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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伽师强震区板块的非连续性变形运动特征，应用球面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以大范围板块ＧＰＳ

监测数据为约束条件，对伽师地区强震前后的位移场、应力场的数值模拟与运动预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

断裂后的再次位移约束，全程模拟了伽师强震群地区从孕震到地震发生，直到再次聚集能量的过程，揭示了伽

师强震群地区的地震活动规律。

关键词：球面非连续变形分析；ＧＰＳ；数值模拟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Ｐ２２７

　　１９９６年以来，新疆伽师地区连续发生地震，

形成强震群，其中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１日９时接连发

生了两次６级强震，地震前后时差仅１ｍｉｎ。此

后地震持续１年多，其间１级以上的地震共发生

了７０００余次，主要集中在东经７６°５０′～７７°１０′、

北纬３９°２７′～３９°４１′之间一个非常狭小的地带
［１］。

为深入研究伽师强震区及帕米尔东北侧的现代构

造特征及其与地震的关系，中国地震局等单位依

靠高精度ＧＰＳ测量技术有效地监测了该地区的

现今构造运动和块体变形［２］（如图１、表１所示）。

图１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伽师地区的ＧＰＳ监测点水平位移

Ｆｉｇ．１　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Ｊｉａｓｈｉ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表１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犌犘犛观测的伽师地区各测站

相对于喀什的运动速度／ｍｍ·ａ－１

Ｔａｂ．１　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Ｊｉａｓｈ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点名
经度

／°

纬度

／°

高程

／ｍ

东西向

速率

南北向

速率

东西向

精度

南北向

速率

莎车 ７７．２５３８．４１１１７８ ３．１ ６．４ １．６ ０．７

三岔口 ７８．４４３９．９５１０７９－０．８ －２．４ １．６ ０．７

乌什 ７９．２１４１．２０１３８４－１．０ －５．６ １．７ ０．８

阿克苏 ８０．７８４１．２０ ９４９ ３．５ －３．０ ２．１ ０．９

乌恰 ７５．２５３９．７２２１１４ ４．２ －１．５ ２．３ １．０

阿拉尔 ８１．３２４０．６１１１７４－２．７ －２．５ ２．１ １．０

和田 ７９．９６３７．１０１３２６ ０．０ ６．２ １．４ １．０

比什凯克 ７４．６９４２．６７１７２３ ６．９ －１８．１ ２．６ １．３

喀什 ７５．９２３９．５２１２７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监测表明，伽师地区相对于北天山而言，表现

为整体向北推移；北部各测点相对喀什参考点具

有一致的向南运动分量，说明了塔里木盆地相对

天山以正向挤压为主要运动形式；北部各测点在

东西方向上运动的不一致性说明了该挤压带存在

着强烈的北东东向（平行于北天山山脉主脊方向）

的左旋剪切走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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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球面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

自提出节理单元以来，地质非连续性的数值

计算的发展非常迅速，并已扩展到岩石工程中。

１９８９年，石根华博士提出了著名的非连续变形分

析 方 法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ＤＡ）
［３］。随着ＤＤＡ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

已被应用到许多工程领域，特别是在岩土工程力

学方面得到了成功的应用［４，５］。但目前ＤＤＡ能

解决的问题仅限于小范围二维平面，而对含有地

球曲率因素的大范围板块问题，平面ＤＤＡ模型

难以满足数值模拟分析的要求。２０００年，王泽民

等又将ＤＤＡ方法扩充至球面模型
［６８］，从而解决

了大范围板块的ＤＤＡ数值模拟。

地球表面是一个偏心率很小的椭球面，可以近

似看作球面。类似平面模型，球面ＤＤＡ模型从球

面坐标系中弹性力学的基本方程组出发，建立球面

上单一块体的６个位移不变量（狌０，狏０，狉０，εφ，εθ，γφθ）

与块体位移（狌，狏）的全一阶近似数学关系为：

［狌，狏］Ｔ ＝

１ －ｃｏｓθ０（φ－φ０） 犚（θ－θ０） 犚ｓｉｎθ０（φ－φ０） ０
１

２
犚（θ－θ０）

ｃｏｓθ０（φ－φ０） １ －犚ｓｉｎθ０（φ－φ０） ０ 犚（θ－θ０）
１

２
犚ｓｉｎθ０（φ－φ０

熿

燀

燄

燅
）

·

［狌０，狏０，狉０，εφ，εθ，γφθ］
Ｔ
＝ ［犜犻］［犇犻］ （１）

式中，（狌０，狏０）表示球面上块体内某特征点（φ０，

θ０）的刚体位移；狉０是块体在球面上绕转动中心

（φ０，θ０）的转动角（以ｒａｄ为单位，顺时针为正）；

（εφ，εθ，γφθ）是球面块体的法向应变和切向应变。

为了把ＤＤＡ方法从平面方程发展到适应于

大范围地壳运动的球面方程，根据各种力和应力

产生的总势能Π趋于最小原理得到平衡方程：

Π／犱狉犻 ＝０ （２）

式中，角标犻代表第犻个块体；犱狉犻是块体犻的位移

变量（狉＝１，２，…，６），对应于６个位移不变量（狌０，

狏０，狉０，εφ，εθ，γφθ）。

通过式（２）建立块体系统的联立方程式
［６］：

犓１１ 犓１２ … 犓１狀

犓２１ 犓２２ 犓２狀

  

犓狀１ 犓狀２ … 犓

烄

烆

烌

烎狀狀

犇１

犇２



犇

烄

烆

烌

烎狀

＝

犉１

犉２



犉

烄

烆

烌

烎狀

（３）

　　若把伽师强震区分为若干大小不等的构造块

体系统，把每个构造块体视为具有常应力和常应

变且其边界适用于库仑摩擦定律的弹性体，并认

为构造块体的大位移和大应变是小位移和小应变

的逐步累加结果，那么该地区的地壳变形和运动

趋势就可以用球面ＤＤＡ方法来进行数值计算，

从而找出产生变形的物理机制，为科学预测提供

依据。

２　伽师地震过程的数值模拟

２．１　块体系统的划分及边界条件的选取

用球面ＤＤＡ方法进行数值模拟的第一步是

建立块体系统的初始几何结构，即依据不连续边

界对研究区域划分成若干个大小不等的块体。依

据《中国岩石圈地球动力学图集》有关新疆伽师地

区活动断裂分布图，将伽师地区（经度为７２°～

８２°，纬度为３６°～４２°）划分成４９个块体，周边的

控制块体划分成两层，内层分为１３个块体，外层

分为４个块体，且被固定。整个区域划分如图２

所示，同时对每个块体赋予如下的物理力学参数。

图２　伽师地区块体划分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ｓｏｆＪｉａｓｈｉ

１）材料系数，即杨氏模量、泊松比以及块体

密度。ＤＤＡ分析模型中，每个块体都设定为均

匀、各向同性的线弹性体，具有相应的一组参数。

考虑到伽师至乌恰之间的２６号块体是震中所在

地，对其作特别对待，其他均取相同的材料参数。

杨氏模量依据该地区地壳纵波速率６．４ｋｍ／ｓ，取

定为９×１０４ ＭＰａ，泊松比取为０．２５，地壳密度为

２７００ｋｇ／ｍ
３；２６号块体杨氏模量为７×１０４ ＭＰａ。

对内层控制块体，取杨氏模量低于构造块体２～３

个数量级，使其变成柔性弹簧板，以便在模拟初期

调整初始应力和应变。

２）侵入判断系数，即判断块体间是否侵入

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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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施加弹簧阻止侵入）的标准，本文结合ＧＰＳ

监测数据的精度，选为０．１～５ｍｍ之间。

３）摩擦系数。对沿第四纪活动断裂划分的

块体边界，摩擦系数取为０．２；对于现代活动较弱

的断层边界，摩擦系数取为０．８。为便于计算，将

物理上单一、过大的块体划分为几何上较小的块

体，而引入的细化块体边界的摩擦系数设为５００。

４）侵入弹簧的刚度系数。为了保证计算结

果不受此刚度系数的影响，经调试，取其大小等于

５０倍的块体材料的平均杨氏模量。

２．２　伽师地震区地震前中后运动过程的数值

模拟

边界条件通过以比什凯克ＧＰＳ点位移量为

位移约束反演得出，调整内层边界块体的应力状

态，使块体系统的运动走势与整个变形监测结论

相一致。

结合边界条件，以所有ＧＰＳ观测位移量作为

约束条件，计算块体系统的位移场和应力场，如

图３、图４所示。结果显示，伽师地区２６号块体

受到了南北方向的挤压，具有最大的压应力和剪

切应力，其值明显高于周围块体，且应力集中区域

与伽师强震群有着很好的一致性，主压应力方向

为北北东，与１９９７年６个６级地震的主压应力方

向相同。

图３　加围压和位移约束后的位移场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图４　加围压和位移约束后的应力场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保持运算结束时的应力状态，并将测点的位

移固定，在伽师地区选取过伽师强震群中心地带

方向北偏西３０°（最大剪应力方向）处使其破裂，

即模拟地震发生，此时再在ＧＰＳ测点上施加与前

述观测值相同的位移约束，则应力又会继续增加。

整个模拟过程表明，当伽师强震群附近应力沿北

北东方向增加而断裂后，伽师块体一分为二，其应

力有一定下降，但下降幅度仅为９％，这与该强震

群中、强地震的应力降均显著偏低特性完全相符。

正是震源区积累的应力释放缓慢，才使强震得以

连续发生，且增加断裂后，伽师块体的应力值仍比

周围块体高，为其进一步聚集应力提供了可能。

结果预示，在伽师附近将会再次集聚应力而发生

地震。事实上，在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４日，伽师县又发

生了半个世纪来最强烈的６．８级地震，与模拟结

果吻合。

３　结　语

通过在球面ＤＤＡ模型中引入合理的边界条

件，将ＧＰＳ测点位移作为约束后进行数值模拟。

整个地震前中后板块运动的模拟过程说明了球

面ＤＤＡ方法在数值模拟方面分析大范围板块运

动具有优越性。本文仅限于弹性力学研究，随着

研究的深入，如果块体材料参数接近于更符合实

际的粘弹性本质，将会更加呈现出球面ＤＤＡ的

适用性。

参　考　文　献

［１］　周仕勇，许忠淮．由震源谱推断１９９７年新疆伽师

强震群破裂特征［Ｊ］．地震学报，１９９９，２２（２）：１１３

１２４

［２］　乔学军，王晓强，王琪，等．新疆伽师地区现今构造

运动和地形变ＧＰＳ监测的初步研究［Ｊ］．地壳形变

与地震，２０００，２０（３）：４９５６

［３］　石根华．块体系统非连续变形数值新方法［Ｍ］．北

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　伍岳，王泽民，徐绍铨．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在链

子崖危岩体变形预测中的应用［Ｊ］．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８（５）：５７３５７６

［５］　ＨａｔｚｏｒＹ Ｈ，ＡｒｚｉＡ Ａ，ＺａｓｌａｖｓｋｙＹ，ｅｔａｌ．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ＳｌｏｐｅｓＵ

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ＫｉｎｇＨｅｒｏｄ’ｓＰａｌａｃｅ，Ｍａｓ

ａｄａ，Ｉｓｒａｅｌ［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４，４１（５）：８１３８３２

［６］　王泽民，刘经南．球面坐标系非连续变形分析

（ＤＤＡ）的数学模型［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１，２６（３）：２０９２１２

８１５



　第３３卷第５期 汪宏晨等：球面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在伽师地震中的数值模拟研究

［７］　王泽民．非连续变形分析与现代地壳运动研究［Ｊ］．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２１２６

［８］　王泽民，伍岳，刘经南，等．利用 ＧＰＳ资料采用非

连续变形分析模型确定中国大陆地壳运动速度场

［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２，２７（３）：

２４１２４５

第一作者简介：汪宏晨，编辑，硕士生。现从事高精度形变监测与

地质灾害预测预报和编辑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ｈｃ＠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犛狆犺犲狉犻犮犪犾犇犻狊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犇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犕犲狋犺狅犱狅狀犕狅狏犲犿犲狀狋

犖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犉狅狉犲犮犪狊狋狅犳犑犻犪狊犺犻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犃狉犲犪

犠犃犖犌犎狅狀犵犮犺犲狀
１，２
　犠犝犢狌犲

１，３
　犠犃犖犌犣犲犿犻狀

４
　犣犎犃犗犙犻犾犲

４

（１　ＫｅｙＬａｂ．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ｏｎ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ｒｅａ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８ＤａｘｕｅＲｏａｄ，Ｙｉｃｈａｎｇ４４３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４０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１，Ｃｈｉａｎ）

（４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ｓｈｉ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ａｒｍ，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ｒ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ｌａｗｉｎＪｉａｓｈｉａｒｅａｉｓｏｐｅｎｅｄｏｕ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Ｐ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ｅｄｉｔｏｒ，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ｖａｌｕ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ｔｃ．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ｈｃ＠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上接第４７４页）

犕狅犱犲犾犻狀犵犪狀犱犚犲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犌犘犛犐犉犛犻犵狀犪犾

犌犝犗犑犻犿犻狀犵
１，２
　犠犃犖犌犠犲犻

１
　犆犎犃犗犅犪犻犮犺狅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７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Ｒｏａｄ，Ｆｕｘｉｎ１２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 ＧＰＳＩＦ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ｃａｒｒｉｅ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ｃａｎｂｅｍｏｄｅｌｅｄ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ＧＰ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ｓｆｉｌｅ．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ＧＰＳＩＦｓｉｇｎａｌｉｓｏｕｔｐｕｔｔｏａ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ｆｏｒ

ＧＰ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ＧＰＳＩ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ｒｅａｌｏｎｅ．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Ｐ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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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ｉｌ：ｊｍｇｕｏ＠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９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