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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 GPS 监测网的布网方案 、点位的选取 、观测方案 、数据处理方案等 , 并阐述了对两个监测网多

期观测成果联合处理 、分析的方法 , 给出了新疆及其天山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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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网)由国家

测绘局建于 1995 年 ,至 2000 年已完成该网的六

期观测 。天山地区 GPS 地壳形变监测网(天山

网)建于 1998年 ,至 2002年已经完成该网的三期

观测 。布设该监测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高精度的

GPS测量手段 ,监测新疆及其天山地区地壳运动

变化 ,为该地区的地壳形变及其地球动力学机制

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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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移动是目前有效途径之一 。参考国际上类似

的GPS 监测网布设方案 ,顾及在中国实施的现实

性 ,笔者设计了地壳形变监测网的布网方案 。天

山网由 3个固定站(喀什 、三岔口 、乌鲁木齐)、14

个主站和 14个辅点组成。点位集中分布在新疆

南天山地区。新疆网由两个固定站(喀什 、乌鲁木

齐)、8个主点和 9 个辅点组成 ,点位较均匀地分

布在新疆版图范围内 。点位的选取考虑到所选点

位能够充分体现该地区的地壳运动特征 ,并且能

够满足 GPS 观测的技术要求和实际需要 ,利于长

期保存以具备长期监测的可能性等条件 。

2　观测技术方案

GPS监测网的四期观测均采用 GPS 基准站

联测方式 ,以喀什和乌鲁木齐跟踪站和三岔口主

点为固定站。每期观测的流动站有 4_8台接收机

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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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点和主点联测 8

～ 14h ,数据采样间隔 30s ,卫星截止高度角 15°。

各期观测均符合技术要求 。

3　GPS监测网数据处理方案

新疆地区及其天山地区地壳运动 GPS 形变

监测网是大尺度 、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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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位置基准存在误差 ,并且 GPS网有

坚强的几何强度 ,于是强约束参考基准可能会对

网产生扭曲变形 ,从而引起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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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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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质量)无关 ,能最准确地求解观测的点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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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利用该框架中统一

的椭球面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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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处理软件和处理策略

新疆网和天山网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采用

GAM IT10.4/GLO BK5.0进行解算。不同期成

果联合解算原则就是将单天解中无约束的协方差

矩阵进行叠加处理得到最终的平差结果 。首先需

要考虑的是确定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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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坐标参考框架的选取

各期监测网在数据处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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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坐标参考框架 。因此分

析五年来的测站的点位位移情况 ,必须首先将两

个监测网多期数据处理成果化算至统一的

ITRF2000坐标框架下。

为了将新疆网和天山网的坐标解和速度解更

好地纳入统一的 ITRF2000框架 ,在最终联合平

差阶段 ,将全球大约 55 个 IGS 核心站的 H 文件

与单天解中无约束的协方差矩阵(H 文件)联合处

理。为了定义参考框架 , 将 IGS 核心站的

ITRF2000框架下的坐标和速度加 1δ的约束 ,同

时给予轨道较松弛的约束 。这样的处理结果是属

于 ITRF2000框架的。

4　监测网速度计算与精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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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常采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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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协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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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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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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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RF2000

框架 ,得到的速度场属于这个全球框架 。

由几期观测成果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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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能反映各点的实际观测质

量。

4.2　坐标与速度场精度的统计分析

为了与 GLOBK 求出的坐标和速度场信息有

一个比较 ,以及检验 GLOBK 解算结果实际能够

达到的精度指标 ,本文利用多期观测成果的坐标

差 ,通过拟合的方法求点位速度场和精度 。具体

步骤如下:用 GLOBK 软件将新疆网 6期的成果

归算到统一 ITRF2000框架下 ,从每年的 ORG文

件中提取各个测站的坐标位置 ,这样 6 期的坐标

成果是在相同的框架下 ,但不是在相同的历元下。

以监测网 1995年的坐标位置为初值 ,以后每年的

坐标位置减去坐标初值 ,从而得到每年坐标位置

的相对变化量 。通过每年的坐标变化量可以生成

变化量的时间序列图 。

速度场拟合方法为:设速度场变化曲线为

y =ax +b ,其中 x 为 GPS 年数 , y 为 GPS 年坐

标位置 , a 、b 为未知数 ,分别代表斜率和截距。

令 v =y -(ax +b),采用最小二乘法解算方

程 ,即令 v
T
v =min ,则得到未知数(a b)T 的解和

单位权中误差 σ0 ,即

(a b)T = (x 1)T(x 1)-1 (x 1)Ty

σ
2
0 =

v
T
v

n -1 , D X =σ
2
0 (x 1)

T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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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a 为年速度场信息 , σ0 为每年解坐标的离

散度。 σ0 的大小既反映每年解算坐标的精度 ,又

反映速度场拟合的精度 。当残差 v 是随机分布

时 , σ0为每年坐标的精度;当 v 存在系统偏差 ,则

说明 a 不太可靠 ,存在其他系统偏差或误差。

由表 1可见 ,纬度 N 的坐标离散在 1 ～ 4mm

之间变化 ,经度 E 在 2 ～ 7mm 之间变化 ,高程 U

在15 ～ 38mm 之间变化。从速度场精度来看 , N

方向速度场精度为 0.4 ～ 0.8mm/a , E 方向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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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精度为0 .9 ～ 1 .8mm/a , U 速度场精度为 3 ～ 8mm/a 。
表 1　通过拟合方法求出的速度场 、速度场精度及坐标残差的离散度

Tab.1　Results of Velocity , P recision of Velocity and Residual Erro r of Coordinate

点名 V N/mm·a-1 N 速度场精度 N 离散度 VE/mm·a-1 E速度场精度 E 离散度 VU/mm·a -1 U 速度场精度 U 离散度

博乐 0.043 0.470 1.968 42.963 0.963 4.029 16.171 4.386 18.348

库尔勒 4.734 0.604 2.526 40.500 1.257 5.256 15.897 3.622 15.151

且末 7.491 0.864 3.615 32.291 1.867 7.812 20.489 8.108 33.917

库车 5.630 0.826 1.968 40.970 0.634 2.004 18.500 5.827 18.427

喀什 15.549 0.125 0.524 37.237 1.194 4.997 32.146 9.274 38.795

　　图 1为监测网喀什站坐标与速度场信息及其

拟合残差 统计图 , 图中 横轴为 观测 年份。

图 1(a)、1(b)、1(c)中的纵轴为各年坐标与初值

坐标之差 ,颜色较淡的线分别表示 N 、E 、U 每年

解的实际位置 ,颜色较深的线分别表示由拟合的

速度场得到的 N 、E 、U 位置。可以看出 , E 、N

坐标随时间的变化位于速度场拟合直线两侧 ,基

本上为随机分布;N 变化的振幅在 2mm 以下 , E

变化的振幅在 8mm 以下 ,但 U 变化的振幅则超

过了 40mm 。图 1(d)、1(e)、1(f)中的纵轴为每年

解的实际坐标与由拟合的速度场确定的坐标之

差 ,图中的线分别表示 N 、E 、U 二者之差 。可以

看出 ,测站的 N 、E 坐标残差随时间的变化为随

机变化曲线 ,而高程 U 坐标残差仍有大的跳变 。

　　　　　　　　　　　　　　　　　　　　　　　　　　　　　　　　　　　

(d)　　　　　　　　　　　　　　　　　　(e)　　　　　　　　　　　　　　　　　(f)

图 1　监测网喀什站坐标与速度场信息及其拟合残差统计图

Fig.1　Information and Residual Error in Coordinate and Velocity of Kashi

5　新疆地区块体运动讨论

新疆地区地壳形变监测网 6期成果的综合分

析采用了欧亚块体定义参考框架 ,并选取了欧亚

板块全球站数据和中亚地区较为稳定的点作为实

现参考框架的框架点 。目前国际上以坐标和速度

场最为精确的 IT RF2000坐标参考框架作为形变

分析的坐标框架基准。由于各点在 ITRF2000框

架下的速度场包含有欧亚板块运动和大陆板内运

动 ,因而采取从 ITRF2000 框架下的绝对速度减

去欧亚板块运动速度来得到大陆板内运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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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T RF2000 坐标框架

中求出的点位速度值 ,不易分辨我国大陆内部的

相对运动情况 。图 2列出了新疆网和天山网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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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疆地区位于青藏高原板块北缘。从板内

速度场描述可看出 ,在新疆中部库尔勒和乌鲁木齐

一带 ,速度为 5 ～ 10mm/a ,方向北东;西部距印度碰

撞带较近 ,地壳位移速度明显加大 ,乌什 、喀什一

带 ,速度达 20 ～ 25mm/a ,方向北东。在塔什库尔

干 、麻扎地区速度达 35mm/a ,方向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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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向北东位移 ,而东塔里木盆

地则以约 14mm/a的速率向北位移 。而且西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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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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新疆 、天山监测网速度场(相对于欧亚板块)

Fig.2　Velocity of GPS Monitoring Netw ork in

Xinjiang and Tia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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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2mm/a 南北缩短 ,东天山约 3mm 缩

短 ,天山由西向东 ,缩短速率明显减少 ,其中喀什

(KSSY)附近的西天山地区南北缩短比较明显 ,

天山山脉东西方向约有 2mm 的年伸缩率 。

6　结　语

通过对新疆地区布设的 GPS 地壳形变监测

网的处理和分析 ,初步得到以下结论。

　　1)为了研究新疆及其天山地区地壳运动与

构造变形 ,选择恰当的运动参考基准是最为关键

的问题。

2)为了获得点位位移时间序列 ,本文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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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3)监测网点坐标残差随时间的变化基本上

为随机变化曲线 ,振幅在 5 ～ 30mm;速度场拟合

后的 NE 分量每年解坐标的离散度约为 5mm ,它

比每年解给出的中误差要大 2 ～ 3倍;拟合的速度

场精度在 N 、E 方向为 1mm/a左右 ,优于点位坐

标的精度 ,可以反映点位的变化规律 。从速度场

数值与速度场精度的数值的大小可以看出 ,解算

的速度场及其精度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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