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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在现今地壳运动与地震监测中的初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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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科学工程项目产出的 GPS 观测资料为基础 , 采用球坐标系下非连续变形

算法对资料进一步做了形变计算 ,以此为基础 , 对我国大陆地块及其边界带运动与形变进行了分析。对 GPS

基准站的连续观测序列采用小波变换进行分解变换 ,分析了部分震例 ,探讨了 GPS 连续观测序列提取地震前

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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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大地测量新技术(VLBI 、SLR 、GPS 、

DORIS 和SAR)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迅速发

展 ,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特别是 GPS 以其设备

体积小 、观测精度高 、观测速度快 、可全天候作业

等优点 ,在地学(地球物理学 、地球动力学 、地质学

和地震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成为

监测全球板块现今运动 、板内地壳运动和形变 、地

块及其边界带的运动和应变以及地震前兆的主要

方法之一 。早在 20世纪 80 年代 ,美国 、日本 、西

欧等发达国家就开始在全球主要地震区建立

GPS网 ,监测和研究大地震前后的地壳运动与形

变。目前美国在南加州地区建立了 250多个GPS

连续观测站 ,组成 GPS 观测台阵;日本建成了由

1 000多个 GPS 连续观测站组成的全国密集台

网;中国也在 20 世纪 80年代末开始在云南滇西

地区建设 GPS 监测网 ,进行地震前兆监测试验 ,

并在 1993年成功预测了 1996年的丽江 7.0级大

地震 。与此同时 ,在华北地区开始建网 ,国家攀登

计划项目在全国开始建网观测 。从 1994年开始 ,

在国家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 ,开始酝酿“中国地壳

运动观测网络”重大科学工程项目 , 1998年开始

实施 , 2001年工程建成投入使用 。这一工程包括

25个 GPS 连续观测基准站 、56 个定期复测基本

站 、1 000多个不定期观测区域站 。目前 ,基准站

运行连续稳定 ,基本网有 4期观测资料 ,区域网有

2期观测资料 。这些资料为研究我国大陆现今地

壳运动与形变 、地球动力学和地震前兆现象 ,探索

大陆地震孕育和发生规律提供了重要基础。

本文以“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 工程产出

的资料为主 ,结合国内外其他 GPS 观测资料 ,讨

论我国大陆现今地壳运动与形变 ,以及在地震前

后地壳运动与形变特征。

1　GPS观测到的我国大陆及周边地
区地块现今运动与形变

　　我国大陆地处欧亚 、太平洋 、印度和菲律宾海

板块的交汇地区 ,在这 4大板块的相互作用下 ,构

造运动强烈而复杂 ,整个大陆被一些活动构造带

分割成一系列活动地块。活动地块及其边界带组

成了我国大陆构造活动的基本框架 。研究活动地

块及其边界带的运动与应变状况是我国大陆现今

地壳运动与形变的重要方面。

1)数据资料的选取

所采用的 GPS测量数据采用文献[ 1]中的中

国大陆及周边 GPS 观测站在国际地面参考坐标

系(ITRF97)下的绝对速率[ 1] 。由于各个测点的

测量结果精度不同 ,而且有些测点位于活动地块

的边界断裂带上 ,受局部变形的影响较大 ,测量的

结果不能代表块体的整体运动和应变情况 ,剔除

了站水平速度分量精度低于±4mm/a 的测点 ,并

结合地块的位移 、应变参数剔除地块内部局部变

　收稿日期:2003_03_25。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074024);“十五”科技攻关资助项目(2001BA601B02_03_07)。

DOI :10.13203/j.whugis2003.s1.020



形大的测点 ,选取了其中的 217 个测点的运动速

度进行计算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计算采用“球面

上的块体系统非连续变形反分析法”[ 2] 。

　　2)活动地块的划分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 ———“大陆强震

机理与预测”提出了活动地块假说 ,用于描述我国

大陆现今构造变形的特征和机制。活动地块是被

大型晚第四纪活动构造带所分割和围限 、具有相

对统一运动方式的地质单元[ 3] 。我国大陆及其

邻区被划分为两级活动地块 ,包括青藏 、西域 、华

南 、滇缅 、华北和东北等 6个一级活动地块区和进

一步划分的拉萨 、羌塘 、巴颜喀拉 、柴达木 、祁连 、

川滇 、滇西 、滇南 、塔里木 、天山 、准噶尔 、萨彦 、阿

尔泰 、阿拉善 、中蒙 、中朝 、鄂尔多斯 、燕山 、华北平

原 、鲁东_黄海 、华南 、南海等 22个活动地块 ,地块

的边界是几何构造各异 、宽度变化不同的变形带

或活动构造带 。为便于计算 ,我们对活动地块的

边界进行适当简化 ,主要是将地块的复杂边界带

曲线简化为割线 ,并依据各个地块的整体性质对

其边界进行适当调整 ,最后增加祁连_河西块体 、

秦岭_珉山块体两个块体 。

　　3)我国大陆活动地块及边界的运动与变形

笔者分别计算了我国大陆及其周边一级活动

地块区和二级活动地块的运动和变形 ,得到如下

结果:对于一级活动地块区 ,东北地块区的运动速

率为 27.72mm/a ,方向为 SE60.7°;西域地块区的

运动速率为 31.53mm/a ,方向为 SE83.7°;秦岭地

块的运动速率为 35.11mm/a ,方向为 SE73.1°;渤

海地块的运动速率为 31.37mm/a , 方向为

SE64.5°;华北地块区的运动速率为 34.20mm/a ,

方向为 SE65.9°;青藏地块区的运动速率为

38.25mm/a ,方向为 NE85.4°;华南地块区的运动

速率为 36.37mm/a ,方向为 SE68.1°;滇缅地块区

的运动速率为 28.19mm/a ,方向为 SE68.7°。其

应变率参数见表 1 。二级活动地块的运动变形参

数由于数量较大不再列出 ,但其应变可见图 1 ,图

中圆圈为 1988 ～ 2001年发生的 6级以上地震 。

表 1　一级地块区的应变率参数/(10-9·a-1)

Tab.1　Strain Ra tes of the First O rder Blo cks/(10-9·a-1)

一级地块区
最大 、最小主压应变率

及其方向

　面膨

　胀率

最大剪切

应变率

东北地块区 -0.58 0.48 NW86.2° -0.1 0.53

华北地块区 -0.54 2.87 NW74.8° 2.33 1.72

西域地块区 -13.18 1.38 NW1° -11.8 7.28

青藏地块区 -5.67 9.15 NE49.85° 3.48 7.41

华南地块区 -2.52 4.12 NW44.2° 1.6 3.32

滇缅地块区 -17.74 22.58 NW0.5° 4.84 20.16

图 1　各活动地块应变率的分布

F ig.1　Strain Rate Distribution in the Active Blocks

　　从计算得到的各地块的位移 、应变参数 ,可以

推算出地块系统内任意点的位移。对于地块边界

上的点 ,可以由相邻的两个地块的位移 、应变参数

计算得到两组运动速度值 ,用地块边界中点的速

度差来表示地块边界的相对运动。从计算结果来

看 ,活动地块边界的相对运动方式主要是以走滑

运动为主 ,西部地块间的相对运动比东部地块间

的相对运动剧烈。一级构造的东北 、华北 、华南地

块区之间大部分边界的相对运动量在 2mm/a以

下 ,东北地块区与华北地块区的东部边界的相对

运动量稍大 ,但也在 4mm/a以下;青藏 、西域 、华

南地块区之间的相对运动剧烈 ,相对运动量都在

5mm/a以上 ,其中青藏高原北边界的阿尔金断裂

带为左旋滑动断层 ,滑动速率从西南的 9.9mm/a

逐渐减小为东北的 5.6mm/a;北东边界的祁连_

海原断裂带的左旋滑动量为 4.1 ～ 8.3mm/a;东

部边界的龙门山断裂以逆冲为主 ,其走滑运动并

不明显 ,主要表现为逆断层 ,安宁河_小江断裂带

的左旋滑动量约为 4.7 ～ 6.0mm/a。二级地块之

间的相对运动极其复杂。东部地块间相对运动剧

烈的地方主要位于中朝地块的边界 ,其他地块间

的相对运动都很微弱 ,在 5mm/a 以下。在西部 ,

祁连地块与祁连_河西块体的边界的错动量从西

向东增加 ,为左旋 3.1 ～ 10.3mm/a;祁连地块与

柴达木地块之间断裂带的相对错动量为左旋 7.6

～ 32.3mm/a;柴达木与巴彦喀拉地块之间的昆仑

断裂带相对错动为从西到东逐渐减少 , 为左旋

44.0 ～ 13.4mm/a ,到了边界东段转为右旋;巴彦

喀拉地块与羌塘地块之间的玛尼_玉树断裂带的

相对错动为左旋 15.1 ～ 8.8mm/a ,该断裂带上的

挤压作用是最大的 ,在 10mm/a以上;巴彦喀拉地

块与川滇地块边界的鲜水河断裂相对错动为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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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 6.0mm/a 左右 ,比实际的观测值要小;羌

塘地块与拉萨地块的边界嘉利断裂的西段为左旋

拉张边界 ,相对错动量为 7.2 ～ 3.7mm/a ,但拉张

速率达到 2 ～ 25mm/a;东段边界为右旋压缩边

界 ,走滑量为 5.6 ～ 4.8mm/a;羌塘地块与川滇地

块之间以逆冲为主 , 边界的相对错动为 5.8 ～

8.2mm/a。见图 2 ,图中圆圈为 1999 ～ 2001 年发

生的 6级以上地震。

图 2　活动地块边界的相对错动

Fig.2　Striking Slips on Boundaries of the Active Blocks

　　从图 1 、图 2可以看出 , 7级以上的大地震主

要发生在走滑运动量大的活动边界 ,且与高应变

率地块有关。

2　GPS连续观测站监测到的一些地
震前兆现象

　　从力学的观点看 ,地震孕育与发生过程是构

造运动作用 、导致应力或应变在地壳内某一局部

区域集中并最后导致岩石破裂的物理过程 ,这个

应力或应变局部集中区域称之为震源。在震源的

外围区 ,存在一个按一定方式分布并随时间变化

的应力场。我们所观测到的各种地震前兆现象 ,

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这个源外的应力场 ,或

由它所决定的位移场 、应变场 、倾斜场等的分布特

征。这就是GPS监测地震前兆的物理基础 。

1)我国昆仑山 8.1级地震

2001年 11月 14日 ,在我国青海省的昆仑山

中东段发生了 8.1级地震 ,其中最近的两个拉萨 、

德令哈站距这次地震震中的距离约 600km 。从

图 3可见 ,德令哈站 GPS 观测时间序列在地震前

3个月内有所反映 ,其中垂直向的变化大一些 ,其

余的基准站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变化 。

图 3　GPS 基准站的观测时间序列

Fig.4　Sequences Observed at the F iducial Stations

　　2)我国云南省的地震及台湾地震

为了对GPS观测时间序列进行精细分析 ,本

文采用了小波变换方法。根据多分辨率分析理

论 ,我们采用了小波分解与重构的快速算法 ———

马拉(Mallat)算法 ,对各 GPS 站资料采用 db4小

波进行分解 ,分解尺度为 8(即将观测序列按 8个

尺度进行分解)。从尺度 d 1 ～ d 8 ,信号频率逐级

降低 , d1 反映最高频率信号的特性 ,而 d8 反映信

号的趋势特性。

　　下面是福建厦门 GPS 基准站监测到的台湾

地区多次强震的前兆信息 。这些地震分别是:

1999年 9月 21日南投集集 7.6级地震;2000年

9月 10日苗栗 6.3级地震;2001年 12月 18日琉

球群岛西南 7.5 级地震 。在这些地震前 , 厦门

GPS基准站的连续观测序列 db4小波分解的 d 6

频段均出现异常 ,如图 4所示 。图 4中 , S 为观测

值曲线 , a6 为长趋势项。在 d6 频段可以清楚地

看到 ,地震前 6个月左右 ,出现一个周期约 3个月

的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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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厦门 GPS 基准站的连续观测序列 db4 小波

Fig.4　Sequences of Xiamen GPS Fiducial

Station in db4 Wavelet

　　3)一个境外地震的例子

2002年3月1日 ,美国华盛顿发生 7.0级大地

震。笔者从 IGS网站下载了距这次地震较近的 3

个GPS连续观测站SEAW(57km)、SEAT(52km)、

RTP1(22km)的观测序列数据 ,如图 5 所示。db4

小波6层分解的结果表明 ,在该地震前 ,震中附近

的这 3个站均接收到一个频带相同的异常信号 ,此

信号出现在各个站的时间基本相同。

3　结　语

1)我国 7 级以上的大地震主要发生在走滑

运动量大的活动边界 ,且与高应变率地块有关 ,这

可以作为地震中长期预测的判据。

2)在GPS 基准站的连续观测序列中 ,在低

频段于地震前 6个月或稍长时段有一定的前兆异

常出现 ,这可以作为地震中短期地震预测的判据。

不足之处有:

1)球坐标系下的非连续变形分析法对块体

变形的描述采用了常应变假设 ,因此不能给出块

体应变的分布;

2)我国的 GPS 基准站数量少 ,数据积累时

间短 ,可供分析的震例更少 ,因此所作出的结论是

初步的 ,其可靠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

图 5　美国华盛顿州地震和 GPS 观测序列小波变换图

Fig.5　Sequences Transformed in Wavelet and the Ear thquake Occurred in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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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present a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crustal deformation based primarily on GPS

measurements we made in Xinjiang f rom 1995 to 2002 ,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continuous GPS

data in Central Asi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tes on the southern border of the Tianshan move

at(15 ～ 19)mm/a to the NNE relative to the stable Eurasia plate.This rate increases to(20.9±

0.6)mm/a at Yopurga , our southernmost site in the Tarim basin , located 35km to the southeast of

the range f ront.A preliminary GPS Eurasia_Tarim Basin Euler vector of 36.5°±0.5°N ,99.2°±

1.1°E , 0.525°±0.030°/Ma is determined.

Key words:GPS;crustal defo rmation;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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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acco rdance w ith GPS dada produced from “Crust Movement Observation Netw ork of

China” , the current motin and defo rmation of the blocks and thei r boundaries in the continent of

China are computed and analyzed , using “ inverse DDA of a block system in the sphere coordi-

nate” .And making wavelet transformation for the observational sequences of GPS continuously

tracing stations ,we investigated approaches abstracting precursory information from the continu-

ously observat ional sequences of GPS wi th analysis of earthquake events occurred.

Key words:GPS;current crust movement;earthquake precursors;earthquake forcast

About the first author:WU Yun , researcher.He i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n geodesy , geodynamics and earthquake forecast.

E_mail:wuyun@public.wh.hb.cn

136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