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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监测中国沿海验潮站垂直运动观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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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两期ＧＰＳ观测数据，结合绝对重力测量结果分析了中国沿海海岸在欧亚框架

下的水平运动及在全球框架ＩＴＲＦ２０００下的垂直运动特征，并讨论了ＧＰＳ定期观测与连续观测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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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全球温度升高和冰川融化等环境因素，

在过去１００ａ内全球海平面上升了１０～２５ｃｍ
［１］。

海平面变化是全球变化的主要监测内容之一，目

前用于海平面监测的主要方法是沿海验潮站潮位

观测。一些学者根据多年验潮资料分析了我国验

潮站附近海域的年平均海平面变化速率，其量级

一般在每年几个ｍｍ以内，不少地方还存在下降

趋势，如秦皇岛、青岛等，有的站附近的海平面上

升速率过大，如吴淞、塘沽等［２～４］。验潮站观测属

于局部地区的相对海面观测，其参考点为验潮站

附近的水准点。局部相对海平面变化固然重要，

但在研究大区域甚至全球海平面变化时，应考虑

大陆本身的垂直运动，并将高程统一到一个绝对

的参考框架之中。海平面绝对变化可以通过水准

点的垂直变化加以校正：

Δ犺＝Δ犺验潮 ＋Δ犺水准 （１）

为了获得绝对的海平面变化，应将陆地的垂直升

降运动分离出来［３～５］。如何获得水准点高程的变

化，传统的方法是通过高精度的水准测量，目前最

高等级的水准测量精度为（０．５～１）ｍｍ／ｋｍ。中

国海岸线很长，由水准测量获得的相对高程最大

误差将达到ｃｍ级（如最南端到最北端的高差），

这一精度超过了海平面变化的范围。另外，水准

测量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观测周期也很长。

尽管ＧＰＳ测得的是大地高（测点至椭球面的几何

距离），与水准高程系统不同，但在研究高程变化

时可以忽略这种系统差别，在大尺度范围内，ＧＰＳ

高程测量精度能够达到甚至超过水准测量精度，

高精度ＧＰＳ高程测量成为我国陆海垂直运动监

测的新手段［１，５］。绝对重力值是全球物质的重力

效应总和，目前ＦＧ５绝对重力仪观测精度可达到

１～２μＧａｌ，重力变化主要与附近区域物质运移和

测点高程变化有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高程

变化是其主要因素。重力变化与高程变化可以近

似通过Ｂｏｕｇｕｅｒ梯度表示，即ｄ犵／ｄ犺＝－１．９６７

μＧａｌ／ｃｍ
［６］。因此，绝对重力测量可以作为监测

地壳垂直运动的一种辅助手段。

１　犌犘犛观测方案

为了有效监测陆地和海平面的垂直运动，笔

者分别在南海、东海、黄海和渤海沿海选择了验潮

资料比较长、具有代表性的５个验潮站，布设了

ＧＰＳ和绝对重力观测点。这５个验潮站包括：广

东闸坡（ＺＡＰＯ）、福建平潭（ＰＩＴＡ）、浙江镇海

（ＺＨＡＩ）、青岛（ＱＤＡＯ）和秦皇岛（ＱＨＤＡ）。在

每个验潮站分别布设了ＧＰＳ主站和副站两个观

测点。主站一般选在基岩上，尽可能地代表该地

区的地壳运动特征，采用强制对中。副站直接选

在验潮站使用的水准点上（镇海的水准点无法实

施ＧＰＳ观测，在水准点附近选一副站代替）。结

合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中沿海的几个基准站，

这些站为长期跟踪站，每天２４ｈ连续观测
［７］，构

成我国沿海基本均匀分布的ＧＰＳ地壳运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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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位分布如图１。

野外观测使用ＪａｖａｄＬｅｇｅｎｄ和 Ａｓｈｔｅｃｈ双

频ＧＰＳ接收机，天线采用扼流圈天线，最大限度

地削弱了多路径和观测噪声的影响。两期的观测

时间分别为：第一期为２００１１２０２至２００１１２２７，

第二期为２００３０３１０至２００３０４０６。主站连续

２４ｈ观测７～８ｄ，副站最少观测天数不少于４ｄ。

２　数据处理

为了比较中国沿海和大陆的相对运动，并将

观测结果统一到全球参考框架下，将同期中国地

壳运动观测网络的所有ＧＰＳ基准站观测数据和

中国周边的几个ＩＧＳ跟踪站资料联合解算，国外

ＩＧＳ站包括ＩＲＫＴ、ＫＩＴ３、ＳＥＬＥ、ＵＳＵＤ。采用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ＧＡＭＩＴ软件（Ｖｅｒ．１０．４）和

ＩＧＳ公布的精密星历，利用差分定位模式，卫星轨

道误差可以基本消除。在基线处理时考虑了固体

潮、海潮和极移改正，卫星截止高度角为１５°，以

双频电离层组合ＬＣ作为基本观测量，对流层误

差采用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和分段参数估计，每小

时设置一个参数。首先处理出每天的单日时段松

弛解。松弛解对所有测站采用较弱的坐标约束，

坐标的三个分量的先验精度设为１００ｍ，卫星坐

标的先验精度为３００ｍ。基线计算精度表明，每

天的坐标解算精度在南北方向为１～３ｍｍ，东西

方向为２～４ｍｍ，高程精度为８～１０ｍｍ。松弛

解可以保证处理时网型不发生畸变，即各个测站

之间的相对位置准确。由区域网获得的松弛解与

同期的全球解ｈ文件联合进行平差（全球解ｈ文

件可从ＩＧＳ网站下载），并将观测网转换到绝对

参考系ＩＴＲＦ２０００中，获得ＩＴＲＦ２０００下的测站

坐标和速率［８，９］。笔者采用精度较高的ＩＧＳ核心

站作为转换基准，这些核心站的精度为：坐标

０．００３ｍ（ＮＥ）、０．００５ｍ（Ｕ），速率０．００２ｍ／ａ

（ＮＥＵ）。高程的重复性精度达到ｍｍ级。

３　沿海水平和垂直位移结果

按上述 ＧＰＳ计算方案获得的速度场属于

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测站的位移和速率包容了欧亚

板块本身的运动，而板块运动速率较大，容易掩盖

板内各测站的局部相对运动。为此，首先根据

ＩＧＳ站速率计算出欧亚板块的欧拉矢量Ω，然后

再减去板块运动的背景场，得到所有测站相对于

欧亚板块的速度场。在研究板块运动时，一般将

板块视为刚体，根据刚体运动学原理有：

狏＝Ω×狉 （２）

其标量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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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ＥＲＳ提供的ＩＴＲＦ２０００包括了测点在参考时

刻的坐标（狓，狔，狕）和速率（狏狓，狏狔，狏狕），根据式（３）

可以由最小二乘原理获得欧拉矢量（Ω狓，Ω狔，Ω狕），

计算时剔除了精度较低和残差较大的测站，实际采

用属于欧亚板块的ＩＧＳ站为６９个
［１０］。计算结果

定义为表１中的ＩＴＲＦ２０００ＶＥＬ模型，为本文计算

背景场所采用。表１同时列出与地质模型（ＮＮＲ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１１］和ＩＴＲＦ９７ＶＥＬ

［１２］的差别。

表１　欧拉板块的欧拉旋转矢量

Ｔａｂ．１　ＥｕｌｅｒＶｅｃｔｏｒｏｆＥｕｒａｓｉａＰｌａｔｅ

模型 ω／（°／Ｍａ） λ／（°） φ／（°） 选用ＧＰＳ点数

ＮＮＲＮＵＶＥＬ１Ａ ０．２３４ １１２．３ ５０．６ 地质模型

ＩＴＲＦ９７ＶＥＬ ０．２６３±０．００１８ －９７．６±０．７ ５９．３±０．３ ８７

ＩＴＲＦ２０００ＶＥＬ ０．２５７±０．００４７ －１０１．９±１．５ ５５．７±０．９ ６９

　　各个测站相对于欧亚板块的速率由下式计

算：

狏犲犪 ＝狏２０００－Ω×狉 （４）

　　由于欧拉旋转不能描述垂直运动，因此，仍然

以ＩＴＲＦ２０００下的大地高作为高程系统。表２给

出了沿海ＧＰＳ测站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速率，

同时列出了两期时间间隔为一年的绝对重力值变

化量。

图１绘出了沿海测站和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

络基准站相对于欧亚板块的水平速度场。计算结

果表明，在欧亚框架下，整个中国沿海海岸都存在

东南方向的水平运动，长江口以南海岸的速率约

为（８～１２）ｍｍ／ａ，以北海岸位移量相对较小，其

量级大约为（２～６）ｍｍ／ａ，属于相对稳定地区。

图２绘出了沿海测站在ＩＴＲＦ框架下的垂直位移

速度。以杭州湾为界，南部海岸以上升为主，上升

幅度为每年（５～１０）ｍｍ，北部有升有降，其变化

幅度较小，其量级为（２～５）ｍｍ／ａ，上海站下降５

ｍｍ／ａ，青岛主站和副站下降幅度均为２ｍｍ／ａ，

而秦皇岛主站和绥阳以每年（１．５～２．１）ｍｍ／ａ

５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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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沿海ＧＰＳ测站的水平速率（相对于欧亚板块）、垂直速率和重力变化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ｈｏｒｅ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ＥｕｒａｓｉａＰｌａｔｅ）

测站 点位说明 经度／（°） 纬度／（°）
ＥＷ／

ｃｍ·ａ－１
精度／

ｃｍ·ａ－１
ＮＳ／

ｃｍ·ａ－１
精度／

ｃｍ·ａ－１
ＵＰ／

ｃｍ·ａ－１
精度／

ｃｍ·ａ－１
重力变

化／μＧａｌ

ＳＵＩＹ 绥阳 １３０．９１ ４４．４３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２２

ＱＨＤＡ 秦皇岛主站 １１９．６２ ３９．９１ ０．３１ ０．１３ －０．３７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３４ －６．２

ＱＨＤＳ 水准点 １１９．６１ ３９．９１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４４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３２

ＱＤＡＯ 青岛 １２０．４４ ３６．０７ ０．５９ ０．１４ －０．５２ ０．０９ －０．２０ ０．３４ －１．９

ＱＤＳＬ 水准点 １２０．４３ ３６．０５ ０．６１ ０．１５ －０．４６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４０

ＳＨＡＯ 上海 １２１．２０ ３１．１０ ０．８５ ０．１０ －０．８０ 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２１

ＺＨＡＩ 镇海主站 １２１．７２ ２９．９７ １．０３ ０．１４ －０．７２ ０．１０ ０．５８ ０．３８ １．５

ＺＨＳＬ 副站 １２１．７５ ２９．９８ ０．８８ ０．１４ －０．８３ ０．０９ ０．８２ ０．３６

ＰＩＴＡ 平潭主站 １１９．８５ ２５．４６ １．１４ ０．１４ －０．７０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３６ ４．４

ＰＴＳ１ 水准点 １１９．８４ ２５．４６ ０．６８ ０．１５ －０．６９ ０．１０ ０．７３ ０．４０

ＸＩＡＭ 厦门 １１８．０８ ２４．４５ １．００ ０．１１ －０．６３ ０．０８ ０．８７ ０．２３

ＧＵＡＮ 广州 １１３．３４ ２３．１８ ０．８６ ０．１１ －０．５７ 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２３

ＺＡＰＯ 闸坡主站 １１１．８２ ２１．５８ ０．７８ ０．１４ －０．７９ ０．１０ ０．８３ ０．３７ －１０．１

ＺＰＳ１ 水准点 １１１．８２ ２１．５８ ０．８０ ０．１７ －０．７５ ０．１２ １．０４ ０．５３

ＺＰＳ２ 副站 １１１．８２ ２１．５８ ０．５７ ０．１７ －０．６４ ０．１１ ０．５０ ０．５１

ＱＩＯＮ 琼中 １０９．８４ １９．０３ ０．６０ ０．１１ －０．５４ ０．０８ １．０８ ０．２５

图１　沿海ＧＰＳ测站和中国地壳运动观测

网络基准站相对于欧亚板块的水平速度场

（观测时间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３）

Ｆｉｇ．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ｓｈｏｒｅａｎｄＣＭＯＮＯＣ

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ＥｕｒａｓｉａＰｌａｔｅ）

图２　沿海ＧＰＳ测站的垂直位移速度

（圆点代表主站或网络基准站，三角形代表副站）

Ｆｉｇ．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

Ｉｎｓｈｏｒｅ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的速度上升，秦皇岛副站（水准点在验潮站的栈桥

上）以２ｍｍ／ａ的速度下降。水准观测资料也表

明，南部上升幅度较大，北部有下降趋势［１３］。总

体上，南中国海海岸无论是水平位移速度还是垂

直位移速度都比北部大。

图３是根据绝对重力变化由Ｂｏｕｇｕｅｒ梯度

（ｄ犵／ｄ犺＝－１．９６７μＧａｌ／ｃｍ）推算出的高程变化。

闸坡和秦皇岛两个测站的重力值都下降，表明该

处可能存在上升趋势，与ＧＰＳ结果一致，但其数

量级过大，平潭、镇海的重力测量结果表明两站为

下降趋势，青岛观测站的重力测量也显示该站为

微小上升趋势，与ＧＰＳ测量结果不一致，但这三

点的重力变化量都较小，属于重力测量精度范围。

重力测量精度决定了其高程监测精度在１ｃｍ左

右，而ＧＰＳ高程监测精度为 ｍｍ级，只有在高程

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两者才可能取得一致的结果。

图３　绝对重力获得的测站垂直位移速率

（由Ｂｏｕｇｕｅｒ梯度推算）

Ｆｉｇ．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４　讨　论

ＧＰＳ用于沿海海岸的垂直位移监测，采用一

周观测时间的定期复测，高程方向的内符合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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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可以达到３～４ｍｍ，垂直速率的精度在４

ｍｍ／ａ以内。但是，由于观测时间尺度仅一年，且

观测结果中还存在周期性的全球高程震荡和季节

性变化［１４］，本文得出的海岸高程变化信息主要代

表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０３期间的变化量，水准点垂直

变化率和主站有所区别，但其升降趋势是基本一

致的，在分析同时期的海平面月变化时可供参考。

由绝对重力变化量根据Ｂｏｕｇｕｅｒ梯度推算出的高

程变化量相对于ＧＰＳ观测结果还有一定的差别，

其原因一方面受沿海重力观测精度本身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在海边测量，水平运动对绝对重力

变化也存在影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图４是

网络基准站琼中（ＱＩＯＮ）从２００００６０１～２００３１２

的高程时间序列图，沿海验潮站同期观测时段在

图４中只能表示为两点（Ａ、Ｂ），由三年半长期观

测计算的垂直变化量为－０．５ｍｍ／ａ，而仅用两期

的观测结果获得的垂直速度为＋１０．８ｍｍ／ａ。类

似的情况也出现在ＧＵＡＮ、ＸＩＡＭ、ＳＨＡＯ、ＳＵＩＹ

基准站上，只是这些测站的季节性变化幅度要小

一些。高程季节性的变化主要原因来自于大气负

荷，相对而言，水平方向对大气负荷对的响应要小

得多。

图４　ＧＰＳ连续观测与定期观测确定高程

位移的比较（以测站ＱＩＯＮ为例）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海平面观测是一项长期的观测研究，监测沿

海海岸运动也是如此，在一年间隔的观测时期内

只能给出一些初步的分析结果。在今后的观测研

究中最好采用连续观测，由于条件限制而只能采

取定期观测时，应尽量采用一年中相同的时间进

行观测，而且需要相当长的观测时期才能监测出

海岸的长期垂直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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