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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多期ＧＰＳ观测资料计算了广西区域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的三维速度场、主应变参数及区域参考框

架下的三维形变速率和形变运动趋势，研究了该区域现今地壳运动速度场及内部形变规律。结果表明，广西

区域随同南华亚板块作ＳＥＮＷ方向的逆时针运动，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的东西向速率为２９．３ｍｍ／ａ，南北向

速率为－１３．４ｍｍ／ａ，垂向平均速率为２．３ｍｍ／ａ；区域内部现今地壳运动的形变量较大（约４ｍｍ／ａ），主张应

变率（５．４８×１０－９／ａ）大于主压应变率（３．７０×１０－９／ａ），地壳应变表现为拉张为主，主应变轴为Ｎ４３．１９°Ｅ。

关键词：ＧＰＳ观测站；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速度场；应变参数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７．１；Ｐ２２８．４２

　　广西区域地质史上地壳活动频繁，先后经历

了７个活动时期和１９次构造运动，其中，四堡、广

西、东吴、印支和燕山等运动较强烈，为造陆运动

或褶皱运动，总的趋势是由活动性向相对稳定性

演变。近代，广西地区地壳活动主要表现为缓慢

上升［１，２］。区域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北东东和北

西向两组断裂是组成区域构造格局的最基本成

分，对该区域地质构造的演化和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区域地震多为构造地震，受北东东和北西向

两组活动性断裂控制，主要分布在桂东南和桂西

北地区。１９４９年以来，广西区域发生 犕犔≥５．０

地震共７次，犕犔≥６．０地震共２次。据相关研究，

广西目前仍处在第二活跃期的高潮时期［３，４］。本

文利用多期ＧＰＳ观测站数据计算了区域地壳运

动速度场和应变参数，并对形变和优势运动进行

了分析讨论。

１　犌犘犛数据处理

本文收集和分析了研究区域近１０ａ来观测

的多期ＧＰＳ观测站数据，包括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多

期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 ＧＰＳ数据和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年两期广西Ａ级ＧＰＳ控制网数据。

利用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Ｖｅｒ１０．３２）
［５，６］软件

进行ＧＰＳ基线数据处理，联合全球连续运行跟踪

站（ＩＧＳ站）数据，采用单日松弛法解算 ＧＰＳ基

线，最终获得ＧＰＳ观测站的测站坐标和轨道是一

个在ＩＴＲＦ系统上有限漂浮、自恰的、瞬时自由

网［７９］。将单日解ｈｆｉｌｅ联合由美国ＳＩＯ计算的

全球子网ＩＧＳ１、ＩＧＳ２、ＩＧＳ３作为ＧＬＯＢＫ的输入

观测量，利用ＩＧＳ站定义参考框架，将单日松弛

解通过七参数相似变换转换到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

下，通过子程序ｇｌｒｅｄ计算ＧＰＳ观测站的时间序

列。

２　区域地壳运动三维速度场

通过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计算，得到了各ＧＰＳ

观测站基于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的三维速率及标准

差，如表１所示。对应具有多期数据的中国地壳

运动观测网络ＧＰＳ观测站，其三维速率的估值精

度较高，标准差优于１ｍｍ，与赖锡安等利用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年ＧＰＳ观测站数据计算的中国大陆现今

地壳运动速度场的结果相一致［１０］。受到地壳垂

直位移季节变化的影响，ＧＰＳ观测站垂直位移时

间序列存在显著的年周期变化［１１１４］。当 ＧＰ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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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观测周期较短，且观测时段不在相同季节时，

其垂向速度估值会受到年周期变化的影响。ＧＰＳ

观测站（ＩＳ４８、０１０８、０１１１、Ｊ００３）只有两期数据的

广西Ａ级ＧＰＳ控制网，第一期为２００４年３５９～

３６３ｄ，第二期为２００７年１１５～１１７ｄ，两期观测间

隔只有２．３ａ，其东西向、南北向的速率估值标准

差优于１ｍｍ，垂向速率估值标准差优于２ｍｍ。

０１０８和０１１１的垂向速率估值与研究区域的垂向

整体运动趋势有差异，分析其原因，应与测量标志

的沉降有关。ＩＳ４８、Ｊ００３是利用旧测量标石观

测，其标志是稳定的；０１０８、０１１１是新埋基本标

石，其标志的稳定需要经过一个沉降期。由此分

析，可推测０１０８、０１１１的垂向速率估值－６．９６

ｍｍ／ａ、－２．４４ｍｍ／ａ基本反映了新埋标石观测期

间的平均沉降速度。对于这种情况，还有待进一

步分析。

表１　广西区域犌犘犛观测站的三维速率及精度／ｍｍ·ａ－１

Ｔａｂ．１　３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ｒｅａ／ｍｍ·ａ
－１

点号 犞犲 犞狀 犞狌 犛犲 犛狀 犛狌 点号 犞犲 犞狀 犞狌 犛犲 犛狀 犛狌

ＪＢ２６ ３０．２３ －１３．５１ ０．４８ ０．２３ ０．１５ ０．３５ Ｆ０６０ ２７．８７ －１２．６７ １．３４ ０．３０ ０．１６ ０．６１

Ｆ０３８ ３２．７２ －１３．５３ １．１２ ０．６３ ０．２７ ０．９７ ０１０８ ３４．１８ －１４．１３－２．４４ ０．５８ ０．３７ １．６９

ＪＢ２１ ３２．１１ －１３．３８ １．１６ 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４３ Ｆ０５９ ３０．１５ －１３．４１ ２．７１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６０

Ｆ０４９ ３０．２３ －１４．２２ ２．６８ ０．３５ ０．１７ ０．６７ Ｊ００３ ３１．６６ －１１．９０－０．２５ ０．９７ ０．５２ １．８９

ＩＳ４８ ２５．６９ －１３．３８ ３．４９ ０．６２ ０．３９ １．５９ Ｆ０６２ ２８．６８ －１３．６２ ２．３２ ０．２６ ０．１４ ０．５１

０１１１ ２９．８０ －１０．６９－６．９６ ０．６３ ０．３９ １．８２ Ｆ０７８ ２６．８８ －１２．６１ ２．１６ ０．３１ ０．１６ ０．６２

Ｆ０６３ ２７．４２ －１４．０１ ２．１０ ０．２６ ０．１４ ０．５１ Ｆ０７５ ３０．４９ －１２．９５ ３．０３ ０．３３ ０．１７ ０．６３

Ｆ０６５ ２８．２３ －１２．６８ ３．０５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５９ Ｆ０７７ ２９．１８ －１２．６４ ４．４７ ０．３４ ０．１６ ０．５７

Ｆ０６４ ２９．１３ －１３．８ １．２２ ０．２８ ０．１６ ０．５８

　　注：犞犲、犞狀、犞狌 分别表示观测站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的东西向、南北向和垂向的三维运动速率；犛犲、犛狀、犛狌 分别表示三个方向的标准差。

　　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广西区域现今地壳运动

的三维速度场如图１所示。由表１和图１（ａ）的

分析可知，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ＧＰＳ观测站水平方

向的速率约为３２．５ｍｍ／ａ，优势运动方向为

ＮＥ１１４°；在青藏高原东北缘ＳＥ方向的推挤力、南

海块体自南向北的推挤力、台湾岛东侧菲律宾海

板块向西北方向的仰冲共同作用下，随着华南块

体作逆时针旋转［１５］。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ＧＰＳ观

测站垂向运动的速率在０～５ｍｍ／ａ之间，研究区

域垂向运动的整体趋势是缓慢上升的，与区域地

质调查结果相一致。其中，上升的优势方位集中

在桂西、桂南的北西向断裂带部位。

３　区域地壳形变运动与应变分析

３．１　基于区域参考框架下的形变运动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广西区域地壳形变运动的状

况，对研究区域１７个ＧＰＳ观测站的水平速度场

进行相对基准变换处理。在此情况下，各观测点

已消除了整体运动，所得到的位移矢量是观测点

图１　广西区域ＧＰＳ观测站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

下的三维速度场

Ｆｉｇ．１　３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ｒｅ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ＩＴＲＦ２０００

相对于基准点的相对运动，代表了研究区域内部的

形变运动。基准点的选择以点位稳定、具有多期观

测值、计算精度高为原则，同时确保经相对基准变

换后所得到的三维形变图像能够清楚地反映研究

区域的地壳形变趋势。经过分析，本文设计以间隔

９ａ、具有５期观测数据的基本点ＪＢ２６作为基准点，

通过相对基准变换处理建立了区域参考框架，获取

观测站的三维形变速率如表２和图２所示。

表２　区域参考框架下犌犘犛观测站的三维形变速率／ｍｍ·ａ－１

Ｔａｂ．２　３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ｍｍ·ａ
－１

点号 犞犲 犞狀 犞狌 点号 犞犲 犞狀 犞狌 点号 犞犲 犞狀 犞狌

ＪＢ２６ ０ ０ ０ Ｆ０６３ －２．８１ －０．５０ １．６２ Ｊ００３ １．４３ １．６１ －０．７３

Ｆ０３８ ２．４９ －０．０２ ０．６４ Ｆ０６５ －２．００ ０．８３ ２．５７ Ｆ０６２ －１．５５ －０．１１ １．８４

ＪＢ２１ １．８８ ０．１３ ０．６８ Ｆ０６４ －１．１０ －０．２９ ０．７４ Ｆ０７８ －３．３５ ０．９０ １．６８

Ｆ０４９ ０ －０．７１ ２．２０ Ｆ０６０ －２．３６ ０．８４ ０．８６ Ｆ０７５ ０．２６ ０．５６ ２．５５

ＩＳ４８ －４．５４ ０．１３ ３．０１ ０１０８ ３．９５ －０．６２ －２．９２ Ｆ０７７ －１．０５ ０．８７ ３．９９

０１１１ －０．４３ ２．８２ －７．４４ Ｆ０５９ －０．０８ ０．１０ ２．２３ Ｊ００３ １．４３ １．６１ －０．７３

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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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区域参考框架下ＧＰＳ观测站的三维形变矢量图

Ｆｉｇ．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

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

　　由表２可知，相对基准点ＪＢ２６而言，ＧＰＳ观

测站的三维形变速率约为４ｍｍ／ａ。其中，水平

方向形变速率最小的是Ｆ０５９，为０．１ｍｍ／ａ，最大

的是ＩＳ４８，为４．５ｍｍ／ａ；垂直方向形变速率最小

的是０１１１，为－７．４０ｍｍ／ａ，最大的是Ｆ０７７，为

３．９９ｍｍ／ａ。

从图２可以发现，以研究区域中部的北西向

断裂为界，在区域参考框架下的ＧＰＳ观测站水平

方向出现了显著的分群运动。其中，０１０８、ＪＢ２１、

Ｆ０３８可以划分为一组，具有向东的形变运动趋

势，０１１１则沿着桂林柳州南宁凭祥的北东右旋

平移断层向北方向运动。其他１２个ＧＰＳ观测站

除Ｊ００３外，都具有向西、北西西的形变运动趋势，

其运动速率自北西向南东由小变大，然后又变小，

其最大值出现在北西和北东东两组断裂带的交界

处。Ｊ００３观测站位于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带的

汇集处，形变方向为北东向。其原因是：０１１１的

观测周期仅有２．３ａ，其形变速度反映的是观测周

期的平均速度，与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观测站

近１０ａ的平均形变速度会存在差异。北西向断

裂带的垂向形变趋势显著，自北西向南东，垂直形

变由大变小，再变大，与水平方向的形变趋势相

反。由以上分析可知，河池玉林阳江断裂带（见

图３中的①）上盘的垂直速率小于１ｍｍ／ａ（ＪＢ２１、

Ｆ０３８的垂直速率分别为０．６８ｍｍ／ａ、０．６４ｍｍ／

ａ），而下盘的垂向形变平均速率大于２ｍｍ／ａ，断

裂带上、下盘存在明显的速度差。

３．２　地壳运动应变场分析

为了了解广西区域现今地壳运动应变场的空

间分布特征，将研究区域作为一个地块，利用所布

设的１７个ＧＰＳ观测站水平方向的速度场计算各

参数［１６，１７］，则最大主张与主压应变率分别为５．４８

×１０－９／ａ和３．７０×１０－９／ａ，主张应变率大于主压

应变率，主张应变轴为Ｎ４３．１９°Ｅ，最大切应变为

９．１８×１０－９／ａ，最大面应变为１．７８×１０－９／ａ，经

纬度为（１０８．６１９°，２２．９８６°）。由此可知，广西区

域现今地壳运动应变以拉张应变为主，同时兼有

Ｎ４３．１９°Ｗ 向的挤压，随着应力应变的积累，必

将加激北西向断裂带的构造运动，并以断层位移、

地震等方式进行应力能量释放。

４　区域地震活动与构造运动分析

地震活动与地质构造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构造运动活跃的断裂带往往是地震多发地点。本

文根据研究区域应变参数和有关资料绘制了广西

及周边地区地质构造与地震震中分布图，见图３。

图３　广西及周边地区地质构造与地震

震中分布图（１９００～２００８年）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１９００２００８）

　　从图３可知，区域断裂构造十分发育，按断层

展布方向分为北北东、北东东、北西、南北、北东和

东西向６组
［１８，１９］，其中又以北东东和北西向两组

断裂尤为重要，是组成区域构造骨架的最基本成

分，对该区域地质构造的演化和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

研究区域的地震多为构造地震，受北东东和

北西向两组活动性断裂的控制。由表３和图３可

知，１９４９年以来，研究区域发生的地震主要集中

在河池玉林阳江断裂带（见图３中的①）以西的

地区，尤其是集中在防城灵山、百色合浦和靖西

崇左断裂带上（见图３中的②～④）和北部湾海

域。地震空间分布的北西走向格局表明了本活跃

期北西向断裂对研究区域的地震活动有较强的控

制作用［４］，与本文ＧＰＳ观测站监测到的地壳形变

和应变分析结果相一致，同时也兼有水库地震。

如图３中方框表示的区域，自龙滩水库蓄水以来，

大坝１００ｋｍ范围已发生３级以下地震７０多次。

特别是２００７年，该区域先后发生了３．８级和４．６

级地震。

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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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广西区域犕犔≥３地震统计表（１９４９～２００８年）

Ｔａｂ．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犕犔≥３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９４９２００８）

时间 震级 地点 时间 震级 地点 时间 震级 地点

１９５８．０９ ５．７５ 灵山县 １９９４．１２ ６．１ 北部湾海域 ２００５．０１ ４．６ 平果县

１９６０．０７ ５．０１ 忻城县 １９９５．０１ ６．２ 北部湾海域 ２００６．０９ ４．２ 北部湾海域

１９６２．０４ ５．０１ 田林县 １９９８．０４ ４．９ 环江县 ２００７．０３ ３．８ 天峨县

１９７４．１１ ４．１ 灵山县 ２００３．０３ ４．３ 扶绥县 ２００７．０７ ４．６ 天峨县

１９７７．１０ ５．０２ 平果县 ２００３．０５ ４．３ 钦州市郊区 ２００７．０８ ４．１ 忻城县

１９８８．１１ ５．０１ 北部湾海域 ２００３．０２ ３．０ 平果县 ２００８．０３ ３．２ 南宁市郊区

　　　　　　注：平果县１９２５年５月和１９３０年６月先后发生了犕犔＝４．７５地震，灵山县１９３６年４月发生了广西有记录

以来最大的犕犔＝６．７５地震。

　　分析表３可知，研究区域地震活动具有迁移

性和重复性［２０］。随着时间的推移，震中从一个地

区向另一个地区、由一条断裂带向另一条断裂带

或同一地震带的一处向另一处转移；同一地点在

不同的时间重复发生地震，其中，平果县、灵山县、

天峨县、忻城县和北部湾海域是广西地震的多发

点。根据地震活动与地质构造运动的内在关系，

其特性应与地壳形变积累导致地应力的集中、传

递或释放、调整的构造运动有直接关系。

５　结　语

随着地壳形变和地应变的积累，当地震矩的

增大突破平衡时，将会以断裂位移或地震的方式

释放地应变，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应力平衡。根据

广西区域地震活动的迁移性和重复性特征以及以

上应变趋势分析的结果，可能说明了未来几年广

西区域的地震活动仍然集中在北西、北东两组断

裂带交汇处，且重点在桂南的北部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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