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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构建速度场的统计模型和函数模型法，提出利用两种模型逼近原始观测速度的综合逼近法，以

减少剩余误差。计算和比较了各种方法，结果显示，综合法优于单独利用统计模型和函数模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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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利用ＧＰＳ速度计算应变场的过程中，测站

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应变场图像畸形、信息混

乱［１］，所以，通过插值或数值模拟手段求得具有足

够点位密度和均匀分布的速度场成为普遍关注的

问题。许多学者对地壳运动速度场的插值模式进

行了研究［１８］，其中一类研究主要基于函数模型拟

合，如 Ｈｏｌｔ等
［２］、任金卫等［３］和杨少敏等［４］分别

利用双三次样条函数进行拟合，模拟了东亚及中

国大陆地壳运动速度场；石耀霖等［５］则利用球谐

函数对速度场进行拟合。另一类方法是基于统计

模型的数值逼近，如江在森等［６］、张希等［７，８］分别

用最小二乘配置法得到插值速度场，朱守彪等［９］

利用地质统计学中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得到了青藏

高原及邻区的速度场。统计模型逼近的主要特

点是计算灵活，尤其对稳态随机过程的逼近效

果较好，但统计模型逼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选

择并拟合出可靠的、有代表性的协方差函数。

本文对基于统计模型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法、反距离加权

平均法以及基于函数模型的区域多项式拟合法

进行了比较，并尝试将两类方法有机地结合起

来，提出了先应用统计模型进行逼近，然后再利

用函数模型对剩余误差进行补偿的综合逼近法，

以充分利用函数模型逼近的规律性和统计模型逼

近的灵活性。

１　速度场插值的统计模型和函数模

型法

１．１　统计模型法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是专门针对空间不均匀离散

点插值问题提出的基于统计模型的插值方法，它

能根据空间数据的结构特征和分布规律得到无

偏、最优的插值［１０］，其插值公式可以表示为：

狕（狓）＝∑λ犻狕（狓犻） （１）

式中，狕（狓）表示空间任意一点的函数值；λ犻是观测

值狕（狓犻）的权重，表示各个观测值对估计值的贡

献。为达到线性无偏估计，使估计方差最小，λ犻满

足下列Ｋｒｉｇｉｎｇ方程组：

∑
狀

犼＝１

λ犼γ（狓犻，狓犼）＋μ＝γ（狓犻，狓）

∑
狀

犻＝１

λ犻 ＝

烅

烄

烆 １

（２）

式中，μ为Ｌａｇｒａｎｇｅ乘子；γ（狓犻，狓犼）为变异函数，

实质上是协方差函数的一种表达形式，是同一个

变量在一定相隔距离上差值平方的期望值。

距离反倒数法是另一种常用的基于统计模型

的插值方法。根据某点的估计值与周围已知点值

的距离平方倒数成一定关系，以空间距离的加权

平均来计算。设平面上分布一系列离散点，其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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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犡犻，犢犻），对应的速度值为犣犻。（犡犻，犢犻）为任

意坐标点，根据周围离散点的速度，通过反距离加

权求该点的速度。周围点与计算点之间因分布位

置的差异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不同，把这种影响称

为权函数犠
［１０］。权函数主要与距离有关，有时也

与方向有关。若是在点周围４个方向上均匀取

点，那么可不考虑方向因素，这时，

犘（犣）＝
∑
狀

犻＝１

犠犻·犣犻／∑
狀

犻＝１

犠犻，当犠犻≠０时

犣犻，当犠犻＝０

烅

烄

烆 时

（３）

式中，犠犻＝１／犱
２
犻，犱

２
犻＝（犡－犡犻）

２＋（犢－犢犻）
２。

１．２　函数模型法

基于函数模型的区域多项式拟合法可以得到

研究区域较为平滑的趋势面，同时，对确定变量的

小范围变异有优势，特别是数据集中含有短程变

异时，利用区域多项式拟合生成的表面一般能得

到较好的描述。当数据处在二维空间时，二元函

数模型为：

犣＝犪０＋犪１犡＋犪２犢 （４）

犣＝犫０＋犫１犡＋犫２犢＋犫３犡
２
＋犫４犡犢＋犫５犢

２

（５）

式中，犪０～犪２、犫０～犫５ 为多项式的系数。当狀个采

样点的观测值犣犻和估计值犣^犻的离差的平方和最

小时，认为回归方程与被拟合的面达到了最佳配

准，且可计算出多项式系数。

２　综合逼近法

综合逼近法是指在统计模型逼近的基础上，

对剩余残差进行函数模型逼近。假设有狀个原始

观测值犣０狀×１，利用统计模型得到狀个观测点处的

逼近值为犣
狀×１，和任意点的插值犣

（狓，狔），则已

知的速度残差为：

狏狀×１ ＝犣
０
狀×１－犣


狀×１ （６）

利用统计模型与原始观测值的残差按最小二乘法

则求解函数模型的参数，确定对剩余残差改正的

函数模型。假设函数模型取区域二次多项式，可

由式（５）得：

狏＝犅犃 （７）

其中，犅为系数矩阵；犃为需求的函数模型的系数

矩阵。由最小二乘法则，犃＝（犅Ｔ犅）－１犅Ｔ狏。函数

模型确定后，可求得任意点的残差改正数狏（狓，

狔）。

最后，经过统计模型逼近和残差的函数逼近，

可得到任何一点的综合逼近值：

犣（狓，狔）＝犣（狓，狔）＋狏（狓，狔） （８）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取天山地区相对欧亚大陆的速度场进

行计算和分析，区内地壳活动既有体现构造作用

的稳定运动态势，又包含与地震有关的区域性异

常活动。表现在地壳运动速度场上，既有稳定一

致的趋势，又有局部的相对整体运动的偏离。这

样，一方面可以比较好地检验插值效果；另一方面

可更清晰地显示出插值方法可能存在的不足。

该区域一共有５８个ＧＰＳ观测点的速度值，

选择其中３８个测站的速度作为约束条件进行内

插计算，而将其余２０个测站的速度值用于结果

比对。在这２０个作为比对的测站上，并没有先验

性地赋值，因此构成了一组独立的检验数据，更能

客观地评价插值方法的优劣。一般利用模型值与

实际观测值的残差即外部符合精度作为评价的标

准［１０］。本文采用５种方案进行计算和比较，结果

列于表１。

表１　不同速度场计算方法的比较／（ｍｍ·ｙｒ
－１）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ｍ·ｙｒ
－１）

方案 １ ２ ３ ４ ５

外部符

合精度

犞犲 １．６９ ２．３６ １．６９ １．６０ １．７２

犞狀 １．５１ ２．７８ １．７２ １．３１ １．５２

　　方案１　 距离反倒数法。由未知点周围所有

已知点的速度值，按距离的倒数定权，求得未知点

的加权平均速度值，求已知点的速度时，此点不参

与计算。

方案２　Ｋｒｉｇｉｎｇ法。利用球状模型作为变

异函数的理论模型。

方案３　区域多项式拟合法。采用二次曲面

拟合，每个点周围所有点都参加计算，求得该多项

式系数后，代入其坐标即可求出未知点的速度值。

方案４　综合法。先用距离反倒数法作统计

模型逼近，再用区域多项式拟合作剩余误差补偿。

方案５　综合法。先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法作统计模

型逼近，再用区域多项式拟合剩余误差。

由表１，在此算例中，距离反倒数法计算外部

符合精度较高；Ｋｒｉｇｉｎｇ法计算的前提是假设速度

场是平稳随机场，但如果速度场不满足平稳假设

条件，插值效果并不理想。基于函数模型的区域

多项式拟合法虽能反映原始速度场的整体特征，

但对速度场的细部特征不能较好地模拟。同时，

由方案４和方案１、方案２和方案５的比较可以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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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综合法在统计模型逼近的基础上对剩余误

差进行函数模型逼近，提高了分别只利用统计模

型或函数模型的计算精度。同时，比较表１方案

４和方案５的结果可以发现，第一步统计模型的

选取对最后的计算结果有较大影响；另外，虽然本

文中算例的计算结果显示距离反倒数法的逼近效

果优于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情况

下都是如此。

图１是利用几种方案得到的计算结果，黑色

箭头表示５８个ＧＰＳ点的速度值，白色箭头和灰

色箭头分别为用距离反倒数法和综合法（方案４）

计算的２０个检验点上的速度。由图１可见，插值

的速度多数落在２δ误差椭圆内，少数偏差较大的

速度主要分布于一些局部效应显著的地区，这说

明在局部效应大的地区，如果缺乏更进一步精细

的约束，插值模型的连续性很难体现这些局部变

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仅利用数学模型的

方法模拟速度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图１　天山地区计算值与观测值比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Ｚｏｎｅ

４　结　语

本文讨论了基于统计模型逼近的距离反倒数

法和Ｋｒｉｇｉｎｇ法与基于函数模型的区域多项式拟

合法的综合逼近法，计算结果显示，利用综合法进

行逼近计算比只用统计模型或函数模型计算的精

度有较大的提高。在综合逼近计算时，统计方法

的选取对最终计算结果的影响比较明显，在选用

插值方法时应先用不同的模型进行试验以选取适

合研究区域的统计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利用函数模型拟合还

是利用统计模型逼近，或者是利用综合法构造速

度场，都主要从数学的角度寻求插值点与已知点

的关系。而从物理上考虑，各点的速度或位移是

在载荷作用下介质对载荷发生的位移、形变响应，

它们依靠基本的力学及物理内在关系相联系，只

有揭示各点位移的内在力学联系，才能以此预测

形变位移场各点的位移量。而主要基于数学模型

的插值方法在体现物理、力学意义上是不充分的，

有时甚至是有缺陷的。比如双三次样条函数插

值，其物理背景实际上是幂指数关系的流体介质

模型。在空间尺度上，ＧＰＳ测定的是地壳顶部近

地表的运动状态，在这一深度上，地壳主要表现为

弹性；在时间尺度上，ＧＰＳ解算得到的速度场反

映的主要是小于１０ａ尺度的短时间变化，而介质

在这一时间尺度上主要表现为弹性，或者粘弹性。

因此，用幂指数关系的流体介质模型来拟合速度

场是不妥的，Ｈｏｌｔ等
［２］在其早期工作中曾利用

此方法计算速度场，但由于这种方法内在物理模

型的缺陷，现已很少应用，本文没有对此进行计

算和比较。此外，数据的插值必须考虑间断面的

影响，比如断层。活动断层两侧的速度场通常差

别迥异，如果不顾及构造及力学背景进行插值，那

么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无法体现断层两侧的速度

跳跃变化，因此，上述方法应该说存在一些内在的

缺陷。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建立合适的地壳力

学模型，在加载条件下，采用数值模拟手段，通过

求解介质的运动方程，即基于物理、力学模型的动

力学数值模拟方法，获得地壳介质的运动速度场

图像。

如果不十分注重讨论结果的力学和动力学意

义，而仅仅限于得到速度场本身，基于数学模型的

插值方法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相对简单的

数值方法；并且，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断层），

可通过对断层两侧块体分别插值来有效解决。从

这个角度而言，基于数学模型的插值方法和本文

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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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不动产估价模式研究综述　　　　　　　　　　　　　　李德仁，等

 基于数学形态学的扫描地图点状符号识别方法 贾永红，等

 首都圈地区现今地壳运动的ＧＰＳ观测与构造活动模拟 乔学军，等

ＩｎＳＡＲ大气水汽改正模型的比较应用研究 鄢子平，等

 ＡＳＴＲＯＮＧ卫星定轨精度和地面跟踪效率分析 魏二虎，等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ｇｅｎｔ在图像分割中应用的研究 郑肇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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