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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首都圈地区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间２８０多个ＧＰＳ点位复测资料，获得了该地区高精度的地壳形变速

度场，相对欧亚板块的水平速度场由北向南由４ｍｍ／ａ逐渐增加到９ｍｍ／ａ；采用边界元（ＢＥＭ）理论及位移不

连续的多边形元素构建断层的三维模型，并利用均匀介质且各向同性的半无限线弹性空间模型反演计算了

断层滑移量，模拟了ＧＰＳ点位的位移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主要活动断层和首都圈地区的地表、地表下１５

ｋｍ和２５ｋｍ剖面的静态位移场、应力及应变场。结果表明，ＧＰＳ点位的模拟位移场与观测值在南北向和东

西向的误差分别为０．６８ｍｍ及０．７７ｍｍ，各个主要活动断层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间的构造活动较弱，随着深度

的增加，剖面的应变逐渐增加。

关键词：ＧＰＳ；边界元；首都圈；构造活动；位移不连续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Ｐ２２３

　　首都圈地区的活动断裂主要分三组（图１）：

① 近东西向的活动断裂，多为压性逆断层，如张

家口北票断裂；② ＮＮＥ或者ＮＥ向活动断裂，在

本区最为发育，活动性强，属张性正断层，如黄庄

断裂、唐山宁河及沧东断裂等；③ ＮＷ 向活动断

裂，形成时代较晚，为规模较小的横向走滑断层，

如在新构造运动期间，平原和山地的构造分异作

用，使首都圈及其邻近地区具有明显的新构造运

动分区特征，具体可划分为燕山阴山隆起块体、

太行五台断块隆起块体和华北平原块体等３个

构造单元［１，２］。这些新构造单元被活动断层或活

动构造带分隔，其中与地震活动关系最密切的是

晋冀蒙盆岭构造区和邻近地区存在的不同走向、

不同类型和不同运动性质的活动断裂［３］。从地质

构造分析，首都圈地区不仅受西太平洋弧后前陆

盆地带的大陆伸展作用的强烈影响，而且也受到

青藏高原陆内远程构造效应和北美板块及太平洋

板块的影响。

在ＧＰＳ研究方面，由于使用的数据及点数有

限，大部分研究工作侧重于华北地区及内部块体的

运动学特征研究［４１１］，而本文利用首都圈地区多期

丰富的ＧＰＳ观测资料，采用边界元理论及位移不

连续的多边形元素构建断层的三维模型，结合地质

及地球物理资料，从动力学角度揭示首都圈地区主

要断裂带和活动块体的现今地壳运动特征。

图１　首都圈主要活动断层及ＧＰＳ站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

ａｎｄＧＰＳＳｉ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１　犌犘犛观测

１９９２年，中国地震局第一形变监测中心建立

了首都圈ＧＰＳ形变监测网，并进行了首次观测
［１２］，

该网由４２个ＧＰＳ点组成。为了加强形变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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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对该网进行了加密，点位接近９０个
［１３］，并

进行了多次复测［１１］；１９９９年，又在华北南部增加

了ＧＰＳ点位，使该监测网点位接近１００个，并于

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１年进行了复测
［１４］；山西省地震局于

１９９５年沿山西地震带建立了由４０个点组成的监

测网，并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进行了５期复测
［１１，１５］。

１９９８年，“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在首

都圈地区新建了１６７个ＧＰＳ点，分别于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１年及２００４年进行了联测
［１６１８］。

国家测绘局与总参测绘局在”九五”期间也先

后在首都圈地区分别建立了由３９个和６个犃、犅

级及１、２级ＧＰＳ点组成的观测网络，并有多期复

测资料。

总之，“九五”期间，各个部门在首都圈地区建

立了２８０多个ＧＰＳ点位，点位之间距离由几ｋｍ

到几十ｋｍ，覆盖了主要活动断层。经过１０多年

的重复观测，积累了丰富的形变观测资料［１９］，为

研究该地区的地质构造和地球动力学过程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２　犌犘犛数据处理及结果

本研究使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

验室（ＪＰＬ）研发的科研型 ＧＰＳ精密定位软件

ＧＩＰＳＹ／ＯＡＳＩＳ，进行基线解算和平差处理。

首都圈地区各ＧＰＳ网的观测基本都是在某

个局部地区彼此独立开展，各地区、各时期的监测

数据在整体上缺乏联系，ＧＰＳ数据处理的基本策

略是：将首都圈地区观测数据与中国大陆ＧＰＳ观

测资料统一处理，利用国际ＩＧＳ站及“网络工程”

ＧＰＳ基准站作为一个大尺度、相对稳定的、高精

度控制网，所有流动观测视为与该网的定期或不定

期联测，各自形成一系列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网点

数目不一、网形结构基本相似的、洲际或全球尺度

的动态监测网。一方面，通过这些网中的永久性跟

踪站可有效地保持参考框架统一与稳定，并在此基

础上严密、可靠地解算出各流动站点的坐标和位移

速率；另一方面，还能更好地确定中国大陆现今构

造变形与周边地区构造运动的内在联系。

数据处理中，没有固定任何一个测站坐标，测

站坐标的时段解是一个自由网解，对应着一个自

洽、独立的坐标系统。为了从一系列自由网解中

推算出有构造意义的测站位移速率，所有单日时

段解通过坐标转换归化到统一的ＩＴＲＦ２０００坐标

框架上（图２），并将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的运动场

转换为稳定的欧亚板块参考框架下的相对运动场

（图３）。

图２　首都圈地区水平速度场（ＩＴＲＦ框架，

误差椭圆代表９５％的置信区）

Ｆｉｇ．２　ＧＰ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图３　首都圈地区水平速度场（相对欧亚

板块，误差椭圆代表９５％的置信区）

Ｆｉｇ．３　ＧＰ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３　断层滑动模拟及应力应变场计算

计算使用斯坦福大学构造地质与大地工程实

验室所研发的Ｐｏｌｙ３Ｄ软件，该软件利用边界元

法及位移不连续的多边形平面元素来计算线弹

性、均质且各向同性的全空间或半空间的准静态

位移及应力和应变场。

边界元以角度位错理论［２０］为基础，可为任意

多边形。从地质学角度而言，一个多边形元素可

以代表断层的一个部分、整体或是其中的某个裂

隙，这些裂隙的位移（裂隙孔径或断层滑移）在每

一个元素中都是一个常数，因此，可利用复合元素

来模拟任意数目且互相关联的裂隙或断层的张裂

和滑移量［２１］。

由于边界元可以构建三维且不规则的断层

面，同时不会产生元素重叠或断层面不连续，因

此，边界元对复杂断层的模拟可以更接近实际情

况，并得到了很好的利用［２２２４］。

计算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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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活动断层的确定。根据有关地质和地球

物理成果［２５，２６］，选取了８个主要活动断层及其几

何参数（表１），建立了首都圈地区的三维断层模

型（如封二彩图１所示）。

表１　首都圈主要活动断层几何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编号 活动断层 起止点（经度，纬度） 走向 倾向／（°） 深度／ｋｍ

１ 张家口北票 （１１３．９，４１．１）～（１１８．８，４１．３） ＥＷ Ｓ／８０～８５ ２２～２５

２ 蔚县延庆 （１１４．４，３９．７）～（１１５．５，４０．３） ＮＥ ＮＷ／７０～８０ １８～２０

３ 紫荆关 （１１５．２，３９．３）～（１１５．８，４０．１） ＮＥ Ｅ／５０～６５ ２０～２５

４ 黄庄 （１１５．７，３９．４）～（１１７．１，４０．５） ＮＥ ＳＥ／６０～７０ ４０～５０

５ 宝坻 （１１６．１，３９．４）～（１１７．４，３９．７） ＮＥ ＳＥ／５０～６５ １７～１９

６ 唐山宁河 （１１７．８，３９．３）～（１１８．４，３９．９） ＮＥ ＮＷ／６０ ２５～２８

７ 沧东 （１１６．５，３７．９）～（１１７．７，３９．２） ＮＥ ＳＥ／５０～６５ ３７

８ 郯庐 （１１８．０，３２．８）～（１２４．５，４３．２） ＮＥ ＳＥ／５０～６５ ３６～４０

　　２）断层滑移量计算。利用Ｏｋａｄａ的弹性半

无限位错理论［２７］，使用边界元法计算断层的滑移

量。假如地表ＧＰＳ观测的位移量为犱，断层面上

的滑移量为狊，两者的关系可表示为：

犱＝犌（犿）狊＋犈 （１）

式中，犌（犿）是与断层有关的格林函数，包括断层

走向、倾角、深度、位置、长度、宽度等；犈为观测误

差。将断层面分成一定数量的多边形元素，可由

式（１）反算每个元素的滑移量，为确保不同元素上

的滑移可以保持连续平滑的变化，避免各元素滑

移方向的不一致，模拟值和犌犘犛观测值必须满足

以下条件：

ｍｉｎ［狘狘犌（犿）狊－犱狘狘２＋β
－２
狘狘

２狊狘狘２］（２）

其中，｜｜·｜｜２表示欧几里得范数；犌（犿）狊－犱为格

林函数犌与断层滑移量狊相乘后减去ＧＰＳ观测

值；β为控制断层平滑程度及断层滑移量符合程度

的因子；
２为制约断层平滑程度的拉普拉斯算子。

３）应力应变场计算。利用角度位错理论，在

边界元构建的三维断层模型基础上，计算断层或

者特定剖面在线弹性、均质且各向同性的半无限

空间中的位移、应力和应变场［２８，２９］。

４　结果分析

模拟获得的 ＧＰＳ点位的位移场与实测的

ＧＰＳ观测值（图４），在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误差分

别为０．６８ｍｍ及０．７７ｍｍ，表明计算所使用的断

层参数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

各个断层面在南北向、东西向、垂直向的应力

分布及整体应力分布（封二彩图２～彩图５），表明

张家口北票断裂、蔚县延庆断裂、紫荆关断裂、

黄庄断裂、宝坻断裂及唐山宁河断裂的应力分布

较均匀，而同期该地区的地震活动较少（Ｍｓ４．０～

４．９级地震６次），强度也较弱（Ｍｓ５．０～５．９级地

图４　ＧＰＳ模拟速度场与实测速度场比较

（ＩＴＲＦ框架，灰色为观测值，黑色为模拟值）

Ｆｉｇ．４　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ｌｅｄ

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震１次），反映了首都圈大部分地区在１９９２～

２００４年间的地质构造活动比较平静，这与黄立

人［１１］等人的研究结论“近１０ａ来该地区块体的应

变积累速率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致。沧东

断裂西南末段及郯庐断裂北段出现应力集中区，

其中沧东断裂西南末段以拉张为主，方向与断层

的倾向一致，郯庐断裂北段也以拉张为主，方向与

断层的走向（ＮＥ）基本一致。

首都圈地区活动断裂的深度大多为２５ｋｍ，为

此，笔者计算了首都圈地区的地表及地表以下１５

ｋｍ和２５ｋｍ剖面的应变场（封二彩图６～彩图８），

结果表明，在１５ｋｍ深度，应变增大，当深度为２５

ｋｍ时，应变场量级与１５ｋｍ的剖面基本一致。在

紫荆关断裂的北部地表出现应变集中区，量级约为

－４×１０８，而随着深度的增加，应变集中区消失；郯

庐断裂北段地表出现两头膨胀中间压缩的现象，在

１５ｋｍ深度，虽然应变增大，但应变集中区缩小，在

２５ｋｍ深度，应变集中区逐渐缩小。

５　结　语

１）利用首都圈地区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间２００多

个ＧＰＳ点位的多期复测资料，首先获得了该地区

在ＩＴＲＦ框架和相对欧亚板块的水平速度场。后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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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结果表明，速度场自北向南由４ｍｍ／ａ逐渐增

大到９ｍｍ／ａ，反映了阴山燕山块体与晋冀鲁块

体的运动差异。

２）基于ＧＰＳ观测的速度场，使用边界元理

论和角度位错原理，运用位移不连续的多边形平

面元素计算了首都圈地区主要活动断裂及剖面在

线弹性、均质且各向同性的半空间中的准静态位

移、应力和应变场，利用ＢＥＭ模拟的ＧＰＳ位移场

与观测值在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误差优于１ｍｍ，

主要活动断裂的应力分布表明断裂的构造活动不

明显，沧东断裂西南末段以拉张为主，方向与断层

的倾向一致，郯庐断裂北段也以拉张为主，方向与

断层的走向（ＮＥ）基本一致，地表及地下剖面的应

变场表明随着深度的增加（０～１５ｋｍ），剖面的应

变逐渐增加。

３）由于ＧＰＳ观测在垂向精度较差，本研究

仅使用了ＧＰＳ的水平速度场进行断层的三维应

力应变场的计算和分析，同时，由于郯庐断裂北段

远离陆地，周围缺少必要的ＧＰＳ速度场作为边界

条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结果。

致谢：本研究所使用的Ｐｏｌｙ３ｄ与Ｐｏｌｙ３ｄｉｎｖ

软件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授权，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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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２００７年出版基本情况统计

２００７年度，《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共出版１２期，合计字数２４５万，比上年增加６．５％；发表论文２７５

篇，比上年减少４篇；篇均页码４．１８，增加０．２面。同期，共收到国内外投稿７９８篇，与上年基本一致；用稿率

３４．５％，较上年下降１．３个百分点。发表的论文，从投稿到出版，时差最长１１９天，最短３６天，平均７０．２天，比

上年缩短１１．２天。发表的论文中，校内稿件１３９篇，占５０．５％；校外及海外稿件１３６篇，占４９．５％；外稿比例较

上年下降１．４个百分点。各类基金资助论文２５９篇，基金产文率９４．２％，比上年提高２．４个百分点。ＥＩ核心版

收录２７５篇，收录比例继续保持１００％。

已发表论文中，涉及作者８０５人次，比上年减少７．３％。其中校内作者４０１人次，占４９．８％；校外及海外作

者４０４人次，占５０．２％；校外及海外作者减少０．８个百分点。按第一作者统计，院士论文１４篇，占５．１％；博士生

导师６９篇，占２５．１％；教授、研究员１０篇，占３．６％；副教授３５篇，占１２．７％；博士和博士生１２８篇，占４６．６％；

其他１９篇，占６．９％。累计高级职称作者论文比例４６．５％，博士论文比例４６．６％，两者合计９３．１％，比上年提高

３．５个百分点。

本年度内，有２篇论文入选第一届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内论文（详见本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相关报道）；影

响因子０．７４７，引用频次１３１２，比上年有明显提高（见《中国期刊引证报告》）。

６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