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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地质、地球物理研究得到的我国区域形变模型预测的速率值作为先验值，以ＧＰＳ数据的基线向量

作为观测值，进行综合地壳形变分析，以实现两类信息的优势互补。考虑到地球物理模型预测值和几何观测

量具有不同的内部精度和外部可靠性，采用方差分量估计方法平衡这两类形变信息的贡献，使它们的精度尽

可能协调一致。实测数据计算表明，该方法能够提高变形参数解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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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壳水平运动的研究一般采用地质、地球物

理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基于第四纪断层滑移幅度、

大地震的机制解等间接推断地壳的变形状态［１］。

ＤｅＭｅｔｓ于１９８０年建立了著名的板块运动模

型———ＮＵＶＥＬ１模型
［２］。近２０ａ来，基于ＧＰＳ、

ＳＬＲ等大地测量观测成果，国内外学者在地壳形

变监测［３，４］、地球物理形变模型的检验［５］以及地壳

运动速度场的建立［６，７］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研

究表明，高精度ＧＰＳ测量足以直接检测出地壳运

动和构造变形的细微变化，特别适用于板块边界

和形变模式复杂的区域形变监测［８］。然而，利用

高精度的ＧＰＳ测量虽然能获得很高的相对定位

精度，可以为地质、地球物理方法定量研究地壳形

变提供支持，但基于几何观测信息的地壳形变分

析主要通过特定的估算准则和特定的基准来确定

地壳形变分析，这样会过多地注重几何观测结果，

而不关注形变的物理背景，如果所选的参考基准

不适当或存在观测误差，将造成计算结果的扭曲。

因此，对地壳形变的分析最好能将ＧＰＳ观测得到

的速度场和现今较成熟的地球物理模型结合起

来，合理地应用二者中的最优信息［１，９］。

为了可靠地进行地壳形变分析，本文将地球

物理模型预报的速率值作为先验信息，将ＧＰＳ几

何观测获得的基线向量作为观测量，并依据混合

最小二乘原则综合求取地壳形变参数，以实现类

型不同的两种信息间的优势互补。

１　观测方程和地球物理模型

原理 上，板 块 运 动 的 欧 拉 矢 量 ω ＝

ω狓 ω狔 ω（ ）狕
Ｔ与测站地心速度犡犻 之间有如下

关系：

犡犻＝ω×狉犻 （１）

式中，狉犻是测站地心的位置矢量。

因板块运动主要反映在水平站速度之中，况

且目前ＶＬＢＩ、ＧＰＳ和ＳＬＲ这三种技术确定垂向

站速度还不够精确，直接采用地心站速度可能会

使板块运动参数估计受到垂向站速度误差的影

响，所以，实用中常把测站地心速度转换为站心速

度。若仅考虑站心水平分量，并写成矩阵形式，式

（１）可改写为：

狏狀

狏
［ ］
犲

＝
犚ｓｉｎ犔 －犚ｃｏｓ犔 ０

－犚ｓｉｎ犅ｃｏｓ犔 －犚ｓｉｎ犅ｓｉｎ犔 犚ｃｏｓ
［ ］

犅
·

ω狓 ω狔 ω［ ］狕
Ｔ （２）

式中，犔、犅为点的经纬度；犚为地球半径；狏犲、狏狀分

别为站心东向和北向的速度分量。

假设一个稳定的参考框架，并且有一个复测

ＧＰＳ变形监测网，两个历元的位置变化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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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积分获得。通常，利用ＧＰＳ观测量进行形变

分析，一般只考虑几何变化信息，而不顾及所研究

区域的地球物理信息。如果可以将所研究区域描

述成一个物理系统，那么可以采用相应的地球物

理模型和相关数据将几何观测量通过动态模型进

行分析。本文讨论仅限于那些对瞬时速率不敏感

的点的观测值。假设历元狋有狀个观测量犔（狋），

则

犔（狋）＝犃犡（狋）＋犲 （３）

式中，犡（狋）为狋时刻的状态向量；犃为设计矩阵；犲

为观测噪声向量，且犈（犲）＝０，犈（犲犲Ｔ）＝Σ。

假设已经获得狋０时刻的状态向量犡（狋０），则

式（３）可写为：

犞（狋）＝犃^狓（狋）＋犾（狋） （４）

式中，犞（狋）是残差向量；^狓（狋）为待估参数向量，

犾（狋）＝犃犡（狋０）－犔（狋） （５）

狓^（狋）＝犡^（狋）－犡（狋０） （６）

　　另一方面，若将由地球物理模型计算求得的

点的状态向量狓（狋）看作狋时刻的伪观测向量，并

令残差向量为犞狓，则有：

犞狓 ＝狓^（狋）－狓（狋） （７）

２　抗差估计模型及其解

以不同的约束条件综合考虑式（４）和式（７），

将得到不同的结果。本文把观测向量犔（狋）和伪

观测向量狓（狋）看作是一个随机过程，并作如下约

束：

犞Ｔ犘犞＋犞
Ｔ
狓犘狓犞狓 ＝ｍｉｎ （８）

式中，犞 即为犞（狋）；犘 为观测向量权矩阵，犘＝

Σ
－１；犘狓为伪观测向量狓（狋）的权阵。这里假设几

何观测量与地球物理模型预报值随机独立，则有：

狓^（狋）＝狓（狋）＋犓［犾（狋）－犃狓（狋）］ （９）

Σ珘狓（狋）＝ ［犐－犓犃］Σ狓（狋） （１０）

其中，犓是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增益矩阵：

犓＝Σ狓（狋）犃
Ｔ［犃Σ狓（狋）犃

Ｔ
＋犘

－１］－１

　　尽管由地球物理模型预报的地壳形变信息精

度不高，但一般不会被异常误差污染，可以认为它

服从高斯分布。而ＧＰＳ观测量则有可能含有异

常值，设其服从污染高斯分布，则新的混合抗差估

计量可表示为［１０］：

狓^犚（狋）＝狓（狋）＋Σ狓（狋）犃
Ｔ犘ψ（犞） （１１）

式中，向量ψ（犞）由ψ（狏犻）组成，称作罚函数或递减

函数，ψ（狏犻）随着狏犻的增大而减小。这里采用ＩＧ

ＧＩＩＩ罚函数
［１１］。

类似于式（９），式（１１）可改写为：

狓^犚（狋）＝狓（狋）＋犓［犾（狋）－犃狓（狋）］ （１２）

犓＝Σ狓（狋）犃
Ｔ［犃Σ狓（狋）犃

Ｔ
＋犘

－１］－１ （１３）

Σ^狓犚（狋）＝犇
－１
Σ狌犇

－１ （１４）

式中，

犇＝ （犃
Ｔ犘－１犃＋Σ

－１
狓 ） （１５）

Σ狌 ＝ （犃
Ｔ犘Σ犘犃＋Σ狓） （１６）

其中，犘为等价权矩阵，若观测向量独立，则其元

素为：

狆犻＝狆犻ψ（狏犻）／狏犻（犻＝犼）；狆犻犼 ＝０（犻≠犼）

（１７）

对于相关观测量，其元素为［１２］
狆犻犼＝狆犻犼ψ（狏犼）／狏犼；

Σ^狓犚（狋）的近似表达式为
［１０］
Σ^狓犚（狋）＝（犃

Ｔ犘犃＋犘狓）
－１

·σ
２
０。其中，σ

２
０为方差因子。

３　地球物理信息与几何观测信息间

权比的调整

　　地球物理模型预测值和几何观测量具有不同

的内部精度和外部可靠性。许多算例表明，两类

观测值之间的权比对所估计的量及其精度会有很

大的影响［１３］。因此，首先应该根据两类信息的不

确定度重新调整相应的权，使它们的贡献与其实

际精度尽可能匹配，以合理、充分地利用两类信

息。

本文采用 Ｈｅｌｍｅｒｔ方差分量估计法重新确

定各类观测量的权。犢由几何观测值和物理预报

值组成，ｃｏｖ（犢）是它的协方差矩阵，则有：

犢＝
犾（狋）

狓（狋
［ ］），ｃｏｖ（犢）＝

σ
２
１犘

－１ ０

０ σ
２
２犘

－１［ ］
狓

（１８）

σ
２
１和σ

２
２分别为几何观测量和地球物理模型信息的

方差分量。

如果测量数据中可能存在系统误差和粗差，

则可采用抗差方差分量估计法进行方差分量的计

算［１４］，即

σ^
２
１ ＝

［ψ（犞）］
Ｔ犘［ψ（犞）］

狀－ｔｒ（犖－
１犖１）

，^σ
２
２ ＝

犞Ｔ
狓犘狓犞狓

犿－ｔｒ（犖－
１犘狓）

（１９）

式中，犖＝（犃Ｔ犘犃＋犘狓）；犖１＝犃
Ｔ犘犃；狀是几何观

测量个数；犿是物理模型预报值个数。

权的计算步骤如下：① 计算狓^、犞、^σ
２
１和σ^

２
２的初

始值；② 根据σ^
２
１和σ^

２
２重新计算两类观测量的权矩

阵；③ 用新的权矩阵重新计算狓^、犞、^σ
２
１和σ^

２
２；④ 如

果σ^
２
１和σ^

２
２近似相等，或者其差小于某一限值，退

出迭代，否则回到步骤①。

方差分量σ^
２
１和σ^

２
２的变化可以调整两类观测

１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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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间的权比，但不会影响同类观测量内部的相

关关系。

采用上述方差分量估计方法，可以合理地确

定两类观测值的相对“优化”权。通过式（１９），可

以得到一个可靠的、一致的、不受异常数据影响的

方差因子。由于σ^
２
１ 计算的方差因子是有偏的，实

际计算时需要进行迭代。由式（１９）知：① 初始权

矩阵犘由原始观测量的内部精度确定，和外部影

响无关；② 在迭代计算时，用到了新的犞 和犞狓，

它们反映了两组数据对于同一模型的差异；③ 方

差分量的抗差估计与原始的 Ｈｅｌｍｅｒｔ方差分量

估值形式上差异很小，Ｈｅｌｍｅｒｔ估值中的残差犞

被ψ（犞）代替，法矩阵中的几何观测量的权阵犘由

等价权阵犘代替，犡的权阵没有变化，因为已经假

设犡没有被污染；④ 采用抗差估计计算的位移量

不会再被异常污染，相应的方差分量估值也不受

异常观测值的影响；⑤ 几何观测量的迭代等价权

矩阵和物理模型信息的权阵确定方法如下：

犘犽＋１ ＝犘
犽／^σ

２（犽＋１）
１ ，犘狓

犽＋１
＝犘狓

犽／^σ
２（犽＋１）
２ （２０）

式中，犽和犽＋１表示迭代次数。

４　算例分析

以陕西某范围为纬差４．５°、经差４．０°的ＧＰＳ

地震监测网为例，该网由４５个 ＧＰＳ点组成，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连续５ａ进行观测，每年观测在７、

８月进行，每次连续观测时间不小于１０ｄ。基线

向量从ＧＡＭＩＴ计算结果中提取，这几期基线重

复率均小于３ｍｍ，相对基线重复率均为１０－８量

级，观测精度可靠。以基线向量为观测量，以点位

坐标为参数，对其中周边１２个ＩＧＳ站的坐标施

加３ｍｍ约束，进行网平差。由该网连续５期的

点位平差值拟合各点的运动速度，速度与位置间

的关系分别采用多项式模型和地球物理模型进行

拟合。选用２２个点建立形变参数估计模型，另外

１３个点用作外部检核。检核精度由检核点均方

根误差 ＲＭＳ衡量，ＲＭＳ＝ ［
１

犿∑
犿

犻＝１

（犱犻）
２］

１
２，其

中，犿为检核点个数；犱＝狏′检核点－狏检核点，狏′检核点为

由拟合参数重新计算的检核点速度；狏检核点为检核

点速度的已知值。

分别用如下几种方案进行计算：① 多项式最

小二乘拟合（ＰＬＳ）；② 基于地球物理模型的最小

二乘拟合（ＧＬＳ），拟合模型采用式（３）；③ 混合

形变模型最小二乘估计（ＨｙＬＳ），几何模型采用

式（３），其待估参数ω狓、ω狔、ω狕的先验值由中国大

陆地区华北地块运动的旋转角速度矢量Ω


＝

λ（ ）φ ξ
Ｔ换算得到，这里取λ＝１３２．３°，φ＝

５４．２°，ξ＝０．１５８°／Ｍａ
［１４］；④ 混合形变模型抗差解

（ＨｙＲ），函数模型同方案③；⑤ 基于方差分量估

计的混合形变模型抗差解（ＨｙＨＲ），函数模型同

方案③。各方案犲、狀方向的检核点残差见图１，

计算结果的对比分析见表１和表２。

图１　各方向检核点残差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表１　５种方案计算的犚犕犛比较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ＬＳ ＧＬＳ ＨｙＬＳ ＨｙＲ ＨｙＨＲ

单位权中误差 ４．６２ ２．７０ ２．３４ １．７２ １．２７

检核点

ＲＭＳ

／ｍｍ

犲方向 ７．８ ３．５ ６．３ ５．３ ３．６

狀方向 ４．３ ３．９ ３．３ ２．８ ２．８

点位 ６．３ ３．７ ５．０ ４．２ ３．２

表２　检核点不符值犱／ｍｍ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Ｋｎｏｗ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ｍ

ＰＬＳ ＧＬＳ ＨｙＬＳ ＨｙＲ ＨｙＨＲ ＰＬＳ ＧＬＳ ＨｙＬＳ ＨｙＲ ＨｙＨＲ ＰＬＳ ＧＬＳ ＨｙＬＳ ＨｙＲ ＨｙＨＲ

－１．３１ －２．４９ －６．８７ －５．７２ －２．６３ －０．０２ －２．２１ －６．５４ －５．２９ －２．１９ ２．３９ －２．８８ －３．４０ －３．１１ －２．６６

１．２６ ０．７３ －５．０６ －３．８１ －０．７１ －０．３２ －１．７８ －６．１３ －４．９２ －１．８２ ２．４４ ５．５５ ２．５４ ０．５８ １．５６

－０．９２ －４．１２ －８．４４ －７．２０ －４．１１－１６．８０ ２．６２ －１．５２ ０．００ ３．１１ ３．４０ ９．４９ ７．９０ ７．２７ ７．９７

－２．４０ －５．４４ －９．７５ －８．４８ －５．３８ ３．２８ ０．７１ －３．６１ －２．３４ ０．７６ ５．６０ －０．７６ －１．１８ －０．８１ －０．３８

３．７９ ２．３０ －２．１７ －１．５１ １．４１ １．２６ －０．４６ ０．７４ －０．２６ ０．１４ －１．５７ １．１９ ０．８８ １．３３ １．７４

－０．０７ －４．０９ －８．３９ －７．１１ －４．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９ －０．３８ ０．０９ ０．４９ １．３６ －２．０１ －２．２７ １．７７ －１．３８

１１．３５ ３．０３ －０．６３ ０．５７ ３．２５ ８．２９ －２．４６ －２．９１ －２．５７ －２．１３ －９．４７ －５．９４ －４．１１ －１．９９ －２．１５

１８．６３ ５．２３ １．２３ ２．９０ ５．９８ －０．４８ －０．１３ －０．５２ －０．１４ ０．２８ ４．４６ －４．３２ －４．６６ －４．２３ －３．８２

－２．６９ －５．６６ －９．９８ －８．７４ －５．６５ ０．９８ －０．６８ －１．６５ －１．７４ －１．１８

　　从表１中的ＰＬＳ、ＧＬＳ列可以看出，当采用 地球物理模型作为形变分析模型时，形变拟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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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精度较之常用的多项式拟合有了很大的提

高，说明该模型不仅具有明晰的物理意义，而且具

有一定的可信度；从 ＨｙＬＳ列可以看出，采用由

地球物理模型计算的华北地块运动参数作为模型

拟合参数的先验值，形变参数的拟合精度反而有

所下降。究其原因，是该方法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没有考虑地球物理模型参数与ＧＰＳ观测量间权

的比例，两类观测量的方差因子不协调，导致参数

解的偏差；从 ＨｙＬＳ、ＨｙＲ列可以看出，采用抗

差估计后，大误差观测的影响受到抑制，检核点精

度有所提高。但本算例中的观测质量较高，无明

显异常，于是抗差估计与ＬＳ估计结果相差不大，

因此无需定位粗差。当存在异常观测时，相应的

等价权等于０，或接近于０，则该观测即为粗差。

表１和表２中的 ＨｙＨＲ列数据表明，在对

观测信息进行抗差处理，使其不受异常值影响的

情况下，采用Ｈｅｌｍｅｒｔ方差分量估计对地球物理

模型预测值和ＧＰＳ观测值的权进行调整，可以有

效地削弱两类观测量方差因子不一致的影响，从

而提高形变参数解的精度。

从表１中还可以看出，当采用方案②时，单位

权中误差有了很大改善，即内符合精度有明显提

高；当采用方案⑤时，内符合精度进一步提高。

５　结　语

在地壳形变分析中，将所研究区域已有的板

块或块体运动模型速度预报信息作为形变参数的

先验信息，以ＧＰＳ观测信息作为更新信息，即综

合利用几何观测量和相应板块（块体）运动模型预

测的形变量两类信息，不仅可以解决形变分析的

基准问题，而且提高了形变参数解的精度；通过方

差分量估计可以进一步调整两类不同信息的相对

权比，从而合理地利用几何观测信息和地球物理

模型信息的贡献。另外，利用地球物理模型作为

形变参数拟合模型，不仅使得拟合参数具有一定

的物理意义，还可以提高形变参数解的光滑度，当

研究区域观测点数量相对较少时，利用此方法解

得的形变参数可以推算任一未测点的形变量，达

到分析区域形变和应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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