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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该网的布网方案 、点位的选取 、观测方案 、数据处理方案等 , 并且阐述了对六期观测成果的处

理 、分析的方法 , 给出了青藏高原北缘板内块体相互运动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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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GPS 地壳形变监测网由国家测绘局

(SBSM)建于1995年 ,至2000年已完成该网的六期观

测。布设该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高精度的GPS测量

手段 ,监测青藏高原北缘地壳运动变化 ,为该地区及

中亚地区的各项地学研究 ,包括该地区地震高发地

区形变累积和形变放松等 ,提供基础数据。

本文将对该网的布测方案 、观测计划和数据

处理方法与分析结果作简要的分析 。

1　布网方案和选点埋石

新疆地跨塔里木板块、西伯利亚板块 、哈萨克斯

坦板块 、华南及印度板块 ,采用GPS手段监测板块移

动是目前使用的有效途径之一。考虑国际上类似的

GPS监测网布设方案 ,顾及在中国实施的现实性 ,本

文设计了新疆GPS地壳形变监测网的布网方案。点

位的选取要考虑所选点位能够充分体现该地区的

地壳运动特征 ,且能够满足GPS 观测的技术要求

和实际需要 ,并利于长期保存等条件 。本文所选

的监测网点位组成如表 1所示。

2　观测技术方案

新疆GPS 监测网的四期观测均采用GPS双基

准站联测方式 ,以喀什(KSSY)和乌鲁木齐(URUM)

表 1　监测网点位组成

Tab.1　Composition of Monitoring Network

名　称 位　　置 选点时间

博乐 位于准噶尔构造带西部山区 1995年

和田 位于昆仑山系构造带中部山区 1995年

且末 位于阿尔金山系构造带山区 1995年

库尔勒 位于天山山脉南侧山区 1995年

喀什 位于塔里木板块西部戈壁滩 1995年 ,固定站

库车 位于塔里木板块北缘山区 1996年

阿合奇 位于塔里木板块西北缘山区 1996年

麻扎 位于喀喇昆仑山系构造带山区 1996年

塔什库尔干 位于昆仑山系构造带西部地区 1996年

乌鲁木齐
位于准噶尔板块构造带
南部边缘

1995年 ,跟踪站

跟踪站为两个固定站。每期观测的流动站有 4 ～ 8

台接收机(TRIMBLE 40000SSE ,ASHTECH Z-XII),仪

器在每次作业前进行检验 ,以保证观测精度和数据

的可靠性 ,同时要求流动站之间进行同步观测 ,以

增强图形的几何强度。固定站因各期的不同 ,连续

观测20 ～ 30 GPS 日不等 ,每天为一时段。流动站

连续观测 3个GPS日 ,副点和主点联测 8h ,数据采

样间隔 30s ,卫星截止高度角 15°。各期观测均取得

了符合技术要求的外业成果。

3　GPS监测网数据处理与精度分析

新疆地壳运动GPS 形变监测网是大尺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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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 、具有多期复测成果的 GPS网 。通过对该网

各期原始观测数据的后处理可得到不同的解 ,其

中包括固定点解 、约束解 、无基准解等。对高精度

GPS监测网 ,若参考站有精确的坐标和运动速率 ,

强约束参考基准为首选方案。但有时由于位置基

准存在误差 ,并且 GPS 网有坚强的几何强度 ,则

强约束参考基准可能会对网产生扭曲变形 ,引起

整个GPS 网位置基准系统性的偏差 。所以现在

普遍认为无基准解最适宜于地壳运动分析 ,而且

无基准解相对位置精度最高。目前对无基准解有

多种定义方式。同常规地面观测网中的自由网解

一样 ,无基准解的基本特点在于 ,它所确定的观测

点位几何形状只取决于观测数据的质量与数量 ,

而同地面基准解的已知坐标(质量)无关 ,能最准

确地求解观测点所构成的几何形状及其形变 。但

这种三维的无基准解的空间坐标系常常是不定

的 ,相应的椭球体定向与在地球内部的定位也就

不同。例如 ,不同时期的解的结果可能属于不同

的坐标系 ,因此无基准解必须变换为与一定(全球

或局部)的坐标参考框架有关的解才能计算位移 ,

才能利用该框架中的同一椭球面上的投影表示地

壳的水平与垂直运动 。因此 ,对于不同的解 ,特别

是无基准解 ,统一(全球或局部)坐标参考框架是

获得投影到同一椭球面上的地壳运动信息的必要

条件之一 。

3.1　数据处理软件

新疆地壳形变监测网采用 GAMIT/GLOBK进

行解算 。GAMIT 软件是基于 GPS 双差模型的事

后数据处理及分析软件的 ,GLOBK软件是基于卡

尔曼滤波方法的平差软件。除了 GPS 解算成果

外 ,同时还可以处理 SLR(激光测卫)和 VLBI(甚

长基线干涉测量)数据成果 ,其数据处理模型如表

2所示。

表 2　数据处理模型

Tab.2　Model of Data Processing

观测值 双差相位观测值

对流层折射
天顶方向的对流层折射用 Saastamonien等
模型改正

电离层折射 采用LC观测模型消除

卫星和接收机钟差
卫星钟差用广播星历提供的钟差参数改
正 ,接收机钟差用伪距观测值求出

惯性参考系 J2000.0地心惯性坐标系

地球参考框架 由先验的测站坐标定义

坐标系之间的

连接

岁差:IAU1976岁差理论
章动:IAU1980章动理论
UT1 与 Greenwich 平恒星时的关系(Aoki
等 ,1982)
地球自转参数:IERS公报值或 VLBI 的结
果

3.2　数据处理策略

数据处理分为单天处理 、多天联合处理以及

多期成果处理三个方面。在数据处理中 ,引入了

IGS国际GPS 跟踪站 ,其目的是将区域网的成果

纳入到 ITRF 国际参考框架中 ,并且起到一个控制

作用 ,使得整个 GPS网形强度有所提高 。

为了加强地区网同全球网的几何联系 ,在

GAMIT单日解算阶段 ,将地区网数据与国外 IGS

站数据一起处理 ,以得到位置及其协方差矩阵的

无偏解 。具体做法是:引入 IGS精密星历即高精

度轨道信息 ,同时给予轨道强约束或固定;选取

IISC 、IRKT 、KIT3 、LHAS 、SHAO等 IGS跟踪站 ,它们

的坐标给予较强的约束;将对流层参数作为未知

数参与解算;利用 L 5观测值进行整周模糊度的解

算:

L5 =
1

f 1 -f 2
(f 1 L1 -f 2L2)

　　多天联合解以及不同期成果联合解算原则

是 ,将单天解中无约束的协方差矩阵进行迭加处

理 ,得到最终的平差结果。首先确定统一的 ITRF

坐标参考框架 ,即引入国际GPS 跟踪站在框架下

的坐标以及相应的速度信息 ,确保测站位置成果

的可靠性;根据国际站在 ITRF框架中实际的地心

坐标精度确定其点位约束值;在平差过程中进行

相似变换 ,以消除天与天之间 、网与网之间的系统

误差 。

3.3　坐标参考框架的选取

为了将新疆网的速度解更好地纳入全球框

架 ,在运行GLOBK时 ,将全球大约 55个 IGS核心

站的 H文件与新疆网单天解产生的 H 文件联合

处理。H 文件包含单日解的坐标 、协方差矩阵及

其他信息。为了定义参考框架 ,将 IGS 核心站的

ITRF 框架下的坐标和速度加 1σ的约束 ,这样处

理的结果是属于 ITRF 框架的。

各期会战网在数据处理时 ,采用的地面坐标

基准为自由基准;星历和 EOP 的基准分别为

ITRF93 、94 、96 、97坐标参考框架。因此 ,分析 5年

来的测站的点位位移情况 ,首先必须将五期的数

据处理成果化算为统一的 ITRF97坐标框架下 。

4　GPS网平差与速度计算

从GPS观测数据首先得到精密定位结果 ,然

后得到地面点运动的位移信息 。目前常采用两种

方案计算位移:①利用各期观测得到的综合平差

结果求得任两期测量间的位移及及其协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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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利用多期观测数据作为位移线性速率平差 ,得

到各点的位移年速率及其协方差阵 。

4.1　GPS网平差计算

在使用 GAMIT软件求出单天解后 ,用GLOBK

高精度 GPS 网平差软件进行平差处理 。GLOBK

利用GAMIT 解算的H 文件提供的测站坐标 、卫星

轨道值及有关的方差-协方差阵 ,可以对测站与卫

星轨道参数以及极移和地球自转参数进行适当约

束。通过与全球 GPS连续观测网相连 ,从而将区

域GPS观测系统与全球地心坐标系统相连 ,得到

这些点在全球地壳运动模型中的位移及位移速

率。

运行GLOBK的顺序如下 。

1)产生每日解的时间序列并进行重复性检

验 ,这是控制 H 文件质量的关键一步 。利用

GAMIT软件绘制时间序列图 ,结合结果文件舍弃

不好的数据;然后做一次向前GLOBK/GLORG解 ,

以得到任意框架的自洽的坐标和速度;从输出文

件中提取坐标和速度 ,以形成新的先验值文件

———itrf97.apr;使用新的先验值文件再次进行重

复性检验 ,运行时使用 glorg 和 stab-site (只包含

国内 IGS 站)定义参考框架 ,从而得到相对于局部

参考框架的重复性。这样得到的重复性不受全球

站坐标的影响。

2)合并H 文件 ,第一次运行时将轨道和测站

的约束放松 ,第二次运行时将轨道固定 ,以减少整

体解的未知数。

3)根据多年观测数据产生测站坐标和速度 ,

这一步要使用 GLORG 按照统一选定的 55个 IGS

核心站定义参考框架 。

对 IGS核心站的坐标和速度施加 1σ的约束 ,

它们的坐标 、速度及相应的中误差取自 ITRF97-

GPS.SSC文件(由 GLORG实现)。

为了解 GPS测得的结果的可靠性 ,精度分析

是重要的一种方法 。对平差结果精度的综合分

析 ,特别是对重复性的分析表明 ,网内点位精度 、

水平分量精度为 1 ～ 3mm ,高程分量精度为 6mm。

这一精度与国际上同类监测网的精度基本一致。

相邻点位组成的基线边 ,其水平分量的测量精度

为 3 ～ 5mm ,垂直分量的精度为10 ～ 15mm 。

4.2　实测速度场计算

地壳运动图像由代表地质结构特征的一系列

点的速度矢量描述 。用 GPS 监测地壳运动 ,实质

上是用 GPS 数据估算这些点的速度值 。为了得

到速度场 ,采取两个步骤:①用 GPS数据计算点

位置的最小二乘估值 , 此步骤由 GAMIT 软件完

成。②根据复测的同一点坐标估值的时间历史

序列 ,通过 Kalman滤波方法 ,估算点的速度 ,此步

骤由 GLOBK 软件完成。计算中使用 ITRF97 框

架 ,这样得到的速度场属于全球框架。

由几期观测成果得到的位移的协方差阵可估

计位移的精度或误差椭圆。利用平差得到的中误

差主要反映观测结果与几何图形 、观测值数量及与

起算点的关系 ,不一定能反映各点实际观测质量。

5　新疆地区块体运动讨论

为了综合分析新疆地壳形变监测网的六期成

果 ,首先采用了目前国际上站坐标和速度场最为

精确的 ITRF97坐标参考框架 ,作为形变分析的坐

标框架基准。其次由于各点在 ITRF97框架下的

速度场包含有欧亚板块运动和大陆板内运动两个

部分 ,故采取从 ITRF97框架下的绝对速度减去

NNR-NUVEL1A 模型计算的欧亚板块运动速度来

得到大陆板内运动速度。青藏高原北缘地区速度

场如表3所示。

表 3　青藏高原北缘地区速度场

Tab.3　Velocity of North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点　名
纬度精度

N E

ITRF速度(ITRF97) mm

VE VN

模型速度(NNR-NUVEL1A) mm

VE VN

板内速度 mm

VE VN

博乐 44°46′ 82°4′ 33.03 2.52 34.69 -2.82 -1.66 5.34

和田 36°44′ 79°55′ 25.33 14.41 31.01 -2.72 -5.68 17.13
且末 37°39′ 85°59′ 28.35 9.06 31.06 -3.98 -2.71 13.04

库尔勒 41°40′ 86°17′ 33.31 6.92 32.82 -3.81 0.49 10.73
喀什 39°28′ 75°59′ 29.84 17.29 32.37 -1.78 -2.53 19.07

库车 41°42′ 82°58′ 34.41 8.75 33.08 -3.15 1.33 11.9

阿合奇 40°51′ 78°6′ 30.67 16.06 32.93 -2.18 -2.26 18.24
麻扎 36°26′ 77°00′ 26.18 23.51 30.99 -2.08 -4.81 25.59

塔什库尔干 37°46′ 75°13′ 28.45 24.72 31.62 -1.66 -3.17 26.38
乌鲁木齐 43°47′ 87°37′ 29.53 2.96 33.75 -3.93 -4.22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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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亚板块运动的数学模型为:已知欧亚板块

作为刚体的欧拉旋转角为(Ψx , Ψy , Ψz),某点起始

坐标为(X0 ,Y 0 , Z 0), T 0为初始观测时刻 ,该点在

更新时刻 T 的坐标为(X , Y , Z),其计算式为:

X =X 0 +(Ψy ×Z 0 -Ψz ×Y 0)×(T -T0)

Y =Y 0 +(Ψz ×X0 -Ψx ×Z 0)×(T -T0)

Z =Z 0 +(Ψx ×Y 0 -Ψy ×X 0)×(T -T0)

(1)

然后分别计算各点北向 、东向和高程分量的起始

坐标(N 0 , E0 , U0)和更新坐标(N , E , U),最后得

到该点的欧亚板块运动速度为:

VN =(N -N 0) (T -T0)

VE =(E -E0) (T -T0)
(2)

　　图 1 是新疆监测网点在 ITRF97 坐标框架中

全球板块运动模型基准下各监测站的位移速率 ,

该图清楚地反映了在欧亚板块带动下各监测点位

的运动。由于全球运动模型基准不一定适用于描

述局部地区的地壳相对运动 ,因此 ,图 1不易分辨

我国大陆内部的相对运动情况 。图 2列出了新疆

监测网点在欧亚板块基准下的板内速度场 ,利用

这一基准易于直接反映我国西部地壳的内部运

动。原因如下 。

图 1　青藏高原北缘 ITRF速度场

Fig.1　Velocity of North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ITRF 2000

图 2　青藏高原北缘板内速度场

Fig.2　Velocity of North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Interior Plate

　　1)新疆位于青藏高原板块北缘 , 在全球

ITRF97框架下 ,其整体运动趋势为北向偏东 ,运

动速率为 2 ～ 4cm/a 。该地区南北分别受到印度

板块和西伯利亚地块的挤压 ,西部的主要应力轴

为北西向 ,东部为北东向 ,构成右旋运动 。通过图

2的板内速度场描述可以看出 ,在新疆中部库尔

勒和乌鲁木齐一带 ,速度为 5 ～ 10mm/a , 方向北

西;西部距印度碰撞带较近 ,地壳位移速度明显加

大 ,在乌什 、喀什一带 ,速度达 20 ～ 25mm/a ,方向

北西;在塔什库尔干 、麻扎一带 ,速度达到 35mm/

a ,方向北西。

2)由于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的挤压 ,帕米尔

-西昆仑山向西南塔里木盆地俯冲 ,西塔里木盆地

以约 20mm/a的速度向北西位移 ,而东塔里木盆

地则以约 14mm/a 的速率向北位移 ,而且西塔里

木盆地以约 2mm/a 缩短(根据喀什 、和田的北向

位移速率得到),而东塔里木盆地以 1mm/a 南北

伸展(根据库车 、库尔勒的北向位移得到)。

3)天山山脉横亘本块体中部 ,以南是塔里木

地块 ,以北是准噶尔地块 。根据阿克苏 、库尔勒 、

喀什和乌鲁木齐诸点的位移矢量 ,可以判断出西

天山以 7mm/a南北缩短 ,东天山约 3mm a 缩短 ,

天山山脉东西方向约有 2mm a 的伸缩率 。

6　结　语

1)为了研究青藏高原北缘地区地壳运动与构

造变形 ,选择恰当的运动参考基准(同相对运动的分

析有关)是最为关键的问题。由于描述运动的相对

性 ,位移解具有多解性。根据研究的目的不同 ,可选

择不同的运动基准 ,如直接利用 ITRF97全球框架 ,可

研究中国大陆在全球板块运动背景下的绝对运动状

况。但是对于局部地壳形变的监测而言 ,确定其相

对欧亚板块的相对变形更加具有研究意义。

2)为了获得点位位移的时间序列 ,本文采用

由无基准解得到的全球精密坐标框架下的自由网

解的方法 ,同时为了不同的分析研究目的 ,应选取

适当的位移解基准及与基准有关的位移的时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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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3)本文给出了监测点位在全球板块运动模

型中的位移速率以及在欧亚板块框架下青藏高原

北部地区现今运动和变形的图像(更能反映我国

大陆内部地壳运动的监测点位移速率),从中可以

得出 ,由于印度板块的向北会聚的正向推力造成

新疆地区地壳缩短 ,其侧向挤压力导致地壳拉伸。

因此新疆块体被动北移的同时 ,表现为南北缩短

与东西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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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twork layout , site choice , observation project and data-processing method are

introduced , and the method of result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with five times observation is demonstrated

by GPS technology , plate conformation and movement in Xinjiang area are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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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corrections are also applied to GPS data processing.The GPS baseline components and station

coordinates computed by the GAMIT software with and without these corrections are computed ,

compared and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cean tidal displacement corrections have effects both

on GPS baseline components and on station coordinates.To short time GPS data processing , the

corrections are more than 1mm;but to long time processing , the corrections have littl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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