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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壳运动整体速度场模型的建立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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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所能得到的 468 点的高精度 GPS 速度场 ,采用计算欧拉矢量法和多面函数拟合法分别在细分块

体和不细分块体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国地壳运动整体速度场模型 , 并对其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在对块

体介质刚弹性的认定不明确时 ,多面函数拟合法比计算欧拉矢量法更适合中国平面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的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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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2年以来 ,我国先后建立了多个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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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壳运

动的概括速度场[ 1 ,2] ;通过对中国地壳运动观测

网络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选定网内部的稳定点基

准而不是全球运动基准的前提下求解位移 ,可以

得到中国大陆现今地壳运动特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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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是沿着断裂带布设)。因此 , 全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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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模型的建立应该能对目前

GPS未涉及区域的形变监测提供有一定实用价

值的先验信息 ,能对重点形变区域的选择提供一

定的参考信息 ,也能为早期 GPS 网的重新整体平

差提供较高精度的测站速度改正。

目前常用的地壳运动整体速度场模型的建立

方法有经典的计算欧拉矢量法和拟合法两种 。如

果块体内部的已知形变数目较少 ,用计算欧拉矢

量的方法不能较细致地反映其形变特征 ,而拟合

的方法可以以任意精度逼近连续的和非连续性的

形变 ,相对于经典的计算欧拉矢量法 ,拟合的方法

对块体的刚弹性没有要求。目前拟合的方法很

多 ,有多项式拟合法 、双三次样条函数拟合法等 ,

但这些常规的拟合方法对已知点均匀分布的要求

较高 ,且外推的精度极差 。本文通过实际计算结

果显示 ,对于大范围的中国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

的建立而言 ,多面函数拟合法是一种相对较好的

模型建立方法 。

1　数据准备

为建立中国地壳运动整体速度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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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网络工程基准站(25点)。中国地壳运动

观测网络工程在中国大陆布设了 1 000 多个 GPS

网点 ,其中连续观测的基准站有 25 个(含 5 个

IGS站),可将其作为计算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的

控制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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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网络工程基本站(56点)。中国地壳运动

观测网络工程还有 56个定期观测的基本站 ,其数

据质量也很高 ,其结果也可以作为计算地壳运动

速度场模型的控制速度。网络工程基准站和基本

站的数据都经过了统一平差 ,归算到 ITRF97框

架 ,2000.0历元。

3)其他高精度 GPS 网点(387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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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RF 框架 、相应的观测瞬时历

元下进行了统一的平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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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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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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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计算速度场模型的控制速度都是

在 ITRF97框架下的 ,对应于地壳整体无旋转理

论建立的实测速度场 。

2　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的建立

地壳的整体形变是各块体运动的综合反映 ,

因此 ,正确划分块体对于正确地建立地壳运动速

度场模型就尤为重要。对于块体的划分 ,目前有

许多方案 ,比较常用的有划分为 6块(图 1)和 21

块 ,21块是在 6 块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而得到

的。由于实测的 GPS 点数有限 ,在 21 块的板块

划分模型下 ,部分块体上的 GPS 点数目不够 ,不

利于研究 ,因此 ,下面仅采用 6块的板块划分模型

和不细分块体两种方案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图 1　中国地壳块体划分(6 块)

Fig.1　Different Subdivisions of Chinese Continent

(Six Blocks)

2.1　用计算欧拉矢量法建立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

由于准噶尔块体的北部小块体和东北块体的

东部小块体的已知点很少 ,不便于单独计算欧拉

矢量 ,在实际的数据处理中 ,将其分别并入准噶尔

块体和胶辽块体进行处理 。在计算板块的欧拉运

动矢量之前 ,对已知点速度的稳定性进行检验(采

用标准化残差进行检验),不稳定点不参加板块欧

拉运动矢量计算 ,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

表 1　欧拉矢量计算值(约束 vn 、ve ,进行已知点稳定性检验)

Tab.1　Result Obtained by the Method of Euler Vecto r(Constrain v n , v e)

板块 φ/(°) λ/(°) Ψ/(106·(°)·a-1) 点数 稳定性检验剔除点

黑龙江亚板块 48.8 -106.0 0.267 14

华北亚板块 57.8 -109.2 0.297 112/ 4 HB69 、HB47 、T IAN 、H077

华南亚板块 51.1 -102.7 0.326 57/ 1 XM 78

新疆亚板块 8.8 -87.4 0.362 82/ 3 QM69 、PAXI 、SHAC

青_藏亚板块 -2.4 -85.4 0.664 190/ 2 NAGA 、GOLM

南海亚板块 25.8 -85.7 0.383 4

中国板块 31.7 -88.6 0.322 459/ 10

2.2　利用拟合的方法建立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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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成立的前提是所细

分的块体是刚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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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

在对各块体的形变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可用

拟合的方法建立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

由于已知点的 v x 、vy 、v z 不具有明显的规律

性 ,将其转换到站心坐标 vn 、ve 、v u ,然后对 N 、E

方向上的速度分别进行拟合。目前 ,拟合的方法

很多 ,有多项式速率面拟合 、多面函数法速率面拟

合等 ,本文采用多面函数法速率面拟合进行下一

步的研究 ,其所用数据见表 2。

由于网络工程的基准点和基本点分布较均

匀 ,且精度高 ,故网络工程的基准点和基本点作为

多面函数法速率面拟合中的结点 ,经反复演算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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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因子ε2=0.01 ,β =1/2 较合适 。在计算拟合参

数之前 ,同样对已知点速度的稳定性进行检验(采

用标准化残差进行检验),不稳定点不参加拟合参

数的求解 。
表 2　多曲面拟合所用数据情况

Tab.2　Data Used for Multi_quadric Equations Interpolation

板块 黑龙江亚板块 华北亚板块 华南亚板块(南海亚板块) 新疆亚板块 青_藏亚板块 中国板块

已知点 14 112 57+4 82 190 459

结点 10 17 12+2 11 29 81

稳定性检验剔除点 HB69(vn)

　　　　注:由于南海亚板块的已知点较少 ,故在利用多面函数法进行拟合时 ,将其与华南亚板块进行合并计算。

3　利用速度场模型归算全国 1°×1°
的地壳运动速度场图像

　　在将中国块体细分为 6 块的前提下 ,分别利

用求欧拉矢量法和多面函数法所建立的模型 ,可

归算全国的格网点速度场 ,得到中国大陆按块体

计算的平面整体运动图像如图 2(a)、图 2(b)所

示。

　　同样 ,可以在不细分块体的情况下 ,分别利用

求欧拉矢量法和多面函数法所建立的模型 ,归算

全国 1°×1°的格网点速度场 ,得到中国大陆一个

块体下的平面整体运动图像如图 3(a)、图 3(b)所

示。

(a)　模型通过计算欧拉矢量的方法建立　　　　　　　　　(b)　模型通过多面函数拟合的方法建立

图 2　利用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归算全国 1°×1°的格网点平面运动速率结果(6 块)

Fig.2　Speed Field Image Created by Speed Field Model(Six Blocks)

(a)　模型通过计算欧拉矢量的方法建立　　　　　　　　　　　　　(b)　模型通过多面函数拟合的方法建立

图 3　利用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归算全国 1°×1°的格网点平面运动速率结果(1 块)

Fig.3　Speed Field Image Created by Speed F ield Model(One Block)

　　从图 2 ～ 图 3可以对我国大陆块体运动趋势

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中国大陆地块运动显示了东

西部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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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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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向东方向运动的过

渡带。同时可以看出 ,所建立的全国 1°×1°的地

壳运动速度场图像在整体趋势上是一致的 ,各种

方法的个体特征反映得不明显 。

4　几种模型的分析比较

为比较几种模型方法的优劣和分析中国大陆

块体的绝对形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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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概略地用 NNR_NUVEL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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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种模型在 NNR_NUVEL1A 全球板块运动模型

下的绝对速度场 ,从而得到了中国大陆的整体相

对于 NNR_NUVEL1A全球板块运动模型的平面

运动图像如图 4(a)、4(b)和图 5(a)、5(b)所示。

　　从图 4(a)可看出 ,在青_藏块体 ,其起算数据

在东西两部分呈扇形张开 ,具有明显的弹性运动

特征 ,此时用计算欧拉矢量的方法建立地壳运动

模型归算的格网点速率结果与起算点的速率趋势

在大小和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主要表现

在青_藏块体的西部 ,实测速度场和由地质模型所

确定的速度场都是北西向的 ,而通过计算欧拉矢

量方法建立的速度场却是北东向的 ,通过计算欧

拉矢量法所建立的速度场不能体现出青_藏块体

东西向拉伸的地壳运动特征。另外 ,从图 5(a)可

以看出 ,在不细分块体的情况下 ,用计算欧拉矢

量的方法建立地壳运动模型归算的格网点速率结

(a)　模型通过计算欧拉矢量的方法建立　　　　　　　　　　(b)　模型通过多面函数法分块拟合的方法建立

图 4　NNR_NUVEL1A 全球板块运动模型下全国 1°×1°的格网点平面运动速率结果(6块)

Fig.4　Speed Field Image Under the Backg round of NNR_NUVEL1A Model Created by Speed Field Model(Six Blocks)

(a)　模型通过计算欧拉矢量的方法建立　　　　　　　　　　　(b)　模型通过多面函数法分块拟合的方法建立

图 5　NNR_NUVEL1A 全球板块运动模型下全国 1°×1°的格网点平面运动速率结果(1块)

Fig.5　Speed Field Im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NR_NUVEL1A Model Created by Speed Field Model(One Block)

果与起算点的速率趋势在大小和方向上差异更

大。这种差异在青_藏块体的西部和川滇菱形块

体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川滇菱形块体 ,应该存在一

个顺时针的旋转运动 ,如果不细分块体 ,利用计算

欧拉矢量的方法体现不出这种顺时针的旋转趋

势 ,但在 21块块体划分的基础上 ,把川滇菱形块

体作为一个单独的块体处理 ,此时利用计算欧拉

矢量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基本上可以体现这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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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从图 5(a)可以看出 ,如果不细分块体 ,利用

计算欧拉矢量的方法得到的中国大陆速度场大小

非常均匀 ,丝毫体现不出中国大陆地壳运动东西

部存在明显差异的特征。因此可以得出 ,对于利

用计算欧拉矢量法所建立的地壳运动模型方法而

言 ,细分块体可以尽可能地保存块体的刚性特征 ,

其计算结果比不细分块体的效果好 。因此 ,在对

块体介质刚弹性的认定不明确时 ,不宜用计算欧

拉矢量法建立地壳运动模型。

从图 4(b)和图 5(b)可以看出 ,用多面函数拟

合法建立地壳运动模型归算格网点速率结果与起

算点的速率趋势在大小和方向上比较一致 ,其归

算效果明显要比用计算欧拉矢量法所建立的地壳

运动模型好。青_藏块体的西部北西运动的趋势

和川滇菱形块体的顺时针运动的趋势都有明显的

体现 ,即使是不细分块体 ,用多面函数拟合法建立

的速度场也体现出了中国大陆地壳运动东西部存

在明显差异的特征。从图 5(b)可知 , 在 NNR_

NUVEL1A全球板块运动模型下 ,以东经 105°为

界 ,中国大陆地块运动同样显示了东西部之间存

在差异的特征 ,中国大陆块体的绝对运动主要发

生在南北地震带以西的西南区域 ,而在南北地震

带以东的中国东部区域 ,其变形较小 ,相对比较稳

定 ,这和地质学上的结论非常一致 。同时 ,多面函

数拟合法对块体介质的刚弹性不作要求 ,只需依

据地质模型简单划分块体 ,过度细分块体没有必

要 ,从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与其他的拟

合方法相比 ,在对物体细微特征的逼近上 ,多面函

数拟合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由此可得出结

论 ,多面函数拟合法比计算欧拉矢量法更适合于

中国平面地壳运动速度场模型的建立 ,对于多面

函数拟合法 ,没有必要过份细分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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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谢!

参　考　文　献

1　刘经南 ,施闯 ,许才军 , 等.利用局域复测 GPS 网研究

中国大陆块体现今地壳运动速度场.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 2001 , 26(3):189 ～ 195

2　刘经南 , 施闯 , 姚宜斌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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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 2001 , 26(6):500～ 503

3　顾国华 , 申旭辉 , 王　敏 , 等.中国大陆现今地壳水平

运动基本特征.地震学报 , 2001 , 23(4):362 ～ 369

4　丁国瑜 ,卢演俦.对我国现代板内运动状况的初步探

讨.科学通报 , 1986 , 18:1 412 ～ 1 415

5　孙付平.空间大地测量数据在地球动力学研究中的应

用:[ 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

学 , 1998

6　许才军 ,刘经南 , 晁定波 , 等.利用 GPS 资料研究华北

地块旋转运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 , 2000 , 24(1):

74 ～ 78

作者简介:刘经南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

事空间大地测量和地球动力学研究。代表成果:国家高精度 GPS

数据处理理论与方案;GPS卫星定位处理综合软件;WADGPS 数

据处理软件;青藏高原地壳运动与形变的GPS研究 ,等。

E_mail:jnliu@w tusm.edu.cn

Method for Establishing the Speed Field Model

of Crustal Movement in China

LIU Jingnan
1
　Y AO Y ibin

2
　SHI Chuang

3

(1　President ial Secretariate ,Wuhan Universi ty , Luojia Hill ,Wuhan , China ,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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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PS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C hina , 430079)

Abstract:In this paper , two different methods are used to establish the speed field model of crustal

movement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468 high precision GPS speeds by dif ferent subdivisions of

plate.The method of computing Euler vector is a classical method for deformation analy sis , but it

is just sui table fo r the rigid plate.For China cont inent block ,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a plate is

rigid or st retch , so the method of computing Euler vector is no t the best method to establish the

speed field model of crustal movement in China.Compared to the method of computing Euler vec_

tor , Interpolation is irrelative to the characterist ic of the plate , and it can impend over the continu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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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s deformat ion and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with freewill precision.For wide use , many inter-

polation methods have limitations.So the mult i_quadric equations interpolation is first used to es-

tablish a large_covered and valuable speed field model of crustal movement in China.The 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i t is a good method for this work.

By the crustal movement model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 the large_covered and valuable

crustal movement images(1°×1°)are achieved.These images are more complete and detailed than

previous one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NR_NUVEL1A model , China cont inent land mass

movement show 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 the w est and east by the borderline of 105°E ,besides

different movement velocity vectors in each area.In the east the trend is tow ards the east and

southeast ,while in the w est the t rend is moving tow ards the north and northeast.Generally speak-

ing , the mainly deformat ion occurrs in the w estern part of China.The w estern part of Qing_Zang

block moves northw estward by about 15_25 mm/a ,but the eastern part of Qing_Zang block moved

northeastw ard by about 25_35 mm/a.The western part of Xinjiang block moves northw ard by

about 5_10 mm/a ,but the eastern part of Xinjiang block moves mainly eastw ard by about 5 mm/

a.The area in Yunnan and east T ibet show s a significant clockwise tectonic rotation.The average

speed of the ro tation is about 15 mm/a and the rotation center is at 28°N and 97°E.The whole

movement of the w estern part of China is fanlike and the deformation speeds w eaken from south

to north.Unlike the w estern part of China , the de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is relative-

ly small and quite stable.The average deformation speed there is about 5 mm/a.

The crustal movement image show s that the no rthw ard pushing by the Indian plate is still

playing the dominant role in the crustal movement in the Chinese continent.Bo th the speed f ield

model and the crustal movement imag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can cause to study the dynamic

movement and dynamics mechanism of China continent blocks bet ter.

Key words:speed field model;Euler vector;multi_quadric equat ion interpolation;crust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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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测绘期刊全部被俄罗斯《文摘杂志》收录

继去年《Geo_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被俄罗斯《文摘杂志》收录后 ,今年

元月起 , 《测绘信息与工程》也开始被其收录 。加上原已收录的《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这样 ,武汉大学主办的所有测绘期刊均被国际著名六大检索系统

之一的俄罗斯《文摘杂志》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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