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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了ＧＰＳ观测技术在区域地壳形变监测应用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其发展趋势，重点介绍

了块体负位错运动模型及其反演和地表位移场拟合推估及应变分析方法，展望了时空分析方法在地壳形变

信息提取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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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ＶＬＢＩ、ＧＰＳ、ＳＬＲ等

空间大地测量技术的精度得到大幅度提高，其观

测结果已被应用于板块运动、冰后期反弹、火山、

地震、地球自转和地球系统内部物质再分布等地

球动力学过程的研究［１，２］。尤其是 ＧＰＳ观测技

术，由于ＧＰＳ接收机价格不是特别昂贵，观测比

较容易实施，在地壳形变监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为了监测地壳形变，日本在境内布设了１０００

多个连续ＧＰＳ观测站点，平均每隔３０ｋｍ就有一

个ＧＰＳ观测站点
［３］；美国为了监测南加州圣安德

烈斯断层带的运动和形变，布设了超过２５０个站

的连续ＧＰＳ监测网
［４］。我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开始，在青藏高原、南北地震带、川滇和华北首都

圈等地壳运动活跃区和地震监测重点区布设了一

系列ＧＰＳ观测网，用于研究这些区域的地壳形变

和地震以及判断板块内部块体构造运动模型［５７］。

这些ＧＰＳ区域网中的部分站点已经并入国家连

续ＧＰＳ观测网或定期复测ＧＰＳ观测网，列入长

期观测计划。随着连续和分期ＧＰＳ网观测的持

续，积累的地表运动观测数据越来越多。这是一

类观测精度非常高（上百ｋｍ范围内可以测量１

ｍｍ／ａ的水平方向变化）、分布在监测区域地表

上的站点坐标时间序列。利用这类时空观测数

据提取精确可靠的地壳形变信息，反演地球动力学

机制是现代大地形变测量数据处理的科学目标，

为此，很多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也取得了不少应用成果。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通过全球连续ＧＰＳ

网观测数据已经成功地解算了全球板块运动模型

参数，其结果与基于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数据（百

万年平均）得到的板块运动模型参数（ＮＵＶＥＬ

１Ａ）非常接近
［８］；连续或分期的ＧＰＳ观测网成功

地观测到了同震位移和震后位移［９］，并且用于反

演地震断层面上的位错分布［１０］，或结合地震波数

据联合反演，增加人们对地震破裂过程的认

识［１１］；通过ＧＰＳ观测结果结合地质调查和地球

物理勘探结果，研究划分板块内部次一级的构造

运动块体，以及确定各块体之间的相对运动

等［１２］。目前，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焦点和难点是如

何通过ＧＰＳ观测得到的站点坐标时间序列提取

块体边界或断层带的地壳形变信息，进而研究如

地震孕震形变等地球动力学过程［１３］。

本文主要从ＧＰＳ数据处理、块体断层运动形

变模型和模型参数反演方法，以及地面位移场拟

合推估和应变分析等三个方面介绍了现有的相关

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展望区域ＧＰＳ

监测网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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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犌犘犛网数据处理

区域ＧＰＳ网数据处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如何利用分期和连续的高精度ＧＰＳ观测

获取点位位移、速度及其精度；另一方面是如何布

网才能更有效和更经济地监测到地壳形变。现有

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前一个方面，即高精度

ＧＰＳ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的规模可以分为全球

网、洲际网和区域网三个层次，所采用的主流软件

有 ＭＩＴ的ＧＡＭＩＴ、ＪＰＬ的ＪＩＰＳＹ以及瑞士伯尔

尼科技大学的ＢＥＲＮＥＳＥ。一般区域 ＧＰＳ网的

数据处理都要加入至少一个全球网的连续观测站

数据一起处理，先进行以ｄ为单位的基线松弛解，

然后利用基线解组网得到点位自由网平差解，最

后通过固定或限制全球连续站坐标和速度的方式

通过卡尔曼滤波得到所有区域网站点在全球坐标

框架中（如目前的ＩＴＲＦ２００５）的坐标时间序列。

在上述数据处理过程中，已经加入了固体潮汐模

型改正、大气延迟模型改正、轨道参数改正、极移

改正等，尽管这些改正不可避免地仍残留有模型

误差［１，１５］。

２　地壳块体位错运动模型及其反演

２．１　块体位错运动模型

引起 ＧＰＳ 站点位移的因素主要有四大

类［１６］，一是地球外部引力场变化，包括固体潮、海

潮、极潮等；二是温度变化的动力学效应，包括大

气压力变化、海面非潮汐变化、地下水位变化以及

地面岩层热胀冷缩和风力影响等；三是ＧＰＳ数据

处理中各类模型误差，包括大气层模型误差、卫星

轨道误差、天线相位中心误差、多路径误差等；四

是构造形变，包括板块运动、火山、地震、冰后反弹

和断层运动等。前三类因素造成的站点位移多表

现为季节性变化［１６］，而后一类变形主要表现为趋

势性变化（长期变化）。这里主要介绍针对地壳块

体和断层运动的形变模型，后面介绍的大地测量

数据反演也主要是针对这个模型的参数反演。

构造运动主要包括全球尺度的板块运动、区

域性的板块边界走滑或俯冲运动以及板块内部构

造单元之间的相互运动。板块运动目前引用较多

的是ＮＵＶＥＬＬ１Ａ模型
［１７，１８］，它根据地震、地磁

和转换断层运动等资料把全球划分为十几个刚性

运动的块体，每个块体都是做绕某个极轴的欧拉

运动。在板块运动边界，地表运动表现为板块的

相对运动与边界弹性变形的合成，对于板块内部

构造单元分割带的地面运动，也有类似的特征。

Ｍａｔｓｕｕｒａ
［１９］率先提出了一种用块体运动与断层

位错运动合成来表述块体边界的地面运动的理论

模型，并且运用于解释美国加州大地测量得到的

地面移动数据。随后，这种模型广泛运用于板块

边界、断层带大地形变观测数据的解释［２０２３］。当

断层发生地震时，该模型也可以用于描述地震断

层滑动分布造成的地表形变场。

图１为断层位错运动模型。图中，犡犗犢为地

面，断层面长为犔、宽为犠、倾角为δ，断层位于（犣

≤０）弹性半无限空间中，其下边缘埋深为犱，断层

面上的（负）位错分布记为犝１、犝２ 和犝３，依次称

为走滑位错、倾滑位错和张裂位错分量。根据弹

性均匀各项同性半无限空间中的位错理论［２４］，只

要知道上述断层位错模型的４个几何位置参数和

３个断层面上的位错分量，就可以计算地表任意

点（犡，犢）的位移。

图１　断层位错模型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具体运用上述位错模型时，一般采用所谓的

块体位错运动模型［２５］，它实际上是把块体边界的

运动表述成块体间的相对运动叠加上断层（负）位

错引起的形变。如图２所示，假定犃地块和犅 地

块间存在着长趋势的稳定的相对运动犞犃犅，犃 地

块与犅 地块的边界由断层面犉 分开，在断层面的

上部Σ的阻碍作用以负位错分布模型来表示。

则地面任一点的运动狔表示为：

狔＝犞犃犅 ＋犳Σ （１）

式中，犳Σ表示断层面上负位错分布引起的地壳形

变。式（１）中，如果狔是两期观测期间监测点的

图２　块体（负）位错运动模型

Ｆｉｇ．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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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则犞犃犅表示对应于观测期间的犃 地块与犅

地块的相对位移，犳Σ表示负位错引起的监测点位

移。如果狔是监测点的平均速度，则犞犃犅表示犃

地块与犅 地块的相对速度，犳Σ表示负位错引起的

监测点速度。

为了描述断层面上位错的非均匀分布，一般

将断层面分成矩形格网，地面点位运动的位错贡

献是所有断层面上格网单元位错贡献的总和。上

述两个块体的运动可以推广到多个块体及多条断

层边界［２０］。很显然，这种模型也可以表述地震引

起的共震位移，这时只要在式（１）中令犞犃犅＝０即

可［２１］。

２．２　大地测量数据反演方法

反演是相对于正演而言的。在式（１）中，利用

地表观测位移或速度确定断层位错模型包括块体

运动参数就是一个反演问题。通常情况下，式（１）

是非线性函数，反演问题的解可能不惟一。一般

通过泰勒展开的方法取一次项，将式（１）转换成线

性函数。对于线性反演问题，根据观测数据和模

型参数的个数确定采用求解的方法。当观测数据

个数多于未知参数个数时，称反演问题超定，通常

采用最小二乘法；而当观测数据个数少于未知参

数个数时，称反演问题欠定，通常要采用顾及参数

先验信息的贝叶斯方法，其本质上是顾及参数先

验信息的最小二乘法［２６］。由于即使在超定的情

况下也需要利用先验值（初值）来线性化观测方

程；另外，对模型参数解的一些物理属性如光滑、

连续等条件也可以在数学上表达为参数的先验信

息［２３］，所以后一种顾及参数先验信息的最小二乘

法或顾及参数先验信息的迭代最小二乘法是现在

大地测量数据反演方法的主流［２２］。下面以上面

的块体断层运动模型反演为例，简要介绍这种反

演方法。

在上面的块体断层位错模型式（１）中，犳Σ为

每一条断层长度、宽度、深度、倾角及负位错分量

的函数。假定把式（１）右端所有待求的模型参数

记为狓，则有：

狔＋ε狔 ＝犳（狓） （２）

式中，狓为犿×１阶待求未知数向量，包括所有块

体相对运动速度分量及每个断层的几何参数和负

位错分量；狔为狀×１阶观测数据向量，它由所有

观测点上的相对运动速度分量构成；ε狔为狀×１阶

观测误差向量。

假设狓０表示模型参数的先验信息，即

狓０＋ε狓 ＝狓 （３）

式中，ε狓是犿 维随机误差向量。

通常假定随机向量ε狔、ε狓均服从高斯分布，且

它们的期望为零，方差阵分别为Σ狔、Σ狓。迭代求

解过程可以表述为：

狓犽＋１ ＝狓犽＋犫犽犕
－１
犽狉犽 （４）

这里，

犕犽 ＝犃
Ｔ
犽Σ

－１
狔 犃犽＋Σ

－１
狓 （５）

狉犽 ＝犃
Ｔ
犽Σ

－１
狔 ［狔－犳（狓犽）］＋Σ

－１
狓 （狓０－狓犽）　（６）

其中，犃犽的元素按下式计算：

犃犻犼 ＝狘犳犻／狓犼狘狓＝狓犽 （７）

犫犽是一个控制迭代步长的正数，０≤犫犽≤１；狓０是初

始迭代向量，也就是先验值。取一个小的γ作为

迭代阈值，控制迭代终止。于是，迭代问题的解可

以定义为：

狓^＝狓犽＋１，如果 ‖γ犽‖ ＜γ （８）

其渐近协方差阵可以用来表达解的精度：

犆犽＋１ ＝ （犃
Ｔ
犽＋１Σ

－１
狔犃犽＋１＋Σ

－１
狓 ）

－１ （９）

　　 很显然，对于上述非线性反演问题的解法，

其反演结果对初值的依赖性较大，如何给定比较

好的初值直接影响解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有关

模型参数的先验信息或条件不仅仅只有式（３）的

表达形式，还可以有其他的表达方式［２３］，要根据

反演问题的具体情况而定。

上面的反演是针对两期观测得到的位移或速

度来进行的，把模型参数当作是固定的值。而实

际上对于连续ＧＰＳ站观测或多期连续观测，不断

地有新的观测数据产生，部分模型参数本身也可

能随时间变化，这时就有必要引入一种序贯最小

二乘方法或卡尔曼滤波方法来反演时变的模型参

数。这类时变的反演方法是目前研究的一个趋

势［２７２９］。

３　位移场拟合和应变分析

ＧＰＳ网观测得到的是若干个空间分布的站

点的位移或速度，不同于模型参数反演方法。下

面直接利用这些离散观测点上的位移来分析地壳

应变。

传统的直接由位移计算应变的方法是所谓的

三角形法。该方法假定地壳是弹性体，其应变张

量在局部小区域是一个常数，那么通过小区域内

任一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的位移或三条边长的变

化量就可以解算应变张量的各个分量［３０，３１］。但

是由于观测数据，如位移或边长变化量是有误差

的，这些误差显然要传播到应变计算结果上，而且

同样的误差会因三角形形状因子的不同，得到的

应变结果的误差也不一样，通常利用这种方法计

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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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应变的三角形形状因子要求大于０．１
［３１］。

为了克服三角形法计算应变的随意性和结果

的差异性，ＥｌＦｉｋｙ等
［３２］提出了一种最小二乘拟

合推估的方法。该方法把观测数据中的位移看作

是随机信号，利用离散的观测点上的位移数据本

身构建位移信息的经验空间协方差矩阵，并且据

此给出监测区域连续分布的位移场函数，进而通

过对位置求导的方法计算区域的应力场。

假设经过处理的位移观测数据的残余量在空

间上是均匀各项同性的，其数学期望为０，并且其

协方差矩阵只与观测点间的距离有关，则可以用

观测数据本身来构建其自协方差和互协方差。设

位移观测数据为犔犻（１≤犻≤犖），犖 为总观测点

数，则

犔＝狋＋狀 （１０）

式中，狋表示位移信号向量；狀表示噪声向量。自

协方差和互协方差的计算公式为：

犆犔（０）＝
∑
犖

狋＝１

犔狋犔犻

犖
（１１）

犆犔（犱狆）＝
∑

犖
狆

犻＜犼

犔犻犔犼

犖狆

（１２）

这里，犖狆（１≤狆≤犘）是相距为犱狆的所有点对个

数；（狆－１）δ＜犱狆≤狆δ，δ是设定的最小间距，如取

３ｋｍ。又假定噪声在空间上是不相关的，犆犔（犱）

只有在犱＝０时才包括噪声的方差，即

犆犔（０）＝犆狋（０）＋犆狀（０），犱＝０

犆犔（犱）＝犆狋（犱），犱≠
｛ ０

（１３）

　　利用下面的函数来表达信号的协方差函数：

犆犔（犱）＝犆狋（０）ｅｘｐ（－犽
２犱２），犱≠０ （１４）

这里，犆狋（０）和犽是待定常数，利用式（１１）～式

（１３）计算得到的结果可以估计这两个常数，从而

得到信号空间协方差函数的经验表达。有了空间

协方差函数，按最小二乘推估原理就可以根据狓、

狔方向的观测位移值狌、狏计算任意点狓、狔方向的

位移分量估计值珡犝、珚犞：

珡犝＝∑
犖

犻＝１

犆狋狌ｅｘｐ（－犽
２
狌犱

２
犻）（犆

－１
狌狌狌）犻

珚犞＝∑
犖

犻＝１

犆狋狏ｅｘｐ（－犽
２
狏犱

２
犻）（犆

－１
狏狏狏）

烅

烄

烆 犻

（１５）

这里，狓、狔两个分量的位移是分开计算的；犆狋狌、犆狋狏

就是式（１４）中的犆犔分别对应狓、狔分量的经验协

方差函数；犱犻是估计位移点到第犻个位移观测点

的距离。进一步通过对位移求导，即可按下式计

算任意点的应变张力分量［３２］：

ε狓狓 ＝ｄ珡犝／ｄ狓＝∑
犖

犻＝１

－２犆狋狌犽
２
狌（狓－狓犻）

　　ｅｘｐ（－犽
２
狌犱

２
犻）（犆

－１
狌狌狌）犻

ε狔狔 ＝ｄ珚犞／ｄ狔＝∑
犖

犻＝１

－２犆狋狏犽
２
狌（狔－狔犻）

　　ｅｘｐ（－犽
２
狏犱

２
犻）（犆

－１
狏狏狏）犻

ε狓狔 ＝
１

２
（ｄ珡犝／ｄ狔＋ｄ珚犞／ｄ狓）＝－

　∑
犖

犻＝１

犆狋狌犽
２
狌（狔－狔犻）ｅｘｐ（－犽

２
狌犱

２
犻）（犆

－１
狌狌狌）犻－

　∑
犖

犻＝１

犆狋狏犽
２
狏（狓－狓犻）ｅｘｐ（－犽

２
狏犱

２
犻）（犆

－１
狏狏狏）

烅

烄

烆 犻

（１６）

式中，ε狓狓、ε狔狔、ε狓狔是应变的三个分量。从式（１６）可

以看出，应变分量实际上是观测位移的线性组合，

其估计误差可以用误差传播定律求得。文献［３２

３４］分别用该方法通过ＧＰＳ观测得到的位移数据

计算了日本、意大利和中国华北地区的应变分布，

其结果与地质地球物理调查结果符合得较好。

４　结　语

本文介绍了利用区域ＧＰＳ网数据研究地壳

形变的两类主要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要求观测位

移数据是精确的，否则，反演结果或应变分析结果

都有可能因噪声过大而得到错误的结果。所以，

如何分离观测数据中的信号与噪声就成为一个关

键性的问题。随着ＧＰＳ观测网的持续，得到的结

果不再仅仅是两期观测处理后的位移，而是一个

在空间上离散分布的坐标变化时间序列。这使得

有可能利用时空分析的方法来消除或削弱观测数

据中的噪声，提取更加准确的地壳形变信息。由

Ｒｕｎｄｌｅ等
［３５］和Ｔｉａｍｐｏ等

［３６］提出的基于时空相

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向量空间分析方法（Ｋａｒ

ｈｕｎｅｎＬｏｅｖ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ＫＬＥ），可以直接利用连

续ＧＰＳ网观测得到的坐标分量残差时间序列本

身组成相关系数矩阵，尝试分离构造形变信息和

非构造形变信息。

综上所述，把区域ＧＰＳ地壳形变监测网作为

一个整体时空观测单元，既可以通过观测序列的

时空分析尝试分离形变信号和噪声，又可以通过

引入更加符合实际的形变物理模型来抑制数据中

的噪声，提高反演结果的精度。实际上，形变信息

提取与物理模型反演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随

着这两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更好地发挥区

域ＧＰＳ网监测在地壳形变和地震预测研究中的

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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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Ｄ］．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ｈｅ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９

［２７］ＳｅｇａｌｌＰ，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Ｍ．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Ｊ］．ＪＧＲ，１９９７，１０２（Ｂ１０）：

２２３９１２２４０９

［２８］ＦｕｋｕｄａＪ，ＨｉｇｕｃｈｉＴ，ＭｉｙａｚａｋｉＳ，ｅｔａｌ．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ａ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ｉｘｔｕｒ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

［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４，１５９

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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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３９

［２９］ＩｔｏＴ．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Ｊａｐａｎｆｒｏｍ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ｏ

ｄ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Ｊ］．ＪＧＲ，２００４，１０９：１０２９

［３０］伍吉仓，邓康伟，陈永奇．用变长边化结果计算地应

变及块体划分［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２，２２

（４）：３５３８

［３１］伍吉仓，邓康伟，陈永奇．三角形形状因子对地壳形

变计算精度的影响［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２００３，２３（３）：２６３０

［３２］ＥｌＦｉｌｋｙＧＳ，Ｋａｔｏ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ｏｈｏｋ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Ｊａ

ｐａ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ｂｙ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２７：２１３２３６

［３３］ＣａｐｏｒａｌｉＡ，ＭａｒｔｉｎＳ，ＭａｓｓｉｒｏｎｉＭ．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ｔｒａｉｎ

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ＩｔａｌｉａｎＣｒｕｓｔ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ａ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ＧＰＳＮｅｔｗｏｒｋⅡ．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Ｖｅｒｓｕｓ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ＪＩｎｔ，２００３，

１５５：２５４２６８

［３４］ＷｕＪｉｃｈａｎｇ，ＴａｎｇＨ Ｗ，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ｑｉ，ｅｔａｌ．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ｉｎ

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ｂｙ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４１：４６２４７０

［３５］ＲｕｎｄｌｅＪＢ，ＫｌｅｉｎＷ，ＴｉａｍｐｏＫＦ，ｅｔａｌ．Ｌｉｎｅ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６１（３）：２４１８２４３１

［３６］ＴｉａｍｐｏＫＦ，ＲｕｎｄｌｅＪＢ，ＢｅｎＺｉｏｎＷ，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

Ｅｉｇｅ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

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Ｊ］．Ｐ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２００４，１６１：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第一作者简介：陈永奇，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从事测绘科学与

技术研究。代表成果：形变监测理论与方法。

Ｅｍａｉｌ：ｌｓｙｑｃｈｅｎ＠ｐｏｌｙｕ．ｅｄｕ．ｈ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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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犠犝犑犻犮犪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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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Ｔｈｅ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ｏｗｌｏｏ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９９９０７７，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３９Ｓｉｐｉｎｇ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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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ｒｏｍｓｐａｃｅ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ＰＳ；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ｑ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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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８年《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英文版）》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为我国惟一的英文版测绘专业学术期刊，由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和武汉

大学联合出版。其宗旨是：立足国内，面向国际，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

绘理论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本刊内容包括综述和展望、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本领

域重大科技新闻等，涉及测绘研究的主要方面，尤其是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全球定位系

统、地理信息系统及其集成等。收录本刊的数据库包括ＣＡＳ、Ｐ 等，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

关专业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４８，国外代号：ＱＲ１５５６。Ａ４开本，８０

面，定价１０元／册，逢季末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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