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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大气、海洋、土壤水与积雪质量变化对我国２５个ＧＰＳ基准站地壳垂直形变的影响。谱分析结

果表明，垂直形变周期为１２个月，半周期为６个月，基准站高程主要表现为季节性变化，最大可达２０ｍｍ。通

过对负荷效应与ＧＰＳ监测结果的相关分析和显著性检验可知，９６％的基准站相关系数在９９％的置信度水平

上，也说明两者有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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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流体层如大气、海洋和陆地水之间，流

体质量随着时空变化不断重新分布，这引起因弹

性（非刚性）固体地球负荷变化而导致的地球形状

变化［１］。大尺度地表形变研究已由ＧＰＳ跟踪网

展开［２６］。

研究由固体地球地表流体质量重新分布而导

致的地球形状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固体

地球两极地区的质量负荷随着冰川和冰帽变化而

变化，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全球海平面变化［１］。

采用弹性负荷理论，本文研究了地表流体季节

变化下的地壳垂直形变，没有考虑风、洋流和火山

爆发、地震等因素影响。

１　理论背景

在地表（θ，）处，流体负荷引起的地表垂直形

变犞 在地球质心参考框架（ＣＭ）中可以描述为地

表负荷质量密度的球谐展开与负荷勒夫数的褶积

形式［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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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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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σ为负荷；犮、狊为球谐系数分量；犪为地球

半径；犕犈 为地球质量；犕狀犿狇为负荷面密度球谐系

数；犢狀犿狇为球谐函数；犺′狀为表面负荷勒夫数。

２　地表质量负荷

　　本文大气数据来自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数

据地表气压的月平均值子集。大气负荷犳可以

由大气压得到：

犳（θ，）＝狆（θ，）／犵 （３）

式中，狆为气压；犵为平均地表重力加速度。

海洋负荷由海洋洋底压力得到。海洋洋底压

力根据海洋数值ＥＣＣ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输出的海面高

（犛犛犎）、温度（犜）和盐度（犛）值计算得到。计算公

式为［８］：

犘犫 ＝犵ρ０ζ′＋犵∫
０

－犎
ρｄ犎－

狆犵
犛∫犞

δρ
ρ０
ｄ犞 （４）

式中，ρ０＝１０２５ｋｇ·ｍ
－３，ρ０ 为上层海水平均密

度；犛、犞 分别为海洋总的表面面积和体积；犎 为

海水深度；ｄ犎、ｄ犞 为深度与体积积分元。

地表土壤水与积雪值（简称土壤水）由陆地表

面模型ＬＤＡＳ（ｔｈｅｌａｎｄ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输出得到。

３　时间序列的谱分析结果

根据弹性地球负荷理论，并基于公式（１）、（２），

本文计算了大气、海洋和土壤水对我国网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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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基准站垂直位移变化的贡献，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９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计算结果表明，所有

基准站垂直位移变化峰谷值在１０ｍｍ以上，少数站

甚至达到了２０ｍｍ以上。图１为部分基准站结果。

图１　ＧＰＳ基准站地壳垂直形变ＧＰＳ结果与地表流体负荷效应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

　　对于大部分基准站，大气负荷变化引起的地

壳垂直形变较大，土壤水相对变化较小，海洋影响

最小，如 ＷＵＨＮ 站（图２（ａ））。但个别台站如

ＫＭＩＮ、ＬＨＡＳ和ＸＩＡＧ站土壤水对垂直位移变

化的贡献可以超过大气贡献，如 ＫＭＩＮ 站（图

２（ｂ））。这表明了对地壳垂直位移季节变化进行

解释时，一定不能忽视土壤水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分析流体负荷效应特征，本文进

行了频谱分析，这要求原始数据为零均值并且均

匀采样。地表流体负荷数据由模型输出，线性项

较小，且数据处理去掉了垂直位移变化时间序列

中的线性项，时间序列为每月一值，采样均匀，满

足了频谱分析要求。

图２　流体负荷效应

Ｆｉｇ．２　Ｆｌｕｉ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ｄｓ

　　
图３　流体负荷效应

Ｆｉｇ．３　ＦｌｕｉｄＬｏ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图４　频率与能量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图５　时间与能量周期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Ｐｅｒｉｏｄ

　　令垂直位移变化时间序列为｛狓［狀］｝，利用

ＦＦＴ可以直接计算其频谱｛犡［犼］｝，频谱是由实部

犡狉（犼）和虚部犡犻（犼）构成的复数，并由此计算振幅

谱、相位谱和能量谱（功率谱）。公式为［９］：

犃（犼）＝狘犡（犼）狘＝ 犡２狉（犼）＋犡
２
犻（犼槡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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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犻（犼）

犡犻（犼（ ）） （６）

犌（犼）＝狘犡（犼）狘
２
＝犃

２（犼） （７）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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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图４分别给出了ＢＪＦＳ站流体负荷效应

图像和能量与频率（周期／月）的周期图像，但图４

并不能明显地看出图像周期的大小。为了进一步

分析，采用时间（月／周期）作为横坐标，能量作为

纵坐标绘制周期图像，估计一个周期的大小。其

中，周期等于频率倒数，参考历元为１９９９年３月，

结果如图５（ａ）。从图１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除了

１２个月的长周期外，基准站还存在一个大小约为

６个月的半周期。为了验证，同样对时间序列进

行了ＦＦＴ分析，可以看出确实存在一半周期，大

小为６个月，如图５（ｂ）。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工

程２５个站均存在大小为１２个月的长周期和６个

月的半周期。

表１　不同参考历元下的犌犘犛基准站流体负荷效应

与犌犘犛结果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ｌｕｉｄＬｏ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Ｇ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ｐｏｃｈｓ

站名 参考历元（月／年） 相关系数 　置信水平　
９９％

ＨＬＡＲ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１／２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５４９

ＫＭＩＮ
０４／１９９９ ０．８２ ０．３４８

０５／２０００ ０．９０ ０．３９８

ＬＨＡＳ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７９ ０．３４８

０３／２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３９３

ＬＵＺＨ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７８ ０．３４２

０５／２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４７０

ＱＩＯＮ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７３ ０．３４２

０２／２００１ ０．９１ ０．４４９Ｓ

ＳＵＩＹ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３７ ０．３５１

０１／２００２ ０．７７ ０．５６１

ＴＡＳＨ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０７ ０．３４５

０１／２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４４９

ＸＩＡＧ
０３／１９９９ ０．８０ ０．３４２

０５／１９９９ ０．８５ ０．３４８

４　地壳垂直形变的地表流体负荷效

应与犌犘犛监测结果的比较与分析

　　由于受到大气、海洋、积雪、地下水和冰川等

地表物质季节性运动和固体潮、极潮等地球物理

信号影响，ＧＰＳ观测数据一般具有较为明显的季

节性变化特征。ＧＰＳ站长达几年的每日连续观

测资料，使得对这些季节性变化监测成为可

能［１０１４］。包含２５个ＧＰＳ基准站的中国运动监测

网络（ＣＭＯＮＯＣ）从１９９７年运行至今也积累了大

范围、高精度和高时空分辨率的观测数据，本文通

过对基准站ＧＰＳ观测时间序列分析，获得了其高

程季节性变化，部分结果如图１。

４．１　相关分析

为了检验地表流体负荷效应与ＧＰＳ监测结

果之间的相关性，对其进行了相关分析，定量指标

是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当参考历元为

１９９９．０３时，除 ＨＬＡＲ、ＳＵＩＹ和ＴＡＳＨ 站外，其

他２２ 个站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０．５０，尤其是

ＫＭＩＮ、ＬＨＡＳ、ＬＵＺＨ和ＸＩＡＧ站（大于０．７５）。

表１给出了部分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不同参考历

元下的相关系数明显不同，如 ＫＭＩＮ、ＬＵＺＨ 和

ＱＩＯＮ站改变参考历元后相关系数达到了０．９０

以上。这是因为地壳运动监测网络１９９９年建立，

其稳定观测需要一段时间，此期间观测数据质量

不高，因此大部分基准站在去掉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０

年观测数据后，相关系数有了改善。

４．２　回归分析与显著性检验

相关系数可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

的密切程度。为了验证负荷效应与ＧＰＳ结果之

间的线性关系，本文对相关系数进行了显著性检

验。结果表明，除ＴＡＳＨ站外，其他２４个基准站

相关系数在０．９９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表流体负

荷效应与ＧＰＳ观测结果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

系，进而说明可从地表流体质量变化的角度解释

地表垂直形变的季节性变化。

５　结　语

空间大地测量技术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地壳

形变的监测中，为地壳形变提供了一种大地测量

约束。２５个基准站流体负荷效应和ＧＰＳ观测结

果的比较表明，其相关系数在０．９９的置信度水

平，存在较强线性相关关系。但是个别站（如

ＴＡＳＨ站）还存在一些偏差，原因之一是本文采

用的气压和土壤数据由模型计算得到，而非由直

接观测得到，数据本身包含周期变化，在局部区域

与实际观测值差别较大。此外，ＧＰＳ连续观测站

得到的垂直位移与坐标框架、ＧＰＳ数据处理中的

综合平差和地球自转等问题有关［１５］。上述因素

对地壳垂直形变释译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是目前

此项研究工作的局限性所在。

致谢：游新兆博士和王敏博士提供ＧＰＳ观测

结果，顾国华研究员和李陶博士为本文写作提供

了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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