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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GPS 位移和主应力方向观测资料进行

川滇地区边界力的联合反演研究

独知行
1　刘经南2

(1　武汉大学 GPS 工程研究中心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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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简要介绍了川滇地区的构造格局和构造运动特征的基础上 ,讨论了不同观测数据同时用于反演的

合理性和物理意义 ,利用 1998～ 2000年观测的 9个测点位移数据和 1986 年以前所测的 10 个主应力方向数

据 ,将边界力和相对权比 λ作为待反演参数 , 并考虑了主要活动断裂运动特性 , 进行了弹性有限元数值反演

计算 。计算结果表明 ,现今川滇地区的构造活动主要力源仍来源于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的碰撞 , 菲律宾海板

块的挤压作用也不可忽略 ,这一结论说明了该地区现今构造运动的继承性活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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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滇地区是我国构造活动最强烈的地区之

一。在强烈的区域构造运动控制下 ,川滇地区形

成了异常复杂的新构造格局和构造运动特征:断

裂纵横交错 ,地震强烈频繁 ,构造运动具有明显的

分区性 。现今 ,强地震的频繁发生[ 1] 、现代构造

应力场的研究数据
[ 2 , 3]
和现代大地测量的观测结

果[ 4 ,5]表明 ,该地区现今构造运动仍十分强烈 ,并

与喜玛拉雅运动时期以来的基本运动特征相似 ,

具有鲜明的继承性活动特征。

川滇地区是研究大陆地区内部地球动力学 、

地壳运动学的热点地区之一 ,引起了我国地学工

作者的广泛关注 ,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地质调

查 、断层监测 、地震研究等科研活动的深入而细致

的开展 ,使人们对这一地区的认识越来越全面 、细

致和定量化。区域内部构造应力场和位移场的观

测结果对区域边界所受作用力的状况具有强约束

作用。利用大地测量反演手段 ,根据区域应力场

和位移场的观测结果 ,研究其产生的力源 ,并进行

地球动力学解释 ,目前已具备进一步研究的区域

构造背景(块体划分 、断裂带展布 、区域材料性质

等),并积累了必要的观测资料条件(观测资料的

分布 、种类 、数量和精度等)。利用单一观测数据

(主应力观测资料或位移观测资料)进行该方向的

研究已取得了诸多成果[ 3 , 6～ 11] , 随着资料的积

累 、更新 ,利用多种观测资料进行联合反演研究将

是非常迫切和十分必要的 。

1　边界力的联合反演

1.1　反演数据

GPS位移数据和主应力方向数据是两种不

同性质和不同时间尺度的数据 ,这两种观测数据

同时用于反演的合理性和物理意义值得探

讨[ 12 , 13] 。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①观测

点的 GPS 高程资料尚不具备对板块边界力有约

束作用的足够精度 ,且缺乏传统大地测量观测资

料(如水准资料);②目前 ,地壳深部应力大小的测

量点尚太稀少 ,而且测深迄今未超过5km ,应力大

小应用起来还有困难 ,地应力方向的观测资料却

正以很高的速度积累着[ 6 , 13 ～ 15] ;单个主应力方向

虽然不含有应力大小的信息 ,但多个观测点上主

应力方向的总体则含有区域所受边界作用力相对

大小的信息
[ 6 ,16～ 19]

;③因为不论是传统大地测量

位移还是GPS位移 ,都是在一定时间段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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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或位移速率),不是力学模型所要求的从初

始状态开始积累的总位移 ,仅用研究区域的位移

观测资料求解边界力 ,虽具有数学解算的简易性 ,

但在物理解释上的困难性也显而易见
[ 4 , 20]

;④虽

然两种数据的时间尺度不同 ,但主应力特别是反

映区域趋势性的主应力方向一定时期具有长期不

变的特点 ,若位移数据具有趋势性的特点 ,则两种

数据可以联合应用;⑤两种数据联合反演板块边

界力 ,既丰富了反演所需的观测资料 ,又可借助主

应力方向数据的反演意义改善对位移数据反演结

果在物理解释中的某些困难。

　　采用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中在川滇地区 9个测

点1998 ～ 2000年两期位移数据和 10个 1986年由

小震级地震分析得到的平均的主应力方向数据 ,作

为联合反演的观测数据。它们具有以下特点:①9

个点18个位移数据的平均位移量约为11.04mm ,

这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来说比较大;②在研

究区域内 , 9个测点分布比较均匀 ,位移趋势的分

块性明显;③位于川滇地区的 10个主应力方向观

测数据是有小震级地震分析得到的平均值 ,能体现

区域应力特征 ,在一定时间段内具有稳定性 ,且分

布均匀 ,分块明显;④比较位移趋势和主应力方向

趋势 ,具有力学含义上的一致性。利用两种观测数

据进行联合反演 ,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以上特点。

观测数据如表 1所示(自顾国华 、许忠淮),观测位

移和主应力方向的分布如图 1所示。
表 1　观测数据表

Tab.1　Observation Data Table

测点号 X 位移/mm Y 位移/mm 测点号 X 位移/mm Y 位移/mm 编号 主应力方向/(°)编号 主应力方向/(°)

13 -19.6 -6.2 18 4.6 -0.3 1 109 6 148

14 -18.1 -10.2 19 11.6 -14.0 2 32 7 163

15 -12.0 -21.5 20 1.5 -14.8 3 116 8 174

16 9.0 6.4 21 -4.5 -15.7 4 12.5 9 164

17 13.9 -14.9 5 117 10 180

1.2　反演条件和方法

在联合反演中 ,多种资料的相对权比 λ的设

定通常根据资料的先验信息在开区间(0 , 1)中给

出一个值 ,主观性较大 。这里将相对权比 λ连同

边界力一起反演计算 ,所用模型为大地测量联合

反演模型[ 13] 。因此 ,川滇地区周围边界力和相对

权比 λ即为待反演参数 。

根据川滇地区构造运动的背景和观测资料分

析 ,在南北构造带 c 、d 、e 、f 点以东的区域 ,位移

非常小 ,基本在误差椭圆内 ,且位移计算时东部有

许多点作了零位移约束。为了探讨南北构造带对

印度板块作用力的削减作用 ,将川滇地区整个边

界分成 12个段落 ,按序号 1 ～ 12顺序标记在图 2

上 ,在 c 、d 、e 、f 各点上给予零位移约束(X 、Y 方

向零约束),情况标于图 1中 ,图中 ,粗箭头为位移

观测值 ,细箭头为位移反演值;粗短线为主应力方

向的观测值 ,细短线为主应力方向的反演值(1为

邓柯_甘孜断裂;2为鲜水河断裂;3为南北带)。

为了分析研究区位移现时趋势 ,将整个区域

分成 3种材料区:沿南北带各单元材料号为 2 ,邓

柯_甘孜断裂 、鲜水河断裂各单元材料号为 3;其

余各区单元材料号为 1 ,1 、2 、3种材料的弹性模量

依次为:2.207×105kg/cm2 、2.207×104kg/cm2 、

1.103×10
4
kg/cm

2
;泊松比均取 0.254

[ 11]
。利用

二维平面弹性应力模型 ,将整个研究区域剖分成

四节点平面有限单元 495个 ,节点 549个。

图 1　位移 、主应力方向的观测值与反演值

Fig.1　Observation Data Inversion Values of Displacements

and Principal Stress O 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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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演计算

遗传算法选取的参数值:种群大小为 16 ,固

定变异概率为 0.02 ,固定交换概率为 0.90 ,每个

参数的二进制码长度为 20。遗传有限元算法分

以下两步计算:1)粗算。取初始循环次数 3次 ,每

次循环的迭代次数 50 次 ,在优化搜索区间时 ,对

搜索区间不加限制 ,共优化了 10次搜索区间 ,得

到优化区间和优化结果;2)精算。根据粗算的优

化区间和优化结果 ,缩小优化区间 ,得到最终的搜

索区间 ,进行精算 ,取循环次数 4次 ,每次循环的

迭代次数为 200次 ,比较两次循环结果 ,取拟合均

方差小的结果。实际计算选取随机种子数 21个 ,

模型维数为 25 ,模型空间大小为 1.76×1072 。经

过 196步计算 ,计算 3 152个模型后 ,得到最小计

算模型拟合均方差为 6.02mm ,平均模型拟合均

方差为 9.56mm 。相对权比 λ反演值为 0.33 ,反

演所得板块边界力列于表 2 ,位移矢量及主应力

方向反演值图像见图 1 ,位移拟合曲线见图 3 ,主

应力方向拟合曲线见图 4 ,模型拟合均方差及相

对权比 λ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见图 5 ,图中 ,1

为均方差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2 为相对权比

λ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 。川滇地区内部反演的

主应力方向及周围边界力作用如图 2所示。

　　反演所得相对权比的大小约为0 .3 3 ,根

图 2　川滇地区内部反演的主应力方向及周围

边界力作用图像

F ig.2　Picture of Inversed Principal Stress O rient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Acting on the Boundaries

of I nternal Sichuan_Yunnan Area

表 2　川滇周围边界力的反演值/(103kg·cm-2)

Tab.2　Inversion Values of Driving Forces Acting on the

Boundaries A round the Sichuan_Yunnan A rea/(103kg·cm-2)

边界号 X 方向 Y 方向 边界号 X 方向 Y 方向

1 -29.26 11.46 2 -10.73 23.34

3 -2.08 11.70 4 -3.31 8.19

5 -16.05 -1.92 6 -3.91 -0.43

7 44.95 18.97 8 45.67 -33.75

9 -27.55 -32.41 10 -34.28 -10.60

11 -31.54 -12.19 12 1.60 5.12

图 3　测点位移拟合曲线

Fig.3　Fitting Curves for the Displacements

of Surveying Points

图 4　主应力方向拟合曲线

Fig.4　Fitting Curves fo r Principal

Stress O rientation

据本文所用的反演模型 ,说明 GPS位移数据对地

块边界力的贡献远大于主应力方向数据 , GPS 位

移数据在反演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主应力方向

数据仅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

3　结　语

1)来自印度板块的作用力和菲律宾海板块

作用力是川滇地区现今构造活动的主要力源 ,印

度板块的作用力(段落 7 ～ 8)均值约为 53个力单

位(力单位为 10
3
kg/cm

2
),菲律宾海板块(段落 1)

作用力值为 31个力单位 ,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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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 3 ,6 ,10]的结论相吻合。

图 5　反演迭代曲线

Fig.5　I teration Curve of Inversion

　　2)段落 9 ～ 11的作用力比段落 7 ～ 8的作用

力略小 ,但作用力的方向却有很大的差异 ,说明印

度板块对欧亚大陆的碰撞方式不同 ,有一定的分

段性特征 。

3)菲律宾海板块边界(段落1)作用力明显大

于除印度板块边界的其他边界的作用力 ,作用力

方向为北西向 ,它对滇南地区构造活动起着积极

的作用 ,这一作用不可忽略。

4)从整体上讲 ,南北构造带川滇段(段落 1 ～

5)在消减印度板块强作用力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当

显著 ,特别是段落 2 ～ 4部分受力接近于零 ,表明

该段落以东的中国大陆区域基本上不受印度板块

作用力的影响。

5)川滇地区的南北部分(段落 6 、12)所受作

用力相当小 ,与文献[ 3 , 6 ,10 , 13]结论不同 ,但并

非相互否定。这可能与所给的约束条件有关 。

6)川滇地区内的主应力方向的反演值图像

显示 ,整个区域分成 3个不同的应力区:菱形块体

北部 、菱形块体和菱形块体西南部。菱形块体北

部的主应力方向呈现北东东向趋势 ,菱形块体呈

现南东向趋势 ,菱形块体西南部呈现南西向趋势。

这说明 ,观测资料反映的川滇菱形块体的块体刚

性特征明显。

7)GPS 位移数据在反演中起到了较大的作

用 ,主应力方向只起到了约束作用。因为 GPS位

移数据不是力学意义上的绝对位移 ,所以反演所得

的边界力反映的是各边界段落受力的相对大小。

本文利用位移和主应力方向观测资料 ,充分

考虑了研究区域内主要断裂的现今活动性 ,把相

对权比同区域边界力共同作为待反演参数 ,用遗

传有限元算法进行了川滇地区的联合反演初步研

究。鉴于川滇地区构造复杂 ,构造活动强烈 、频

繁 ,仅考虑部分构造断裂和用弹性力学模型来研

究地区作用力和应力场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资料

积累 ,深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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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ly Inversing the Plate Driving Forces on the Boundaries Around

Sichuan_Yunnan Area Using GPS Measurements of the Crustal
Movement Observation Network of China and the Principal

Stress Orientation Data of Chin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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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idering the rationality and the physical significance of tw o different kind data in-

cluding geodesy displacements and main stress orientations with dif ferent time scales used simulta-

neously in inversion , the follow ing view s are put forw ard.(1)The GPS elevation data still have

not enough precision for the driving forces acting at the boundaries constraint and lack traditional

geodesy observation data(like leveling data).(2)The surveying points that ref lect the st ress size

of deep crust are too few and the depth are no t deeper than 5km now .In the meanwhile , the ob-

servation data of st ress orientation are accumulating in a very high speed.Although the single prin-

cipal st ress orientation does no t contain the size info rmation of st ress , the principal st ress o rienta-

tio ns of multiple points contain the relat ive size information of driving forces acting at the bound-

aries.(3)Not only the t raditional geodesy displacements but also the GPS displacements are the

displacement changes(o r displacement velocity)over some time and are not the to tal displace-

ments f rom the initial state required by the dynamic models , so the difficulty in physics interpreta-

tio n is obvious w hen only using displacement data of the study area to inverse the driving fo rces

acting at the boundaries w ithout considering the simplicity in mathematical algori thm .(4)Despite

th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data w ith dif ferent time scales , the principal st ress orientat ion especially

the o rientation that reflects the change t rend of the area has the changelessness for a very long pe-

riod , the tw o dif ferent kinds of data can be used joint ly if the displacement data has the t rend char-

acter.(5)The use of two different kinds of data for inversing the driving forces act ing at the

boundaries no t only enriches the observation data required by inversion but improves the geodesy

physic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version results acquired by displacement data w ith the help of the

data of the principal stress o rientation.

Employing the GPS displacement data and the principal stress orientat ion data of China area ,

the research of joint inversion of the plate driving forces act ing on the boundaries around Sichuan_

Yunnan area is made and a whole set of schemes is presented.After briefly introducing tectonic

structure and tectonic kinematic feature of Sichuan_Yunnan area , the rationality and phy sical sense

of dif ferent observations simultaneously using fo r inversion are discussed.Then (下转第 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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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used to ex tract geo_information , then some geological variables are synthesized to burrow im-

plicit geolog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composite entrop ,beneficial deg ree of fault and center symme-

try degree of fault.The analysis method of o re_finding benef icial degree in linear anomaly and

plane anomaly is int roduced to filt rate the geological variables relative to mineral resources.Geo-

anomaly model based on GIS is expounded , and the method of circling ore_forming places is

brought forw ard.The geological variables in Weixi area in the Yunnan province are taken out , and

the geo_anomaly and the o re_forming benef icial places are circled in the same area.

Geo_informat ion is ext racted using G IS spatial functions.Definition and dependability of geo

variables are improved , compared w ith those obtained wi th former man_made methods.Therefo re ,

the prediction and explo ration cycle is reduced.In order to burrow concealed geo_info rmation , 3

special geo_models are introduced to integrated basic geo_variables ,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The

geo_information is quant if ied in the ext ract ion of geo-variables and the delineation of geo_anoma-

ly.In part icular , the geo-anomaly quant if ication is more advanced than the geo_anomaly qualita-

tive description.Ore_forming places ,Which Geo_variables are integrated to circle , is in correspon-

dence w ith the mineral resources in research area.

Key words:GIS;beneficial ore_forming information;sys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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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rsion com_putation of elastic finite element is made w ith the fo rces on the boundary and

relative weight ratio as parameters to be inversed using displacement data of nine stations surveyed

from 1998 to 2000 and the ten principal st ress o rientation data observed before 1986.Meanwhile ,

the kinematic feature of active f racture is taken into accoun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ent

main driving forces of structure motion of Sichuan_Yunnan area are still f rom the collision of Indi-

an plate w ith Eurasian plate and the ex trusion ef fect of Philippine plate can no t be igno red.This

result demonstrates the succession feature of structure motion of this area now adays.

Key words:Sichuan_Yunnan area;genet ic algo rithm;relative weight ratio;joint i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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