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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慧１　孙付平１　秦　勇２

（１　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郑州市陇海中路６６号，４５００５２）

（２　武汉军事经济学院襄樊分院，襄樊市，４４１１１８）

摘　要：利用ＧＰＳ和ＶＬＢＩ的组合数据，解算了北美、欧亚、太平洋等１２板块之间的相对运动欧拉矢量，得到

了实测的板块运动模型ＧＶＭ１。与地学模型（ＮＵＶＥＬ１Ａ）的比较指出，ＧＶＭ１大体上与地学模型一致；ＥＵ

ＲＡＮＯＡＭ的极位置与ＮＵＶＥＬ１Ａ的相应极比较接近，旋转速率略微偏大；澳大利亚板块在最近几年内是

稳定的；太平洋板块与其他板块对的极位置与地学模型较为接近，这表明多种技术的组合数据提高了板块运

动模型建立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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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７９年开始，由美国宇航局组织实施的地

壳动力学计划（ＣＤＰ）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已测定了

约３００条基线的变化率。如果基线两端测站位于

不同板块的刚性部分，则基线长度变化率就反映

了板块间的运动；如果基线两端测站位于同一板

块上，则基线长度变化率就反映了板块内部及边

界的形变［１］。现在的地学板块模型是依据地球物

理观测数据导出的，推导时假设板块是刚性的，获

得公认的地学板块模型是 ＮＵＶＥＬ１Ａ。地学模

型给出的是最近几百万年内平均的板块运动，而

空间大地测量手段解出的是瞬时板块运动，与地

学模型的比较将可能对板块运动的稳定性、板块

的刚性作出验证。具体有关研究可参见文献［２～

６］。鉴于目前对这些小板块及造山带资料的缺

乏，本文仅对１２个大的板块建立模型，并与地学

模型ＮＵＶＥＬ１Ａ进行了比较。

１　数据预处理

本文采用的ＶＬＢＩ站坐标及站速度数据来自

美国宇航局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ＧＳＦＣ）提交给

国际地球自转服务机构（ＩＥＲＳ）的ＳＳＣ（ＧＳＦＣ）

０３Ｒ０１解，共有１４０多个测站的地心坐标和实测

站速度，其中近半数测站的站速度误差优于３

ｍｍ／ａ。ＧＰＳ站坐标及站速度数据来自美国加州

技术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ＪＰＬ）提交给ＩＥＲＳ的

ＳＳＣ（ＪＰＬ）０３Ｐ０１解，共有６８０多个测站的地心坐

标和实测站速度，站速度误差大多小于３ｍｍ／ａ。

本文所用台站的选择标准是：① 台站站速度

每一分量的方差是否好于３ｍｍ／ａ；② 台站是否

位于板块边界区或板块内明显的构造形变区；

③ 各台站的站速度的３个分量是否在同一方向

和同一量级上；④ 台站尽可能地全球均匀分布。

综合上述标准，可以判定台站的精度及其是否位

于稳定区，选择位于稳定区的台站的观测量来求

解板块运动参数，一般可以基本上消除局部形变

的影响。

由上述方法找到符合条件的台站如图１所

示，其中实线表示板块的边界，黑色的点表示

ＧＰＳ和ＶＬＢＩ两种技术在不同板块上的台站分

布。

２　板块运动模型的建立

地球近似为椭球体，但在研究板块运动时，因

在椭球面上处理起来十分复杂，因而常把地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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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ＰＳ和ＶＬＢＩ台站的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ＶＬＢ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似为球体，这种近似引起的误差是可以忽略不计

的。对于几个ｃｍ／ａ的板块运动来说，地球半径

的影响是很小的，常选用地球的平均半径（犚＝

６３６６．７４０ｋｍ）来计算。

板块的运动常采用旋转角速度矢量（或欧拉

矢量）珝Ω来描述。珝Ω 在球坐标系中的分量为λ、

和ω，其中，λ、为板块旋转极的经纬度，ω是旋转

角速度；珝Ω 在笛卡儿坐标系中的分量为Ω狓、Ω狔、

Ω狕，它们分别是珝Ω 在犡、犢 和犣 坐标轴上的投影

项。其相互关系为：

Ω狓 ＝ω·ｃｏｓｃｏｓλ

Ω狔 ＝ω·ｃｏｓｓｉｎλ

Ω狕 ＝ω·ｓｉｎ

（１）

　　板块运动有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之分，绝对

运动是板块相对于某一参考架（如热点参考架）的

运动，相对运动则是一个板块相对于另一个板块

的运动。建立板块运动模型通常是指建立板块相

对运动模型，也即求解板块之间的相对运动参数。

实测的板块运动数据主要有站速度和站间基

线变化率两类，其中站间基线变化率又可分为球

基线（弧长或大地线）变化率和基线矢量变化率

（只要采用长度和横向分量）。由于资料所限，本

文只采用站速度来解算板块的运动参数。

设犞狀犻、犞
犲
犻、犞

狉
犻 为犽板块上第犻个测站的站心

坐标速度，因板块运动主要沿水平方向，所以原理

上犞狉犻 与板块运动无关。犞
狀
犻、犞

犲
犻 与该板块绝对欧

拉矢量珝Ω犽（Ω
狓
犽，Ω狔犽，Ω

狕
犽）之间的关系式为

［７］：

犞狀犻

犞犲
［ ］

犻

＝
犚ｓｉｎλ犻 －犚ｃｏｓλ犻 ０

－犚ｓｉｎ犻ｃｏｓλ犻 －犚ｓｉｎ犻ｓｉｎλ犻 犚ｃｏｓ
［ ］

犻

·

Ω
狓
犽　Ω

狔
犽　Ω［ ］狕犽

Ｔ （２）

这里所谓的绝对欧拉矢量是相对站速度所基于的

运动学参考架而言的，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绝对

欧拉矢量。由式（２）可见，一个板块上至少应有２

个测站才能解出其绝对欧拉矢量。测站越多，分

布越合理，求得的欧拉矢量越准确。

为研究板块间的相对运动，并便于与地学模

型比较，通过矢量加减可把绝对欧拉矢量换算为

相对欧拉矢量，即

珝Ω犽犾 ＝珝Ω犽－珝Ω犾 （３）

式中，珝Ω犽、珝Ω犾分别是任意两板块的绝对欧拉矢量。

各板块对的相对运动欧拉矢量组合起来就构成了

板块运动模型。

３　板块运动参数的解算

实用中，观测量个数一般都大于待解参数个

数，因而可用最小二乘平差法来解算。设犡为待

解参数的估计值向量，犔为观测值向量，犞 为残差

改正数向量，那么式（２）可组成误差方程的统一形

式：

犞＝犃犡＋犔 （４）

根据最小二乘原理即可解出绝对欧拉参数犡。

由式（４）可得误差方程：

犞犾

犞
［ ］

犽

＝
犃犾 ０

犃犽 犃
［ ］

犽

犡犾

犡
［ ］

犽犾

－
犔犾

犔
［ ］

犽

（５）

式中，犡犽犾为犽板块和犾板块的相对欧拉参数。可

见，由式（５）既可求出相对欧拉矢量，也可求出绝

对欧拉矢量。

把欧拉参数换算为欧拉极之后，用误差椭

圆［３］来表示欧拉极的精度估计为：

犈２ ＝
σ
２

２
犙狓狓＋犙狔狔＋ （犙狓狓－犙狔狔）

２
＋４犙

２
狓槡（ ）狔 （６）

犉２ ＝
σ
２

２
犙狓狓＋犙狔狔－ （犙狓狓－犙狔狔）

２
＋４犙

２
狓槡（ ）狔 （７）

ｔａｎ２θ０ ＝
２犙狓狔

犙狓狓 －犙狔狔
（８）

式中，犈和犉 分别为误差椭圆的长半轴和短半轴

的长度；θ０ 为半轴与犡 轴的夹角；犙狓狓、犙狔狔和犙狓狔

是坐标犡、犢 的权系数。由式（１）对λ、和ω进行

线性化，再利用协方差传播定律得到欧拉极的权

系数，由式（６）～式（８）即可得到欧拉极的误差椭

圆。

４　参考架的统一

因为ＶＬＢＩ、ＧＰＳ的站速度是由不同国际空

间数据分析中心解算的，其各自运动学参考架的

约定会有所不同。要综合利用这两种数据，必须

使其统一在同一个特定的运动学参考架中。本文

采用５１对 ＶＬＢＩ和ＧＰＳ并置站的地心站速度，

将ＧＰＳ数据转换到 ＶＬＢＩ参考架中。转换模型

为：

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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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狓

犞′狔

犞′

熿

燀

燄

燅狕

＝

犞狓

犞狔

犞

熿

燀

燄

燅狕

＋

犜狏狓

犜狏狔

犜

熿

燀

燄

燅狏狕

＋

０ 犣 －犢

－犣 ０ 犡

犢 －犡

熿

燀

燄

燅０

·

犚狏狓

犚狏狔

犚

熿

燀

燄

燅狏狕

＋犇狏

犡

犢

熿

燀

燄

燅犣

（９）

由此解算出的７个转换参数为：平移参数犜狏狓＝

（０．３±０．１）ｍｍ／ａ，犜狏狔＝（１．５±０．１）ｍｍ／ａ，犜狏狕

＝（－０．９±０．７）ｍｍ／ａ；旋转参数犚狏狓＝（－０．０７

±０．０２）ｍａｓ／ａ，犚狏狔＝（０．０１±０．０２）ｍａｓ／ａ，犚狏狕＝

（－０．０３±０．０１）ｍａｓ／ａ，尺度因子犇狏＝０。利用求

出的转换参数和式（９），将 ＧＰＳ站速度转换到

ＶＬＢＩ所在的参考架，组合这两种技术的数据进

行板块运动学参数的解算。

５　解算结果及分析

利用上述方法和数据估计了北美、欧亚、太平

洋等１２个板块之间的相对运动欧拉矢量，而由于

ＣＯＣＳ、ＪＵＦＵ等板块以及板块内部造山带的数据

资料不足，无法获得它们的欧拉矢量，这有待于空

间大地测量技术的进一步观测。

把基于ＧＰＳ和ＶＬＢＩ组合数据建立的相对板

块运动模型称为ＧＶＭ１，它与地学模型ＮＵＶＥＬ

１Ａ的比较见表１。其中，（Φ，λ，Ω）为相对板块运动

的欧拉矢量，（犪，犫，θ０）为ＮＵＶＥＬ１Ａ与相应的相

对板块运动欧拉极的误差椭圆。图２是实测模型

欧拉极位置及其２倍的误差椭圆与地学模型的比

较，其中黑点表示实测模型 ＧＶＭ１的欧拉极位

置，“＋”表示地学模型 ＮＵＶＥＬ１Ａ欧拉极的位

置。图３是实测模型ＧＶＭ１解算的板块对之间

的旋转速率及其误差和地学模型相应值的比较。

从表１可以看出，ＧＶＭ１与地学模型 ＮＵ

ＶＥＬ１Ａ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中大部分欧拉矢量

与地学模型的给出值都较接近，说明这些板块的

运动在最近３Ｍａ内的平均运动是相对稳定的。

尽管两者很接近，但区别仍然存在，有些甚至很明

显。由图１可知，ＮＡＺＣ板块上只有两个ＧＰＳ观

测台站，且一个台站位于与 ＣＯＣＯ板块的交界

处，导致ＮＡＺＣ板块对经向的约束比较差，这表

表１　实测板块运动模型犌犞犕１与地学模型犖犖犚犖犝犞犈犔１犃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ＧＶＭ１ａｎｄＧｅ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ＮＵＶＥＬ１Ａ

板块对 运动模型
相对运动欧拉矢量

北纬Φ／（°） 东经λ／（°） 旋转速率Ω（°）／Ｍａ

欧拉极误差椭圆

长轴犪／（°）短轴犫／（°）长轴方向θ０／（°）

ＮＯＡＭＰＣＦＣ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４８．７ －７８．２ ０．７８ １．３ １．２ １１９

ＧＶＭ１ ５０．１±１．２ －７４．４±１．３ ０．７６６±０．０３１ ６．４ １．８ ９１

ＮＡＺＣＰＣＦＣ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５５．６ －９０．１ １．４２ １．８ ０．９ １７９

ＧＶＭ１ ５６．７±０．２ －８８．８±１．１ １．２３０±０．０１１ １．３ ０．９ １７５．６

ＮＡＺＣＡＮＴＡ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４０．５ －９５．９ ０．５４ ４．５ １．９ －９

ＧＶＭ１ ４１．２±１．８ －８７．９±２．２ ０．４２３±０．０２３ ４．２ ２．０ －１７．３

ＡＮＴＡＰＣＦＣ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６４．３ －８４．０ ０．９１ ２．１ １．０ ８１

ＧＶＭ１ ６４．５±０．３ －８９．５±２．１ ０．８３０±０．０１３ ２．１ ０．５ １．９

ＰＣＦＣＡＵＳＴ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６０．１ －１７８．３ １．１２ １．０ ０．９ －５８

ＧＶＭ１ －６０．４±０．１ －１７５．４±０．６ １．０７５±０．００６ ０．８ ０．５ －５４

ＥＵＲＡＰＣＦＣ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６１．１ －８５．９ ０．９０ １．３ １．１ ９０

ＧＶＭ１ ６１．９±０．２ －７９．４±１．５ ０．９０６±０．００８ １．６ ０．３ ８

ＣＡＲＢＳＯＡＭ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５０．５ －６５．３ ０．１９ １５．１ ４．３ －２

ＧＶＭ１ ６５．２±４．４ －７５．３±１０．６ ０．１４８±０．０５５ ３１．０ １２．９ ３１．６

ＥＵＲＡＮＯＡＭ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６２．４ １３５．８ ０．２１ ４．１ １．３ １６９

ＧＶＭ１ ７０．０±４．４ １３４．９±１．２ ０．２２６±０．０３９ ８．１ ２．４ １０６

ＡＦＲＣＮＯＡＭ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７８．８ ３８．３ ０．２５ ３．０ １．７ ７７

ＧＶＭ１ ８０．７±１．０ －８８．０±２．１ ０．２２１±０．０２２ ５５．１ ７．３ ２．０

ＮＯＡＭＳＯＡＭ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１６．３ －５８．１ ０．１５ ５．９ ３．７ －９

ＧＶＭ１ ５．４±１８．５ －４７．９±１１．９ ０．１２６±０．０８０ ２０．３ １１．９ －７７

ＡＦＲＣＳＯＡＭ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６２．５ －３９．４ ０．３２ ２．６ ０．８ －１１

ＧＶＭ１ ６６．３±１．４ －３４．７±９．１ ０．２５１±０．０１４ ９．８ ６．２ ２７．２

ＡＮＴＡＳＯＡＭ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８６．４ －４０．７ ０．２７ ３．０ １．２ －２４

ＧＶＭ１ ７３．６±１．７ －２７．０±１５．５ ０．２８１±０．０２１ １６．３ ４．８ －１８．６

ＡＵＳＴＡＮＴＡ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１３．２ ３８．２ ０．６８ １．３ １．０ －６３

ＧＶＭ１ １５．６±０．８ ３７．２±０．７ ０．６８６±０．００４ １．０ ０．６ ２６．０

ＡＵＳＴＡＦＲＣ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１２．１ ４９．８ ０．６６ １．２ ０．９ －３９

ＧＶＭ１ １１．７±０．６ ５０．３±１．０ ０．６３７±０．００８ １．１ ０．６ －２２．８

ＡＵＳＴＥＵＲＡ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１５．１ ４０．５ ０．７２ ２．１ １．１ １３５

ＧＶＭ１ １１．８±０．７ ４５．６±０．５ ０．６５９±０．００７ １．４ ０．６ １３０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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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ＳＯＡＭ、ＣＯＣＯ和ＮＡＺＣ三个板块之间的相互

运动在近几年内比较剧烈；ＡＲＡＢ板块只有一个

ＧＰＳ台站位于板块内部，其他３个ＧＰＳ台站都位

于与非洲板块的交界处，势必影响ＡＲＡＢ、ＡＦＲＣ

和ＥＵＲＡ三个板块之间的相互运动；与地学模型

相比，ＧＶＭ１中与南美板块相对应的板块对的极

位置相差较大，旋转速率也有所差别，由于南美板

块上有两个ＶＬＢＩ台站位于南美与纳兹卡板块的

交界处，几个 ＧＰＳ台站也位于南美板块的边缘

处，它们大都受到纳兹卡板块的强烈挤压作用，使

得台站的速率和方向都产生了较大偏差，故目前

南美板块上的台站还不能完全代表它的运动。这

些区别有可能与板块上测站数目较少、测站多位

于板块边界、板块之间有相互错动等因素有关，也

可能说明这些板块的相对运动比较剧烈，使得局

部区域产生了相对的不稳定性，并在空间大地测

量的结果中体现了出来。

从图２看出，在ＧＶＭ１模型中，澳洲板块与

ＮＯＡＭ、ＰＣＦＣ、ＳＯＡＭ、ＥＵＲＡ板块构成的欧拉

极位置与地学模型ＮＵＶＥＬ１Ａ的相应极都比较

接近。除ＥＵＲＡＰＣＦＣ外，其余板块对的ＧＶＭ１

欧拉极与 ＮＵＶＥＬ１Ａ的相应极都比较接近，且

它们的误差椭圆也基本上相互包括。从图３可以

看出，所有与ＡＵＳＴ有关的板块对，ＧＶＭ１的旋

转速率与 ＮＵＶＥＬ１Ａ的相应值都比较接近，这

说明 ＡＵＳＴ板块与其他板块的相对运动还是比

较稳定的。ＳＯＡＭＰＣＦＣ和ＥＵＲＡＰＣＦＣ板块

对的ＧＶＭ１旋转速率比ＮＵＶＥＬ１Ａ的偏大，而

ＡＵＳＴＰＣＦＣ和ＮＯＡＭＰＣＦＣ的则偏小，似乎表

明太平洋板块在周围板块的相互作用下趋于稳定

了。考虑到太平洋板块上台站比较少，结果的可

靠性不强，所以不能根据其与地学模型的差异来

推测这些板块之间的运动是否发生了变化。

由图２还可以看出，虽然ＥＵＲＡＮＯＡＭ的

图２　ＧＶＭ１和ＮＵＶＥＬ１Ａ欧拉极及其２σ误差椭圆

Ｆｉｇ．２　ＥｕｌｅｒＰｏｌｅａｎｄ２σＥｒｒｏｒ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ｏｆ

ＭｏｄｅｌＧＶＭ１ａｎｄＮＵＶＥＬ１Ａ

欧拉极位置比较接近，但误差椭圆相差比较大。

从图１台站的分布可以看出，欧亚板块上比较稳

定的台站都位于西欧一带，台站的布局不合理，对

欧拉极的约束很差。从图３还可以看出，ＧＶＭ１

的ＥＵＲＡＮＯＡＭ 相对旋转速率比 ＮＵＶＥＬ１Ａ

偏大４％，这表明欧亚西部与北美的相对运动在

最近３Ｍａ内有可能加快了，或者说大西洋的洋

脊扩张速率加快了。

图３　ＮＵＶＥＬ１Ａ和ＧＶＭ１旋转速率

（２σ）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ｏｔａｔ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２σ）

ｉｎＭｏｄｅｌＮＵＶＥＬ１ＡａｎｄＧＶ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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