来模拟 。基于此 ,本文采用球面 DDA

数值模拟方法 ,把中国大陆置于一个非连续块体

力学系统之中 ,建立起与实际尽量符合的中国大

陆动力学模型 ,并以现有的 GPS 测站速度作为控

制约束 ,拟合出具有物理相关性的统一的中国大

陆速度场模型 。

1　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DDA)

非连续变形分析(discont inuous deformat ion

analysis , DDA)是石根华博士在1993年提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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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全新的数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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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变形分析以严格遵循

经典力学规则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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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特性常数以及块体接触的摩擦系数 、粘着

力和阻尼特征 , DDA 方法便可计算应力 、应变 、滑

动 、块体接触力和块体位移。

DDA 方法起源于岩石力学分析 ,如何科学有

效地把DDA方法用于大范围的地壳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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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适用性问题 。笔

者在文献[ 11] ～ 文献[ 13] 中已把 DDA 方法从平

面数值模型发展到适应于大范围地壳运动的球面

数值模型 ,并通过实践证明了其在研究中国大陆

地壳运动中的有效性 。

2　高精度 GPS 地壳形变监测网的

统一数据处理

　　近 10年来 ,我国先后建立了多个大规模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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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 地壳形变监测网 、华北地壳运动 GPS 监测

网 、东南沿海GPS 网 、新疆地壳运动 GPS监测网

等 ,得到了各单个块体或区域相对于 ITRF 框架

的运动速度图像(刘经南 ,1998;周硕愚 ,1998;邵

占英 , 1999)。然而这些 GPS 网分别由不同的单

位完成作业和数据分析处理 ,数据处理方法所采

用基准的不同 ,使各 GPS 网单独建立的地壳运动

速度图像不尽相同 ,从而影响到对 GPS观测资料

的充分利用和正确的地学解释 。

笔者利用上述 6 种不同规模高精度 GPS 地

壳监测网的资料 ,采用统一的方案进行了数据处

理 ,并进行了整体平差 ,归算到统一的 I TRF97坐

标框架基准 ,得到了中国目前较为完整的 、框架统

一的 GPS地壳运动速度图像。数据处理按以下

步骤实施 。

2.1　采用统一的基线解算方案解算单天解

基线解算软件采用 GAM IT Ver.9.74。卫

星星历和地球自转参数(EOP)采用观测瞬时历元

的 IGS综合精密星历 ,早期的观测数据采用瞬时

历元的CODE或 SIO精密星历;EOP 采用各精密

星历所对应的地球自转参数。地面基准站采用中

国及周边地区的 IGS 站 ,其坐标采用 IERS 所提

供的与瞬时历元精密星历相对应的 ITRF 框架下

的站坐标和站速度。

2.2　在统一的基准下进行各期会战网的平差

各期会战网基线解的坐标参考框架不尽相

同 ,加上不同时期观测条件 、作业方法 、观测时间

段以及 IGS基准站选取不同等因素的差异 ,将造

成各期会战网结果之间的系统性误差。为了消除

这种系统误差 ,将各期会战网的基线解在统一的

坐标框架基准下进行整体平差 ,并对系统误差采

用附加参数的方法加以估计。

平差软件采用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研制的

GPS网平差与形变分析软件 PowerADJ Ver.3.3。

平差基准站选取国内及周边地区的 IGS 站 ,并作

为固定坐标基准 。基准站坐标采取各 IGS 站在

ITRF97 框架下的站坐标和相应的站速度 ,然后

化算为各期会战网的观测瞬时历元的坐标。平差

模型采用附加尺度(SCL)和旋转(RX 、RY 、RZ)4

个未知系统误差参数的最小二乘平差法 。这里引

入旋转误差参数 ,既消除了网平差时的框架基准

与基线解算时的框架间的定向系统误差 ,也消除

了由于两者间可能采用了不同板块运动模型或速

度场引起的板块运动模型化误差 ,这一措施在一

定程度上也消除了起算点松弛度不准确的影响。

通过整体平差 ,将各期会战网的成果统一归

算到了 ITRF97 框架下 ,得到了该框架下中国大

陆各 GPS测点的速度。

2.3　各 GPS 监测网站点速度的统一与转换

由于通过各形变监测网确定的速度都统一到

了 ITRF97框架 ,由不同监测网确定的同一测站

速度的不一致主要是某些未能模型化的系统误差

和偶然误差引起的 ,因此可采用加权平均的近似

处理方法来确定这些测站的速度。

为了分析中国各主要块体相对于欧亚块体中

相对稳定的西伯利亚地区的运动速度 ,把 IT RF

97框架下的速度减去用 NNR-NUVEL1A模型

计算的站速度 ,便得到了区域变形速度图像(见

图 1)。

　　中国大陆是一个多块体组成的复杂地质构造

系统 ,随着中国地壳网络工程的进一步实施 ,可望

获得更多更密集的 GPS 复测数据 ,从而给出更为

客观的现今地壳运动图像 。

3　采用 DDA 模型确定中国大陆地

壳运动速度场

　　为了利用DDA模型确定中国大陆的地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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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大陆相对于欧亚板块的速度

Fig.1　The Velocity of China Continent Relative to Eurasia Continent

动速度场 ,首先建立该区域的块体系统 ,确定适当

的物性参数 ,然后在 GPS 站速度的约束下求定速

度场 。

3.1　块体的划分

为了合理确定中国大陆的构造变形及地壳运

动速度场 ,把研究区域尽量扩大 ,以充分考虑周边

块体对研究区域的影响。因此 ,研究区域范围取

为东经 60°～ 150°,北纬 15°～ 60°。

用 DDA方法进行数值模拟的第一步是建立

块体系统的初始几何结构 ,即依据不连续边界对

研究区域划分成若干个大小不等的块体 。依据文

献[ 5]和文献[ 6] ,将研究区域划分成 73个块体 ,

并且在北侧 、西侧和南侧设置了 4 个控制块体。

把这 4个控制块体固定 ,从而使得研究区域西侧

只能沿南北向运动(西向固定),北侧只能沿东西

向移动(北向固定),见图 2 。

3.2　参数的选取

1)物性参数。即扬氏模量 、泊松比以及密

度。DDA 分析模型中每个块体都设定为均匀 、各

向同性的线弹性体。为了既突出地质构造的影响

又顾及不同的物性结构产生的影响 ,对每个块体

设定一组参数 。依据中国大陆亚板块划分方案 ,

把研究区域的材料系数分成 8 种 ,各材料区的物

性参数列于表 1。地壳密度均选为 2 700kg/m
3
。

2)侵入判断系数。即判断是否侵入(进而施

加弹簧阻止侵入)的标准 ,本文在 1mm ～ 2mm 之

间取值。

3)摩擦系数 。对沿大板块边界划分的块体

图 2　中国大陆地区的块体划分

Fig.2　The Block Partitio n of Chinese Continent A rea

表 1　各材料区的物性参数值

Tab.1　Physical Parameter of the Blocks

材料号 材料区名 扬氏模量/GPa 泊松比

1 西藏块体 89 0.25

2 羌塘块体 85 0.25

3 柴达木块体 89 0.25

4 新疆亚板块 92 0.25

5 内蒙古亚板块 90 0.25

6 黑龙江亚板块 92 0.25

7 华北亚板块 87 0.25

8 华南亚板块 92 0.25

边界 ,摩擦系数取为 0.1;对于沿亚板块边界划分

的块体边界 ,摩擦系数取为 0.2;对于沿亚板块内

的活动断裂划分的块体边界 ,摩擦系数取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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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计算而引入的细化块体边界 ,设定摩擦系

数为 700。

4)侵入弹簧的刚度系数。为了保证计算结

果不受此刚度系数的影响 ,取其大小等于 50倍的

块体材料的扬氏模量 。

3.3　GPS 速度场的 DDA数值拟合

从中国大陆及邻近地区尽量均匀地选取 40

个GPS测站速度 ,作为 DDA数值模拟约束条件 ,

初步计算出中国大陆地壳运动速度场 , 见图 3。

图 3中 ,粗箭头表示 GPS 实测速度。按此模型计

算出其余 GPS观测点上的速度 ,并与观测值相比

较发现 ,几何平均差异值为 σφ=±6.3mm , σθ=

±5.1mm ,可以认为该速度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

与中国大陆地壳运动实际相符很好 。

图 3　以部分 GPS 点为约束的中国大陆地壳运动速度场

Fig.3　China Continent Crust Motion Velocity Field

Restrained by Partial GPS Points

　　最后 ,把上述多期 GPS 观测得到的速度一并

作为约束值 ,进一步拟合出最终的速度场模型 ,见

图 4。图中 ,粗箭头同样表示 GPS实测速度。

4　结　论

考虑到球面 DDA方法在模拟地壳运动方面

的优越性 ,利用本文建立的中国大陆数值模型 ,以

GPS观测得到的速度值作约束 ,拟合出了中国大

陆现今地壳运动的速度场 。它具有以下性质 。

1)物理相关性。该速度场模型是在客观建

立中国大陆地壳的DDA 力学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

实测的 GPS 站速度作为边界条件而求得的 ,具有

物理真实性。

2)连续性与分区性相统一。该速度场模型

不仅客观地描述了地壳运动的刚性成分 ,还客观

地描述了块体内部的变形 。研究区域的任何点都

可以通过该模型计算出速度值 ,即使在 GPS 测点

较少的地区 ,仍然能以较高的精度计算出速度值 ,

从而建立起真正的“速度场”。

因此 ,该速度场模型较地质构造速度模型 、离

散点速度模型 、刚体转动速度模型 、配置拟合速度

模型等有明显的优越性。

图 4　以全部 GPS 点为约束的中国大陆地壳运动速度场

Fig.4　China Continent Crust Motion Velocity Field

Restrained by All GPS Points

　　随着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的深入 ,将

获得更多 、更精确的 GPS测站速度 。对于上述球

面DDA数值分析系统 ,引入更多的速度约束数值

将会得到更加精确的速度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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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Crust Motion Velocity Field of China

by GPS Observations and Spherical DD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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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stablishing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velocity figure of the China Cont inent crust

motion is a basic w ork in recent crust motion research.In this paper ,using multi tudinous high pre-

cision GPS data of crust defo rmation surveying netw ork established in recent ten years in China ,

veloci ty of every GPS stat ion is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calculated.Then the China Continent

veloci ty field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spherical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sis(DDA)mod-

el.The velocity f ield does not only objectively describes the rigidity factor of the crust motion , but

also objectively characterizes the inner deformation of the continent.This velocity field model has

obvious superiority to the geologic st ructure velocity model , the discrete point value model , the

rigid_body ro tation velocity model and the collocation simulation veloc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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