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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犌犘犛技术测定珠峰高程变化及其
北坡地壳形变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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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我国单独或与外国合作，在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５年、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５年

对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的高程及其北坡的地壳运动进行了６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其中包括天文、重力、

平面、高程和大气折射等方面的外业作业、数据处理和科学研究。本文对我国上述几次测量中的ＧＰＳ和水准测

量等数据进行了综合，对珠峰峰顶雪面高程值的变化和该地区地壳的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进行了探索。根据

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５年的ＧＰＳ测量，珠峰峰顶雪面高程的变化在１３ａ间约下降２５ｃｍ，平均年下降率为１．８ｃｍ。根

据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间的三次ＧＰＳ测量，珠峰北坡地区的地壳水平运动平均每年以４ｃｍ的速度向北东４５°方向

推进。根据１９６６～２００５年的多期水准测量，该地区的地壳垂直运动平均每年上升１．８ｍｍ。此外，若从以上

各个时间段作进一步分析，则发现珠峰北坡地壳的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非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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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Ｐ２２７

　　近４０余年来，我国大地测量工作者单独或与

国际合作，分别在 １９６６ 年、１９７５ 年
［１３］、１９９２

年［４６］、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
［７，８］和２００５年

［９］对珠峰高

程及其北坡（以下简称珠峰地区）进行了６次大地

测量作业，其中包括天文、重力、定位、高程、大气

折射等项目的测量和数据处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前，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测定珠峰高程和珠峰

地区的地壳运动主要采用经典大地测量技术。从

１９９２年起，既采用了经典大地测量技术，也采用

了ＧＰＳ等现代大地测量技术。１９６６年，建立了

珠峰测量控制网，用三角高程测量方法测定了珠

峰高程，首次在珠峰地区进行了高空折光系数的

探测和重力测量。１９７５年，我国为了提高珠峰测

高的精度和可靠性，在珠峰峰顶设立了测量觇标，

采用三角高程测量观测觇标的方法测定了珠峰高

程。为了精化珠峰地区的局域重力场，采用普拉

特海福特均衡模型计算珠峰地区的均衡重力异

常，在该地区的重力点测至高达７７９０ｍ，离珠峰

峰顶仅１．９ｋｍ，天文点测至高达６３３６ｍ，离珠峰

峰顶仅５ｋｍ，同时采用天文重力水准技术精化相

应的局域大地水准面。在１９７５年珠峰测高时，还

在珠峰峰顶上进行了冰雪层厚度探测，这些均是

世界珠峰高程测量史上的第一次［１３］。１９９２年中

意合作，在珠峰峰顶再次设立了测量觇标，并安置

了测距棱镜和ＧＰＳ接收机，在珠峰测高的科学历

程中第一次采用了激光测距和ＧＰＳ技术，还采用

了珠峰南坡和北坡两侧同步进行ＧＰＳ联测，并同

时综合利用激光测距和三角高程测量，这是珠峰

测高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次。

此外，在珠峰峰顶再次进行了冰雪层厚度探

测［４６，１０］。１９９８年中美合作，拟同样在珠峰南坡

和北坡两侧综合利用上述技术测定珠峰高程。但

该年由于登顶失败，因此同１９６６年一样，只有三

角高程测量交会珠峰山头的测高成果。１９９８年，

我国在珠峰北坡地区仍进行了大规模的地面大地

测量作业。１９９９年，美国进行了珠峰南坡和峰顶

的ＧＰＳ联测，中美双方利用同期观测的珠峰周边

的ＧＰＳ连续运行站（ＣＯＲＳ）的数据，合作进行了

珠峰高程计算［７，８］。２００５年，我国对珠峰高程进

行了新的测定，在峰顶设立了测量觇标，综合利用

测距、三角高程和ＧＰＳ技术测定珠峰高程。这次

测定总结了以往珠峰峰顶ＧＰＳ测量的经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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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技术措施提高了峰顶ＧＰＳ测量的精度；采用

爱黎海斯卡宁均衡模型计算珠峰地区的均衡重

力异常，利用珠峰周边地区的实测重力数据，结

合数字地形模型和全球重力场模型精化珠峰地区

的局部重力场；采用 ＧＰＳ水准精化珠峰地区的

（似）大地水准面。此外，采用与ＧＰＳ集成的雷达

探测技术，测定了珠峰峰顶冰雪覆盖层的厚度，提

高了测量珠峰峰顶冰雪覆盖层厚度的可靠性［９］。

１　珠峰峰顶雪面高程的升降

　　４０年来，我国历次测定的珠峰峰顶雪面高程

（正高）如表１所示。

表１　我国历次珠峰峰顶雪面高程测定值

Ｔａｂ．１　Ｏｒｔ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ＳｎｏｗＳｕｍｍｉｔｏｆＭｔ．Ｑｏｍｏｌａｎｇｍ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Ｐａｓｔ４０Ｙｅａｒｓ

施测时间
珠峰峰顶雪面测

定值（正高）／ｍ

珠峰高程

采用值／ｍ
备　　注

１９６６年 ８８４９．７５ ８８４９．７５ 三角测高交会山头，未测峰顶雪深

１９７５年 ８８４９．０５ ８８４８．１３ 三角测高交会峰顶觇标，采用值为测定值减去当年所测峰顶雪深０．９２ｍ

１９９２年 ８８４９．０４ ８８４６．４９ 三角测高和测距交会峰顶觇标与ＧＰＳ测定，采用值为测定值减去当年所测峰顶雪深２．５５ｍ

１９９８年 ８８４８．５８ ８８４８．５８ 三角测高交会山头，未测峰顶雪深

１９９９年 ８８４８．４５ ８８４８．４５ ＧＰＳ测定，未测峰顶雪深

２００５年 ８８４７．９３ ８８４４．４３ 三角测高和测距交会峰顶觇标与ＧＰＳ测定，采用值为测定值减去当年所测峰顶雪深３．５０ｍ

　　表１第二列所列的珠峰峰顶雪面正高值在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５年属于黄海１９５６高程基准
［１３］，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５年为黄海１９８５高程基

准［４，５，８，９］，这两个基准相差只在ｃｍ级，其值包括

了经典大地测量技术的测量误差、ＧＰＳ测量误差

及含有珠峰地区推算（似）大地水准面的误差。因

此，要比较准确地推算珠峰峰顶雪面高程的变化，

在已经使用ＧＰＳ技术测定珠峰峰顶雪面高的情

况下，应主要考虑对采用ＧＰＳ技术所测的相应成

果进行比较。在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９９年５月和

２００５年５月，三次利用 ＧＰＳ技术测得的珠峰峰

顶 雪 面 高 （ＷＧＳ８４）分 别 为 ８８２１．６５ｍ、

８８２１．０９ｍ和８８２１．４０ｍ。表２列出了这段时期

内珠峰峰顶雪面高的变化。

从这些成果的可靠性方面考虑，这同珠峰峰

顶雪面ＧＰＳ站与地面同步ＧＰＳ联测站的测量值

的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较大。在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５

年，与珠峰峰顶ＧＰＳ联测的地面ＧＰＳ站分别为４

个和７个，而１９９９年则只有２个。若从削弱珠峰

峰顶雪面高程短期性变化的影响来考虑，则选用

的珠峰峰顶雪面高程施测时间的跨度应尽可能

大。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考虑，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５

年间测定珠峰峰顶雪面升降值的可靠性方面应该

说比较好。从表２可见，２００５年的珠峰雪面高程

表２　珠峰峰顶雪面高程的变化值（ＧＰＳ测定）

Ｔａｂ．２　Ｈｅｉｇｈ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ｎｏｗＳｕｍｍｉｔｏｆＭｔ．

Ｑｏｍｏｌａｎｇｍ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ＧＰ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时间间隔 ２００５～１９９９ １９９９～１９９２ ２００５～１９９２

雪面升降值／ｍ ＋０．３１ －０．５６ －０．２５

雪面年平均升降

值／ｃｍ·ａ－１
＋５．１ －８．０ －１．８

比１９９２年的相应值低了约０．２５ｍ，这１３ａ中，珠

峰雪面高程每年平均约下降１．８ｃｍ。

２　珠峰峰顶冰雪层厚度测量

在１９７５年珠峰测高时，中国登山队员在珠峰

峰顶采用端头为包铁的木质探杆插进冰雪层，测

得厚度为０．９２ｍ
［１３］。１９９２年中意合作进行珠峰

测高时，意大利登山队员在峰顶用钢质探杆插进

冰雪层，测得厚度为２．５５ｍ
［４６］。２００５年珠峰测

高时，中国登山测量队员使用与ＧＰＳ集成的便携

式雷达探测仪测定珠峰峰顶冰雪层的厚度，提高

了测峰顶雪深的精度和可靠性。根据雷达探测仪

上的ＧＰＳ与珠峰峰顶觇标上的ＧＰＳ进行差分动

态解算，并换算至海拔高程，可描绘出该雷达经过

范围内的珠峰峰顶雪面地形（见图１）。此外，以

绕珠峰峰顶觇标处的雷达探测值形成剖面，获得

觇标处的冰雪层厚度值为３．５０ｍ
［９］（见图２）。

图１　珠峰峰顶（局部）雪面地形

（三角形为觇标位置）

Ｆｉｇ．１　Ｓｎｏｗ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ＱＦＳｕｍｍｉｔ（Ｐａｒ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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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珠峰峰顶（局部）岩面地形

（三角形为觇标位置）

Ｆｉｇ．２　Ｒｏｃｋ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ＱＦＳｕｍｍｉｔ（Ｐａｒｔ）

根据２００５年珠峰峰顶雷达探测反射波的波

长和波形的分析，在３．５０ｍ的厚度中，最上一层

厚度为１．０ｍ，密度最低，应是雪层；第二层厚度

为１．５ｍ，密度稍大，应是冰层；第三层厚度为１．０

ｍ，其密度低于３．５０ｍ深度以下的岩石层，但大

于第二层的冰层，估计是冰、泥、石等的混合层。

由此可见，１９７５年探测到的０．９２ｍ深度可能是

珠峰峰顶冰面以上的雪层厚度，而１９９２年探测到

的２．５５ｍ深度可能仅是峰顶的冰雪层厚度，但

是还没有到达混合层面或是岩面。

３　珠峰地区犌犘犛测点的水平运动

本文所讨论的地区是指这十余年来有 ＧＰＳ

重复测点的珠峰的北坡区域（见图３），其地理区

间仅为纬度（Ｎ）２７°５８′～２８°２８′，经度（Ｅ）８６°４０′

～８７°００′，即大体在６０ｋｍ×４０ｋｍ的北坡测区范

围内。在该北坡测区中，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５年的

ＧＰＳ重复测点有西绒、东绒３、Ⅲ７、大本营、Ｚ００３、

Ⅱ１４、珠峰北等７个测点（见图３）。其中３个测

点（西绒、Ⅲ７、大本营）有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５

年的三次 ＧＰＳ测量值，其余４个测点只有两次

ＧＰＳ测量值。这些点在施测期间的位移速率和

方位角列于表３。

表３　珠峰地区犌犘犛测点的水平移动 （犠犌犛８４，犐犜犚犉９２，历元２０００．０）

Ｔａｂ．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Ｍｔ．ＱｏｍｏｌａｎｇｍａＡｒｅａ

测点名 纬度（Ｎ） 经度（Ｅ）
测点的平均水平移动速率（ｍｍ／ａ）与方位角（°）

２００５～１９９８ １９９８～１９９２ ２００５～１９９２

西绒 ２８°０４′１３″ ８６°５１′２７″ ２１，５７ ７０，４１ ４３，４５

Ⅲ７ ２８°０６′１４″ ８６°５２′４９″ ２１，４８ ７０，３９ ４３，４１

大本营 ２８°０８′１０″ ８６°５１′０６″ ２６，５２ ６９，３９ ４５，４３

东绒３ ２８°０４′３３″ ８６°５５′４５″ ２０，４１ － －

Ｚ００３ ２８°１６′２０″ ８６°４９′１０″ － ７０，４１ －

Ⅱ１４ ２８°１８′３３″ ８６°５１′１６″ － ６９，４０ －

珠峰北 ２８°２３′３１″ ８６°５８′０２″ ３３，５９ － －

　　从表３可见，根据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５年间珠峰

地区的三次ＧＰＳ测量，有三期重测资料的三个点

的地壳水平位移速率和方位在１３ａ（２００５～１９９２）

图３　珠峰及其北坡的部分ＧＰＳ重复测点（１９９２～２００５）

Ｆｉｇ．３　Ｓｏｍｅ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ＧＰＳ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Ｍｔ．Ｑｏｍｏｌａｎｇｍａ

的平均值相当一致，符合得比较好，平均以４．３

ｃｍ／ａ的速度向北东４５°方位推进。而同样这三个

点在不同时段中的水平位移速率和方位之间的差

别较大，速率相差可达２～３倍，方位相差可达

２５％～３０％。这种非匀速的地壳运动在近年ＩＧＳ

的ＧＰＳ连续运行站的成果中已作为确实存在的

客观现象而得到地学专家的关注。而珠峰北坡的

测点正处于两大地质块体的边缘部分，这些现象

可能与中国地震的活跃幕和平静幕［１１］有一定的

相关性［８］，这种现象更应是值得研究和关注的。

４　珠峰地区测点的地面垂直运动

在２０世纪进行珠峰测高时的水准路线都是

由珠峰北约百余ｋｍ处的国家Ｉ等或Ⅱ等水准点

作为起算点，沿水准路线进入珠峰前沿。１９６６

年、１９７５年珠峰高程计算时，高差经过了标尺长度

误差改正、正常水准面不平行等项改正。起算高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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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１９５６黄海高程基准。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年珠峰高程

计算时，高差经过了标尺长度误差改正、正常水准

面不平行改正、重力异常改正。起算高程出自国家

第二期水准成果，属１９８５黄海高程基准。

２００５年珠峰测高时，水准路线是由珠峰北约

２００余ｋｍ处的国家Ｉ等水准点作为起算点，珠峰

高程计算时，高差经过了标尺长度误差改正、正常

水准面不平行改正、重力异常改正、日月引力改

正。起算高程出自国家第二期水准复测成果，属

１９８５黄海高程基准。

由于珠峰测高中各期水准的高程基准不同，

计算时所施加的改正项也有所不同。１９９２年后，

由于采用了ＧＰＳ水准技术，珠峰地区的水准点比

１９７５年、１９６６年有了更精确的点位坐标。为了统

一比较各次珠峰测高时珠峰地区水准点高程的变

化，对各次珠峰测高的水准测量成果采用统一的

高程基准，对相同水准路线上的观测高差加入相

同类别的改正项（如标尺长度误差改正、正常水准

面不平行改正、重力异常改正等）。２００６年对这

些水准路线统一进行了重新改算，因此有些水准

点的高程可能与原有值有些小的差别。

珠峰地区分别于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５年、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５年进行了五期水准测量，其中有

若干重复施测的水准点，它们的高程变化可以比

较典型地表征珠峰北坡地区的相对垂直位移及其

速率［１２］（表４）。

表４　珠峰北多期水准测量重合点的垂直运动的平均速率

Ｔａｂ．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Ｍｔ．Ｑｏｍｏｌａｎｇｍａ

施测时间间隔 ２００５～１９９８ １９９８～１９９２ １９９２～１９７５ １９７５～１９６６ ２００５～１９６６

重复水准点个数／个 １５ １５ ２ ２ 总平均

平均年变化率／ｍｍ·ａ－１ ２．１ １．１ ４．０ ２．７ １．８

　　表４列出了根据水准点多期高程值计算的各

时期的平均年上升率。结果显示出珠峰地区的上

升速率并非均匀恒定的，这表明在青藏高原长期

隆升的大背景下，也存在有隆升的短期“脉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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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中心的张鹏高级工程师。本文所获得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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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任务的军民大地测量工作者和登山队员艰辛劳

动的结晶，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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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论文４５篇，占１６．１％；教授１４篇，占５．０％；副教授５８篇，占２０．８％；博士和博士生１２３篇，占

４４．１％；其他２９篇，占１０．４％。累计高级职称作者论文比例４５．５％，博士论文４４．１％，两者合计８９．６％，

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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