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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００４０４墨西哥Ｂａｊ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３２．２５９°Ｎ，１１５．２８７°Ｗ）Ｍｓ７．２级地震发生在ＧＰＳ连续观测站及

钻孔应变仪相当密集的区域，利用ＧＰＳ监测数据计算出了若干站点地震前后的位移量。地壳变形分析结果

表明，离震中近的观测站变形量普遍较大，最大可达０．２ｍ，大部分观测站明显向东南方向运动。通过选择较

稳定的观测站作为参考站，计算了４观测站的动态变形序列，同时得到地震波的传播速度为３．２ｋｍ／ｓ，与应

变观测计算结果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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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ＧＰＳ技术已成为监测地壳运动和

研究地球动力学的一种有效工具［１２］。利用ＧＰＳ

技术不仅得到许多站点的水平和垂直位移的线性

速率，还有许多连续观测站地壳运动的坐标时间

序列，进而提取块体边界或断层带的地壳形变信

息，进而研究如地震孕震形变等地球动力学过程。

除ＧＰＳ技术外，钻孔应变观测也是研究地壳变形

和地应力场变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利用钻孔应变

仪（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ｔｒａｉｎｍｅｔｅｒｓ，ＢＳＭ）可以对从以秒为

频度的地震波到一个月内的地壳形变进行更高精

度的观测，特别是钻孔应变仪能将地震和火山活

动当时及其前后的地壳形变以分钟甚至接近测震

的采样时间连续记录下来。ＧＰＳ能与钻孔应变

观测互相配合，因为能够在不同时段、不同应变速

率上互相补充，所以正成为国际上对地壳运动和

形变进行监测的主流趋势。钻孔应变观测将与

ＧＰＳ和ＩｎＳＡＲ一起成为地壳运动和变形观测的

主要手段［５］。

１　资料概括

２０１００４０４Ｔ２２：４０：４２（ＵＴＣ时间）在墨西

哥Ｂａｊ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３２．２５９°Ｎ，１１５．２８７°Ｗ）北部发

生 Ｍｓ７．２级地震，震源深度为１０ｋｍ，该区域位

于北美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有地震频发的历史

记录，本次地震是自１８９２年以来震级最高的一次

地震，其次是１９４０年的 Ｍｓ６．９级地震。

美国“板块边缘观测”（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ＰＢＯ）计划布设的大量 ＧＰＳ和钻孔应

变仪监测站，为此次地震的地壳变形分析提供了

丰富的观测数据。ＧＰＳ监测站都配备了双频

ＧＰＳ接收机，作常年不间断观测，大部分监测站

ＧＰＳ采样间隔是３０ｓ，少量站以１Ｈｚ的频率进行

采样。钻孔应变监测站除了直接观测地壳应变外，

还可获取气压、降雨量、温度、风速、相对湿度等参

数，仅在太平洋北美板块边界区域，ＰＢＯ就安置了

１４３台３分量钻孔应变仪
［６］。图１显示了震源附近

可利用监测站的分布情况，其中五角星表示震源，

三角形表示钻孔应变监测站，圆点表示ＧＰＳ监测

站，黑色实线是美国与墨西哥的国界线。

２　地震前后犌犘犛监测站的水平位移

根据ＧＰＳ观测数据可获取性、数据质量和站

点的分布情况，选取了３３个ＧＰＳ站，这些站点较

均匀分布在 震 源 的 西 北 部，利 用 ＤＯＹ９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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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ＰＳ和钻孔应变监测站的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ＢＳＭ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ＯＹ９５ 两 天 的 ２４ｈ ＧＰＳ 观 测 数 据，采 用

ＧＡＭＩＴ软件计算各站点的每日静态解，然后计

算出各站点的变形量并分析其稳定性情况。

表１列举了各个点在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和站心

坐标系下的坐标变化量。就三维变形而言，Ｐ４９４

和Ｐ４９６变形量均超过了１５０ｍｍ，分别是１９５ｍｍ

和１７９ｍｍ，其余点的三维变形均在１００ｍｍ以内。

表１　犌犘犛监测站的坐标变化／ｍｍ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点名 Δ犡 Δ犢 Δ犣 Δ犈 Δ犖 Δ犝

ＣＲＲＳ －１１ －２９．１ －１９．２ ２．７ －３３ １５．５

ＨＮＰＳ －２．２ －５．７ －５．４ ０．５ －７．９ ２．１

Ｐ０６６ －５９．６ ２９．７ ０．９－６６．６ ０．９ ０．２

Ｐ４７７ －２．７ １．７ －１．６ －３．１ －１．２ －１．１

Ｐ４７８ －６．４ －２．５ ４．４ －４．５ ０．８ ６．７

Ｐ４７９ －２．５ －４．１ ０．１ －０．４ －２．６ ４．１

Ｐ４８０ ６．８ －１１．９ １３．９ １１．４ ７．５ １４

Ｐ４８１ －２０．２ －２．１ －１２ －１７．２ －１５．９ ２．６

Ｐ４８２ －１１．６ －６．５ ４．１ －７．５ －２．７ １１．５

Ｐ４８３ ３．６ ９．７ －３．６ －１．１ ２．６－１０．６

Ｐ４８６ －１４．２ －２２．３ ９．６ －２．９ －６．４ ２７．２

Ｐ４８９ －０．７ －３．９ －５．１ １．１ －６．４ ０．３

Ｐ４９１ －２０．１ －１６．９ ３ －１０．６ －１０．８ ２１．６

Ｐ４９４ －５ －９９．９ －１６７．２ ３８．９ －１９０．５－１２．９

Ｐ４９５ －１２．５ －１７．８ －２７．４ －３．５ －３４．７ ３．１

Ｐ４９６ －１７ －１０１．５ －１４６．８ ２８．５ －１７７ ３．７

Ｐ４９７ －２１．８ －５９．２ －７１．７ ５．９ －９４．３ １３．９

Ｐ４９８ －１５．４ －４１．４ －５２．４ ４ －６７．９ ８．５

Ｐ５００ ３２．２ －６２．８ －４０．８ ５６ －５７．６ １４．１

Ｐ５０１ －４．３ －４１ －３６．４ １３．７ －５１．７ １２．９

Ｐ５０３ －１１ －４２．６ －４２．４ ８．６ －５９．１ １３．２

Ｐ５０４ －２．５ －８．７ －３．６ １．５ －８ ５．４

Ｐ５０５ －６．１ －１４．８ －６．５ ０．９ －１４．３ ９．８

Ｐ５０８ －６．４ －１６ －１２．９ １．１ －２０．２ ７．３

Ｐ５０９ －０．４ －３２．８ －２３．８ １３．７ －３６．２ １２．１

Ｐ５１０ －３．３ －１３．６ －１７．１ ２．８ －２１．８ ２．１

Ｐ５１１ －０．４ －７．３ －４．２ ２．７ －７．２ ３．３

Ｐ５８４ －１．２ －２．５ －０．３ ０．１ －１．８ ２．２

Ｐ６００ －４．２ －１０ －０．７ ０．６ －６．６ ８．６

Ｐ６０７ －２．８ －２．９ －８．７ －１．２ －９．３ －１．６

Ｐ７４１ ３ ８．４ －３．８ －１．１ １．７ －９．５

Ｐ７４２ －６．３ －１．４ －３．３ －５．１ －５ １．６

ＵＳＧＣ －１６．２ －２０．３ －３．６ －５．７ －１６．８ １９．３

　　图２进一步结合其位置显示了３３个站在地

震发生前后的平面位移情况，不难看出监测点离

震源越近，变形量越大。就其运动方向而言，变形

量最大的１０个点中，除Ｐ０６６朝西运动外，其余９

个点的运动均朝南，方向在东偏南４５°～８５°之间。

在高程方向，其变形量普遍小于平面方向。基本

趋势是呈现上升，可见地震引起的变形在水平方

向和高程方向总趋势是一致的。

图２　ＧＰＳ监测点的平面位移

Ｆｉｇ．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３　犌犘犛动态数据处理与分析

ＧＰＳ动态数据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寻找

相对稳定的 ＧＰＳ参考站，作为长距离动态 ＧＰＳ

定位的参考站应具备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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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本文选取了位于太平洋中的圣卡

塔利娜岛的ＣＡＴ２站作为参考站。

动 态 数 据 处 理 采 用 了 ＧＡＭＩＴ 软 件 的

ＴＲＡＣＫ模块，ＴＲＡＣＫ采用载波相位观测值进

行动态相对定位，并尽可能地固定模糊度。数据

处理过程中卫星轨道采用ＩＧＳ精密星历，截止高

度角为１０°，并将观测时间过短的卫星弧段删除，

采用 ＭＩＴ映射函数及季节模型，具体的软件模型

及算法可参见文献［８］。基于ＴＲＡＣＫ计算了４个

ＧＰＳ站Ｐ５００、ＳＬＭＳ、ＥＳＲＷ、ＣＮＰＰ的坐标序列，

ＧＰＳ站与震源的相对位置关系见图３所示。图４

分别显示了４个站在２０１００４０４的２２：００～２３：００

之间的站心坐标在东方向、北方向的变化。为清楚

起见，图４中只显示了地震发生前后１０ｍｉｎ的数

据，即从２２：４０～２２：５０之间共６００个历元。

图４（ａ）中Ｐ５００站水平方向出现明显变形时

间是２２：４１：２１，并产生一个明显的位移，北方向

和东方向变形均超过０．１ｍ，出现明显变形后运

动方向是主体朝东南约４５°，最大平面位移量是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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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ＧＰＳ监测站的分布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０．２２ｍ，出现在２２：４１：４１，此时刻过后波动幅度

逐渐减小，波动持续时间约为３ｍｉｎ，波动结束后

犈方向和犖 方向的变形没有恢复原位，整体变化

均在０．１ｍ左右。图４（ｂ）中ＳＬＭＳ站水平方向

出现明显变形时间是２２：４１：３５，最大变形量是

０．２６ｍ，出现在２２：４１：４７，此时刻过后其波动幅

度逐渐减小，波动持续时间约为８０ｓ，波动结束后

东方向和北方向基本恢复原位。图４（ｃ）中ＥＳ

ＲＷ水平方向出现明显变形时间是２２：４２：１４，最

大变形量是０．０７ｍ，出现在２２：４２：２５，此时刻过

后其波动幅度逐渐减小，波动持续时间约为４５ｓ，

波动结束后其东方向、北方向基本恢复原位。图

４（ｄ）中ＣＮＰＰ水平方向出现明显变形时间是２２：

４２：２４，最大振幅达０．０７ｍ，波动持续时间约４０ｓ，

振幅逐渐减小，最终东方向和北方向恢复原位。由

此可以看出，地震使得Ｐ５００站产生破坏性变形，其

余３个站平面位置有波动，但是最终并未发生明显

变形，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可恢复的弹性运动。此

外，不同站所观测到的波动时间不一样，观测站的

震中距越小，波动时间越长，反之则越短。

图４　监测点的动态水平位移

Ｆｉｇ．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在地震中，地震波分为纵波和横波，振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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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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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所有地震波中，纵波拥

有最快的传递速度，利用ＧＰＳ和应变观测数据的

变化，可以计算出横波的传播速度。４个ＧＰＳ观

测站中ＣＮＰＰ站震中距最大，为３２３ｋｍ，从地震

发生时刻２２：４０：４２到ＣＮＰＰ出现明显变形时刻

２２：４２：２４，经历了１０２ｓ的时间，由此推算地震波

的平均传播速度约３．２ｋｍ／ｓ。

４　钻孔应变观测数据分析

根据钻孔应变观测站的分布情况，选择了４

个站的观测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分别是 Ｂ０８８、

Ｂ９１７、Ｂ９００、Ｂ０６５，其震中距最小为１９６ｋｍ，最大

为７８４ｋｍ。图５显示了由近到远４个钻孔应变

观测站ＣＨ０的观测数据，由于只分析地震对应变

观测数据的影响，此处观测数据未作标定和换算。

为反映应变振幅的波动范围，应变数据均已作均

值化处理。同样只显示了地震发生前后１０ｍｉｎ

的数据，即从２２：４０～２２：５０之间共６００个历元。

图５　应变观测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ｔＦｏｕ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由图８应变观测曲线可以看出，应变观测数

据振幅遵循随震中距增加而衰减的规律，即震中

距越小其振幅越大，反之则越小。此外，由于观测

站的震中距不同，各个站的应变观测产生明显变

化的时间也不同，这一点与ＧＰＳ观测结果是一致

的。应变观测站中Ｂ０６５震中距最大，为７８４ｋｍ，

观测数据出现明显变化时刻为２２：４４：２２，距地震

发生时刻有２２０ｓ，由此推算地震波的平均传播速

度约３．６ｋｍ／ｓ，其结果与 ＧＰＳ观测结果比较

吻合。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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