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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层状负位错模型 , 用于描述下层地壳拖带上层地壳的耦合作用所造成的上伏地壳变形 ,并

通过模拟计算 ,给出了这种层状耦合模型的形变场特征 , 以及利用模拟形变数据反演层状负位错模型参数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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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大地测量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尤其

是GPS 观测精度的提高 ,不但可以观测到地震引

起的地表位移和形变 ,而且可以观测到震后形变 、

孕震形变 、构造运动形变等微小地壳形变[ 1 , 2] 。

目前 ,地壳形变监测主要集中在板块的边界带和

现今地壳活动活跃的地区 。如横跨美国南加州圣

安德烈斯断层的连续 GPS观测网[ 3] ;遍布日本岛

弧的连续 GPS网
[ 4]
;我国地壳形变网络工程建设

的连续GPS 监测网[ 5～ 7]等 。通常地壳形变的量

级微小 , 持续的时间很长 , 应变的量级一般在

10-7/a左右[ 8] 。板块构造运动通常在几十年乃

至数百年内保持不变 。通过长期持续的大地测量

观测就有可能发现地壳形变的累积量以及变形分

布的不均匀性。这些形变观测数据为研究地壳形

变的物理机制提供了边界约束条件 。一种常用的

研究地壳形变的方法就是用弹性位错模型来表述

活动断层运动造成的地表变形 ,然后用观测得到的

地壳形变数据反演断层的位错模型参数[ 9 , 10] 。这

种方法对板块边界的形变数据解释很成功。但是 ,

对于在像我国以板内地壳形变占主导的地壳形变

数据解释中 ,一些地区的活动断层不明显 ,地壳形

变很大程度上是下层地壳拖带上层地壳的耦合作

用所造成的 ,很难用断层位错来描述地壳形变。

1　层状负位错模型

根据地幔对流学 ,板块运动是由于地幔对流

所驱动的。在板块内部 ,设想在地幔对流的驱动

下 ,下地壳拖带上地壳一起运动。但是由于上伏

地壳的横向不均匀性以及地质构造的不均匀性 ,

在统一的下地壳(幔)运动驱动下 ,势必有一些上

伏地块运动较快(较强耦合),有一些运动较慢(较

弱耦合),但由于惯性和周边限制的关系 ,上伏地

块的运动总是小于等于下地壳的运动。这样就会

在上伏地壳的底面产生阻碍下地壳运动的应力累

积区 ,如图 1中阴影所示的区域。一方面 ,这种由

于阻碍而引起的层间应力累积会造成上伏地壳的

变形;另一方面 ,在这些不同强度的阻碍区域的边

缘有可能形成剪切带 ,这些剪切带很有可能是未

来破裂地震的地方 ,也是划分板内次一级块体的

依据 。

图 1　板块内部构造运动模型

Fig.1　Intraplate Tectonic Movement Model

为了研究上述阻碍部分引起的上伏地壳形

变 ,笔者采用负位错来表示层间阻碍作用的形变

机制 ,即地表观测到的测站位移是区域构造运动



加上分布在上伏地壳底部阻碍区域构造运动的负

位错造成的变形 ,即

y = V +f  (1)

式中 , y 表示观测到的形变量(位移或速度);V

表示区域恒定的构造运动(位移或速度),也就是

上述的下地壳运动;f是负位错分布造成的地

壳形变 。Okada[ 11 ,12]给出了弹性半无限空间中计

算 f 的解析表达式 ,它是位错面长度 、宽度 、埋

深 、倾角及位错矢量的函数。这样 ,只要给定了水

平负位错面长宽大小和深度 ,以及负位错矢量的

分布 ,就可以按式(1)计算地表的形变。

为了了解地壳深部分片有差异的水平层状负

位错分布的地表形变场特征 ,假定图 2 所示的水

平负位错分布。水平负位错面位于地下 15 km

处。O-XY 为建立于水平负位错面内的直角坐标

系。负位错分布以 Y =0为界分为两部分 ,负位

错分布Ⅰ位于 Y >0部分 ,大小为 1.0m ,方向沿

X 轴负向 ,与构造运动相反;负位错分布 Ⅱ位于

Y <0部分 ,大小为 0.5m ,方向也与构造运动相

反。该两负位错面的参数列于表 1中。考虑到位

错面边界效应的影响 ,笔者集中考察图中矩形所

示的中心部分(50km ×50km)的地表形变 。假定

区域构造运动方向沿 X 轴正向 ,大小为 1m 。

图 2　水平负位错分布及区域构造运动

Fig.2　Horizontal Negative Disloca tion

Tectonic Movement

表 1　水平负位错层模型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the Horizontal

Negative Dislocation Layer

负位
错面

长度/
km

宽度/
km

深度/
km

倾角/
(°)

位错分量/m

U1 U 2

Ⅰ 200 100 15 0 -1.0 0

Ⅱ 200 100 15 0 -0.5 0

　　注:U1为走滑位错分量;U 2 为倾滑位错分量。

通过编写相应的计算程序
[ 8]
,按式(1)计算

了中心矩形区域的地表形变量 ,其中水平位移分

布如图 3所示 ,垂直位移分布如图 4所示。

图 3　水平层状负位错模型的地表水平位移分布

Fig.3　Horizontal G round Displacements by the

Horizontal Negative Dislocation Layer

图 4　水平层状负位错模型的地表垂直位移分布

Fig.4　Vertical Ground Displacements by the

Horizontal Negative Dislocation Layer

从图 3可以看出 ,对于负位错大小与构造运

动相等的上伏地壳表面 ,水平形变量很小(Y >0

部分)。地表水平位移同构造运动与负位错量的

差有大致相同的量级。另外 ,在负位错面 Ⅰ和负

位错面 Ⅱ的交界处(Y =0 附近),地表位移有明

显差异 ,构成了一个剪切带。不难想像 ,这个剪切

带一直从地表延伸到地下 15 km ,即直到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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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位错面所在之处 ,而且剪切的强度随深度的增

加而增加 。所以 ,在这种底层驱动模式下 ,地震破

裂通常都是在地下最大剪切处开始 ,而沿剪切带

或薄弱面向上下传播 。

从图 4可以看到 ,大部分垂直位移的大小都

在负位错量的百分之几 ,最大到十分之几。另外 ,

在负位错量较小(岩石相对较弱)的上伏地壳表面

产生与剪切带近乎正交的窄带隆起 。这或许能解

释板块内部存在的一些带状隆起。

2　模型参数反演

通过多期大地测量 ,比如 GPS 测量 ,可以得

到地表测点的位移或速度 。根据式(1),可以通过

这些观测到的地表位移 ,来反求地下负位错量的

分布 ,一般称之为大地测量数据反演 。如果顾及

位错面的形状参数 ,及位错面的长 、宽 、倾角等 ,该

反演问题是一个非线性反演问题 , 其解不惟

一[ 8] 。对于本文讨论的反演问题而言 ,假定负位

错面的位置及形状都已知 ,则仅仅反演位错面上

的位错分量。这是一个线性反演问题 ,通常并不

知道地下负位错分布的分片位置和位错量的大

小。为此假定在研究区域的某个深度存在一个水

平的负位错面 ,将该负位错面按一定步长作格网

划分 。假定在每一个格网中负位错矢量的分布是

一样的 ,而在不同格网中负位错矢量可以不一样。

这样 ,式(1)可以写成:

y = V +∑
N

i
∑
M

j

f (U 1ij , U 2ij)+ε (2)

式中 , U 1ij 、U 2 ij是第 ij 个格网的走滑位错分量和

倾滑位错分量(i=1 , 2 , …N;j =1 , 2 , … , M),网

格总个数为 MN ;ε是测量随机误差。一般来说 ,

在地面观测数据有限的情况下 ,当网格细分时 ,未

知数的个数将有可能大于观测数据的个数 ,式(2)

反演问题的解未定。这时采用顾及参数先验信息

的贝叶斯反演方法来迭代求解[ 8 ,13] 。

将图 3计算得到的矩形区域的地表位移加上

数学期望为 0 、均方差为 0.005m 的正态分布随机

数 ,作为模拟地表观测数据。水平负位错面也取

图2中部所示的矩形区域 ,深度为 15km ,格网的

边长取 10km , 这样格网总数为 MN =110。假定

所有负位错的走滑分量初值为-0.5m ,倾滑分量

的初值为 0 ,采用笔者自行编写的贝叶斯反演程

序[ 8] ,可以解算每一个格网中的负位错矢量 ,结

果绘制于图 5中 。

从图5可以看出 ,数据残差80 %以上小于

图5　反演得到的 15km处水平负位错

分布及数据残差分布

Fig.5　Negative Horizontal Dislocation Distribution

Layer at Depth of 15km Obtained by Inversion

and the Histogram of Data Residuals

0.05m ,即小于地表形变量的 5%。另外 ,反演后数

据残差的分布(图5的上方的直方图)基本上成正态

分布 ,反映了数据随机误差对反演结果的影响。从

负位错的分布来看 ,在 Y =0处存在分界 ,越往 Y 轴

正向 ,负位错越接近理论值(-1.0m);而在Y <0的

下半部 ,反演得到的结果与理论值(-0.5m)相差较

大 ,表明可能存在较大的模型误差。但是 ,理论上在

地下15km的层面 ,负位错面沿 Y =0分区的特性在

反演结果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3　结　语

利用地下水平负位错层分布来描述板内块体

在由下而上的构造运动驱动下的形变机制 ,是一

种有意义的尝试 。模拟算例表明 ,在不同大小的

水平负位错层分布的边界位置 ,上伏地壳存在明

显的地表位移差异 ,形成形变剪切带 ,其大小可以

通过大地测量方法来测量。另一方面 ,模拟反演

结果表明 ,利用地表形变观测数据 ,结合区域地质

构造等先验信息 ,能较好地反映出深部负位错层

分布的大致情况 ,进而确定不同位错大小的深部

水平负位错面的边界 。这些边界应该是剪切应变

累积的带状区 ,也是未来发生地震的可能地方。

本文的方法可应用于实际的板内地壳形变数据解

释 ,从而根据反演得到的深部负位错分布来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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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次一级板块 ,以及确定次一级板块的边界带

状区 ,评估地震发生的危险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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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Dislocation Layer for Intraplate

Tectonic Movements and I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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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ho rizontal negative dislocation layer is proposed to represent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 raplate crustal deformat ion.A simulated example is designed to show the crustal deformation

pattern of a horizontal negative dislocation layer model and inverse the simulated displacements to

determine the model parameters.Because of the heterogeneous geological st ructures and rock

properties of the overly ing crust ,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lower crustal movements and the

overlying upper crust is not homogeneous , and the shear deformat ion zone w ill occurr along the

boundary of the different negat ive dislocat ion areas.On the other hand , the observed deformation

data such as displacements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layer negative dislocation dist ributions inversely ,

so as to divide the monitoring area into different tectonic blocks and to analyze the earthquake risks.

Key words:deformation surveying;negat ive dislocation;tectonic movement;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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