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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长距离ＧＰＳ动态数据处理方法，根据四川ＧＰＳ网地震前后的观测数据，计算出了四川ＧＰＳ网各

站点地震前后的位移量。以相对稳定的雅安站为参考站，计算出了绵阳站和郫县站的动态变形序列。汶川地

震动态地壳变形分析结果表明，地震期间，绵阳站和郫县站的主运动朝向西北方向，同时伴随有小幅摆动。在

高程方向，绵阳站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运动特征，郫县站出现上下波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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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预报仍然是个世界性技术难题，目前还未

找到能准确有效地预报地震的方法。ＧＰＳ作为一

种地壳形变监测的新技术，有望为地震预报提供新

的数据信息。因此，世界各国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

ＧＰＳ地壳形变监测网。我国有针对性地在构造断

裂带附近布设ＧＰＳ网，获得了不同地块的运动速

度和运动特征［１４］。由于地壳形变监测网的站间距

离通常都较大，所以传统的短基线动态ＧＰＳ数据

处理算法难以获得动态地壳形变特征。

本文探讨了长距离动态ＧＰＳ数据处理中的动

态模糊度分解问题，利用双频观测数据构造消电离

层观测量以消除电离层的影响，利用ＩＧＳ精密预报

星历以削弱卫星轨道误差影响，将对流层延迟作为

未知数，采用参数估计法来削弱其影响。通过对四

川连续运行ＧＰＳ网在汶川地震前后的观测数据进

行处理和分析，获得了地震期间四川地区若干个

ＧＰＳ监测点的动态地壳形变特征。在进行动态数

据处理时，首先利用地震前后４ｄ的四川ＧＰＳ网和

中国及其周边的ＩＧＳ站的ＧＰＳ数据，计算出四川

ＧＰＳ网各监测站的变形量。在分析各站点的稳定

性之后，以相对稳定的雅安站作为基准站，计算出

了５·１２汶川地震期间若干ＧＰＳ站点的三维动态

变形序列。将变形序列分解到龙门山断层方向及

其垂直方向，获得了地震期间若干ＧＰＳ站点的运

动特征。研究结果有利于汶川地震震源方向的分

析，对于龙门山断裂带相邻地块在地震前后受力

情况和应力分布情况的分析具有参考价值。

１　长距离动态犌犘犛数据处理方法

长距离动态ＧＰＳ基线解算的关键问题之一

是模糊度分解。随着ＧＰＳ站间距离的增加，大气

误差不能通过双差观测量有效地削弱，因此模糊

度分解变得更加困难。本文先利用 ＭＷ 宽巷模

糊度分解公式计算出宽巷模糊度，然后再利用宽

巷模糊度对犔１ 和犔２ 模糊度进行分解。宽巷观测

量定义为犠＝１－２，其频率为犳犠＝犳１－犳２＝

１５４犳０－１２０犳０＝３４犳０，其中，犳０为基本频率，其值

为１０．２３ＭＨｚ，犳狑＝３４７．８２ＭＨｚ，宽巷波长为

λ犠＝犮／犳狑≈８２．６ｃｍ。每一个历元的宽巷模糊度

为犖犠＝犖１－犖２，计算公式为
［３］：

犖犠 ＝１－２－
（犳１－犳２）
（犳１＋犳２）

犚１犳１／犮＋犚２犳２／［ ］犮

（１）

　　由于（犳１－犳２）／（犳１＋犳２）为３４／２７４≈０．１２４，

因此在式（１）中，伪距噪声的影响受到了有效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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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该式消除了电离层和对流层误差的影响，其

精度取决于双频伪距的精度。由于宽巷观测量的

波长较大，因此用式（１）计算出的宽巷模糊度与整

数很接近，可以用直接取整或作小范围搜索获得

整数解。当伪距噪声较小时，用一个历元的数据

便可计算出宽巷模糊度。获得宽巷模糊度之后，

再利用下式计算原始模糊度［３］：

犖１ ＝１－（狑 －犖狑）
犳１

犳狑
＋
４０．３ＴＥＣ

犮
·犳１＋犳２
犳１犳２

（２）

犖２ ＝２－（狑 －犖狑）
犳２

犳狑
＋
４０．３ＴＥＣ

犮
·犳１＋犳２
犳１犳２

（３）

式中，犮为光速；ＴＥＣ为路径总电子含量。式（２）、

（３）中含有电离层影响，当距离较远时电离层和对

流层影响较大，需要用搜索法。该两式仅为后续

模糊度搜索提供一个初始值，具体搜索时要用到

消电离层观测量。相位消电离层观测量为：

ＩＦ ＝
犳
２
１

犳
２
１－犳

２
２

１＋
犳１犳２

犳
２
１－犳

２
２

２ （４）

消电离层观测量的观测方程为：

ＩＦ ＝ρ
λ１
－（

犳
２
１

犳
２
１－犳

２
２

犖１－
犳１犳２

犳
２
１－犳

２
２

犖２）＋
犜

λ１
＋εＩＦ

（５）

式中，犜为对流层延迟参数。最后利用消电离观

测量解算未知点坐标。

２　四川犌犘犛网各站点位移计算及参

考站选择

　　获得动态变形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寻找相对稳

定的ＧＰＳ参考站。在汶川地震期间，要在四川

ＧＰＳ网内找到绝对稳定的点是不现实的，但可以

找到相对稳定点。作为长距离动态ＧＰＳ定位的

参考站应具备３个条件：① 相对稳定；② 尽量离

监测点近；③ 其高程与监测点的高程尽量接近。

四川ＧＰＳ监测网目前由１２个站构成（见图

１），于２００７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大多数站点

采用Ｔｒｉｍｂｌｅ５７００参考站接收机，少部分站点采

用Ｌｅｉｃａ１２００接收机，采样率设为１ｓ。其中绵

阳、中江、郫县、成都、简阳和邛崃站位于龙门山构

造断裂带东侧附近，地震引起的变形较大，而内

江、泸州、荣县、宜宾、雅安和乐山站离构造断层较

远，此次地震引起的变形相对较小。利用２００８

０５１１～２００８０５１４ 的 ＧＰＳ 观 测 数 据，采 用

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计算各站点的每日解，然后计

算出各站点的变形量并分析其稳定性情况。由于

在地震发生５２ｓ后，大多数ＧＰＳ站点的电源中

断，４ｈ之后才恢复供电和数据采集，因此断电期

间没有ＧＰＳ数据。由于地震引起的变形较大，故

将５·１２地震主震期间的数据去掉，并将５·１２

的观测数据分为两个时段，即５·１２震前时段和

５·１２震后时段。在获得每个时段的基线解后，以

武汉、

图１　四川ＧＰＳ网及汶川大地震引起的位移

Ｆｉｇ．１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ｉｃｈｕａｎ

ＧＰ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北京和台湾站作为相对稳定点，求得其余各点的

变形量。各站点变形分布如图１所示。图２为四

川ＧＰＳ网主要站点地震前后变形曲线。

图２　四川ＧＰＳ网主要站点水平位移量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１１Ｍａｙｔｏ１４Ｍａｙ２００８

　　由图１、２可知，内江、泸州、宜宾、乐山和雅安

站在地震前后的变形量均较小，均可以作为地震

期间动态形变监测的参考站。但作为动态 ＧＰＳ

解算的基准站，应尽量靠近监测点，以减小轨道和

大气延迟等空间相关误差的影响。此外，基准站

与监测点的高差还应尽量小，以削弱对流层误差

的影响。理论上，长距离动态数据处理算法可以

解算长达１０００ｋｍ的流动站的动态轨迹，但其精

度随流动站到参考站距离的增加而降低。由于雅

安站离断层监测点较近，而且它的高程与断层监

测点的高程比其他几个相对稳定点更接近，因此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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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雅安站作为本次动态地壳形变特征分析的参

考站。

３　长距离动态犌犘犛数据处理精度

长距离动态ＧＰＳ数据处理的精度可利用震

前（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Ｔ１４：２８：０４之前）雅安站到绵阳站

（两站相距约２３０ｋｍ）的单历元坐标序列求得。

图３和图４分别为绵阳站相对于雅安站在北向和

东向的坐标变化序列，将该序列中地震期间的数

据除掉后计算出的北向和东向坐标的ＲＭＳ分别

为８．７ｍｍ和８．５ｍｍ，其对应的平面位置ＲＭＳ

为１２．２ｍｍ，高程方向的ＲＭＳ为３８．３ｍｍ。可

以看出，高程方向精度明显低于平面精度。监测

站离参考站的距离是影响平面位置和高程精度的

主要因素，而且对高程精度的影响远大于对平面

精度的影响。

图３　绵阳ＧＰＳ站北

向坐标变化曲线

（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Ｔ１１：

３０：００～１４：２８：５６）

Ｆｉｇ．３　Ｎｏｒｔｈ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１１：３０：００ｔｏ

１ ４：２８：５６，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

　　

图４　绵阳ＧＰＳ站

东向坐标变化曲线

（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Ｔ１１：

３０：００～１４：２８：５６）

Ｆｉｇ．４　Ｅａｓ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１１：３０：００ｔｏ

１４：２８：５６，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

４　汶川地震期间动态地壳形变特征

分析

４．１　汶川地震期间动态地壳形变特征分析

以变形较大的绵阳站和郫县站为例分析动态

地壳变形特征。利用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Ｔ１４：２８：００～

１４：２８：５６的ＧＰＳ数据，以雅安站作为基准站计

算出的绵阳站和郫县站在地震期间的二维动态变

形过程曲线分别见图５和图６。由图５可以看

出，绵阳站的运动方向近似朝向北西４５°，最大位

移量为０．４９２ｍ，最大运动速度为８．２ｃｍ／ｓ，发生

在１４：２８：５２。由图６可以看出，郫县站的运动方

向近似为北西４５°，从１４：２８：１２开始朝西北方向

运动，并在１４：２８：３７达到最大值１．１４１ｍ，最大

运动速度达１７．４ｃｍ／ｓ，发生在１４：２８：３２。随后

开始作返回运动，在返回运动了０．５２３ｍ后，于

１４：２８：４５开始在北西４５°方向作小幅振动。

为了更清楚地看清运动过程，将变形量分解

到龙门山构造断裂带方向（近似北东４５°）及断裂

带的垂直方向上（北西４５°）。绵阳站沿北西４５°

方向的运动轨迹图如图７所示，沿北东４５°方向的

摆动轨迹如图８所示（从１４：２８：３８开始摆动）。

由图７和图８可以看出，绵阳站在地震发生前没有

异常变形出现，在地震发生后的第３２ｓ（１４：２８：３６）

开始沿断裂带的垂直方向作扩展运动。在扩展运

动过程中伴随有左右摆动，即从１４：２８：３６开始朝

向主运动方向的右侧摆动，在１４：２８：４８达到最大

摆动１５ｃｍ后开始朝主运动方向的左侧摆动，于

１４：２８：５３又开始向右侧摆动，呈现周期性。绵阳站

在高程方向的运动特征见图９（从１４：２８：５１开始向

上运动）。从绵阳站的高程变化看，地震期间，绵

阳站的地面有一个缓慢上升过程。由于１４：２８：

５６后没有数据，所以其后的高程变化不得而知，

但从随后几天的数据分析看，绵阳站的高程在回

归到原来高程后下降了约２ｃｍ。

郫县站沿北西４５°方向的运动轨迹如图１０所

示，沿北东４５°方向的摆动轨迹如图１１所示（从１４：

２８：３８开始摆动），沿高程方向的摆动轨迹如图１２

所示。郫县站在朝向北西４５°方向的运动过程中也

伴随有较快的左右摆动，即从１４：２８：１２开始向右

摆动５ｃｍ，在１４：２８：１８开始向左摆动１３ｃｍ，８ｓ后

开始向右摆动１１ｃｍ，从１４：２８：３５～１４：２８：３８的

摆动最大，达３７ｃｍ。从郫县站的高程变化看，在

地震期间，郫县站在竖直方向作上下波动，周期从

２～９ｓ 不 等，其 ＷＧＳ８４ 大 地 高 程 最 小 为

６１７．５５８ｍ，最大为６１７．８３１ｍ，高程变化达２７．３

ｃｍ。同样由于数据缺失，１４：２８：５６后的动态变形

情况无法获得，但从随后几天的 ＧＰＳ数据分析

看，郫县站随后下降了约７ｃｍ。

４．２　由动态地壳形变获得的汶川地震波传播速

度

汶川地震发震时间是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Ｔ１４：２８：

０４，震中在汶川县的映秀镇（实际上震中在离汶川

县城西南４５ｋｍ的耿达乡）。郫县站出现水平方

向明显变形的时间是１４：２８：１５，也就是说地震波

传到郫县站花了１１ｓ时间，而耿达乡距离郫县站

约４８ｋｍ，由此推算汶川地震波的传播速度大约

是４．４ｋｍ／ｓ。绵阳站出现明显位移的时间是１４：

２８：３８，即地震波传到绵阳站花了３４ｓ，而耿达乡

距离绵阳约１２８ｋｍ，由此推算地震波的传播速度

大约为３．８ｋｍ／ｓ。地震波分为纵波和横波，振动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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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地震期间

绵阳ＧＰＳ站水平

运动轨迹图

Ｆｉｇ．５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Ｋｉｎｅ

ｍａ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

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图６　地震期间

郫县站水平

运动轨迹图

Ｆｉｇ．６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Ｋｉｎｅ

ｍａ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

ｏｆＰｉｘｉ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图７　绵阳站沿北西

４５°方向的运动轨

迹图（从１４：２８：４２运动）

Ｆｉｇ．７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ＮＷ４５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ｒ

ｔｅｄｔｏＭｏｖｅａｔ１４：２８：４２）

　

图８　绵阳站沿北东

４５°方向的摆动轨迹

图（从１４：２８：３８开始摆动）

Ｆｉｇ．８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ＮＥ４５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

ｒｔｅｄｔｏＳｗｉｎｇａｔ１４：２８：３８）

图９　绵阳站高程方

向的运动特征（从１４：

２８：５１开始向上运动）

Ｆｉｇ．９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ｓ

Ｈｅｉｇｈｔ（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

Ｕｐｌｉｆｔａｔ１４：２８：５１）

图１０　郫县站沿

北西４５°方向的运动

（１４：２８：１３开始运动）

Ｆｉｇ．１０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ｏｆＰｉｘｉ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ＮＷ４５°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Ｍｏｖｅａｔ１４：２８：１３）

图１１　郫县站沿

北西方向的摆动轨迹

图（１４：２８：１５开始运动）

Ｆｉｇ．１１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ｏｆＰｉｘｉ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ＮＥ４５°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

ｒｔｅｄｔｏＳｗｉｎｇａｔ１４：２８：１５）

　

图１２　郫县站高程

方向运动特征

（１４：２８：１５开始作上下波动）

Ｆｉｇ．１２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ｘｉａｎ’ｓＨ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

ａｔ１４：２８：１５）

方向与波前进的方向相垂直的是横波，与传播方

向相一致的为纵波。地震时，总是纵波先到达，横

波后到达，且横波的振动比纵波强。纵波引起地

面上下颠簸振动，横波引起地面的水平晃动，横波

是地震时造成建筑物破坏的主要原因。因此，文

中由ＧＰＳ测量计算出的是横波的速度，与传统方

法获得的横波速度吻合较好。对于纵波速度，受

ＧＰＳ探测精度的限制，目前还不能准确计算出。

电磁波的速度约为每秒３０万ｋｍ。因此，如

果能够利用实时监测台网获取的地壳变形信息，

就有利于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的短暂时间发

出预警。对于绵阳而言可以争取到３０ｓ的宝贵

逃生时间，对于北川可以争取到约３２ｓ的逃生时

间，可以极大地减轻灾害损失。

４．３　汶川地震引起的动态地壳形变原因分析

由于印度板块向北作俯冲运动，造成青藏高

原的隆起，同时造成高原物质向东缓慢流动。在

高原东缘，位于甘青地块与华南地块的龙门山３

条断裂带受到长期挤压，这种挤压受到四川盆地

之下刚性地块的顽强阻挡。应力累集，使得华南

地块受到来自北西方向应力的挤压，应力累积到

一定程度引起石头破裂，从而引发地震。地震爆

发使得应力在瞬间释放，从而引起龙门山断裂带

东侧的地壳迅速扩展和回弹，因此造成了断裂带

东侧的各测点向北西方向的返回式运动。在返回

式回弹过程中，由于断裂带上各点破裂的时间不

一样，使得这种扩展返回式运动并非直线运动，而

伴随有左右摆动。

５　结　语

１）长距离动态数据处理可以用来监测地震

期间的动态地壳变形。ＧＰＳ参考站的选择比较

重要，既要考虑其稳定性又要考虑其作为参考站

的合适性（包括距离和高程）。

２）汶川地震期间，地震破裂带东侧两个主要

站点的主要运动方向均近似朝向西北方向，由此

可以推断华南板块所受到的主应力方向朝向南东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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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这与震前２０余年的观测结论
［５７］相吻合。

３）绵阳站向北西方向的最大动态水平位移

量为４９．２ｃｍ，绵阳站在地震发生开始时刻有个

缓慢上升过程，随后缓慢下降并回归原位。郫县

站向北西方向的最大动态水平位移达１１４．１ｃｍ，

随后调整为７１．１ｃｍ，其高程上下波动范围为

±１３ｃｍ。由于受到ＧＰＳ数据采样率以及高程方

向精度的限制，本次监测结果对较高频率的振动

未能测出。

４）如何进一步提高长距离动态ＧＰＳ数据处

理的精度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这对于高精

度动态地壳形变监测以及短临地震预报均具有重

要意义。

致谢：本研究所使用的 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得

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授权，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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