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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基于ＰＡＮＤＡ软件的高采样率ＧＰＳ数据非差精密定位方法，为了验证高采样ＧＰＳ技术与地

震仪观测结果的一致性，进行了震动平台模拟数据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高采样ＧＰＳ和地震仪均能有效地恢

复平台震动位移和震动主频率。对２０１０年Ｂａｊａ地震实际观测的ＧＰＳ和强震仪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利用高

采样ＧＰＳ技术不仅能成功获取地震波信号；而且能同时获得地表永久形变信息；而地震仪只能获取地震波信

息，而不能直接获得地表永久形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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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地震瞬时的动态形变和地震波信息利

用地震仪获取。随着ＧＰＳ连续运行观测网络的

发展以及高采样率（１～５０Ｈｚ）ＧＰＳ接收机的出

现，这种传统的频域界限将被打破，ＧＰＳ不仅可

以监测长周期低频的地球表面运动形变信息，也

可以在监测短周期高频动态变化领域发挥重要

作用［１３］，使 ＧＰＳ成为一种新的观测仪器———

ＧＰＳ地震仪。

目前，高采样率ＧＰＳ数据处理主要有非差和

双差两种模式。ＧＡＭＩＴ软件是目前非常具有代

表性的双差模式的高精度数据处理软件。自

１９９７年Ｚｕｍｂｅｒｇｅ提出了ＰＰＰ的概念以后
［４］，非

差精密定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代表性的高精

度数据处理软件为ＧＩＰＳＹ软件。ＰＡＮＤＡ软件

也具有非差精密定位功能，可以进行静态和动态

定位［５６］。然而，在地震学的研究中，采用ＧＰＳ非

差定位有明显的优势，非差模式可以对单个测站

进行处理，避免了参考站的选择问题，因为当地震

发生时，静止参考站不易选取。因此，本文也采用

非差模型进行ＧＰＳ数据处理。

１　高采样率犌犘犛数据非差处理

本文采用ＰＡＮＤＡ对高采样率ＧＰＳ数据进

行单历元动态定位，获取逐历元、瞬时位移结果。

该软件具有强大的定轨功能，可以实时地为用户

提供精密轨道和钟差产品，且定轨精度与各大国

际ＩＧＳ相当
［７８］。同时，ＰＡＮＤＡ软件的非差精密

定位功能，能处理采样率高达５０Ｈｚ的ＧＰＳ动态

数据［９］。数据处理既可以采用ＩＧＳ中心提供的

精密轨道和钟差产品，也可以采用ＰＡＮＤＡ软件

精密定轨自己生成的精密轨道和钟差产品，均可

获得高精度动态定位结果。具体处理过程如下：

① 数据预处理进行周跳探测
［１０１１］；② 采用序贯

最小二乘或者均方根滤波方法解算，每个连续观

测弧段解一个模糊度，每２ｈ估计１个对流层参

数；③ 获得动态定位结果。

２　犌犘犛与地震仪模拟震动平台试验

２．１　震动平台设计

笔者设计了一个模拟震动平台，如图１所示，

利用弹簧将一平板固定在钢结构框架上，在平板

上同时安装ＧＰＳ天线和地震仪设备，通过外力作

用，平板可在水平和竖直方向震动。

采用的ＧＰＳ接收机为ＮｏｖＡｔｅｌＤＬＶ３型双

频ＧＰＳ接收机，该接收机的采样率可达２０Ｈｚ。

采用的地震仪为３轴加速度计，型号为 ＫＧ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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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原始数据为加速度数据，采样率为２００

Ｈｚ。同时，地震仪与自带的ＧＰＳ连接，通过ＧＰＳ

来与地震仪记录数据进行时间同步。

图１　ＧＰＳ与地震仪模拟震动平台

Ｆｉｇ．１　ＧＰ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ｍｅ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ＳｈａｋｅＴａｂｌｅ

２．２　模拟震动试验

１）将ＧＰＳ与地震仪固定在平板上，用外力

使平板沿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震动，同时记录

ＧＰＳ和地震仪观测数据。记录的ＧＰＳ数据的采

样率为２０Ｈｚ，地震仪加速度数据为２００Ｈｚ。

２）ＧＰＳ数据采用ＰＡＮＤＡ软件处理，同时将

解算结果转化至站心坐标系下犈、犖、犝 方向。

３）为了便于比较，将地震仪记录的加速度数

据转换为位移结果。对地震仪记录的加速度数据

进行高通滤波，再进行两次积分，获得位移结果，

具体数据积分计算公式如下：

犞犻＝犞犻－１＋（犪犻－１＋犪犻）·Δ狋／２ （１）

犱犻＝犱犻－１＋（犞犻－１＋犞犻）·Δ狋／２ （２）

　　４）最后将地震仪数据平面分量犡、犢、犣结果

转化到站心坐标犈、犖 方向。

２．３　模拟结果与分析

为了保持震动平台不倾斜，外力对平台的作

用必须保持与平台平面水平或者垂直。笔者分别

对水平方向和高程方向进行了两次试验，图２、

图３分别为水平方向犖 分量和高程方向犝 分量

的比较结果，图中每个圆点代表一个ＧＰＳ观测历

元。从图中可以看出，ＧＰＳ和地震仪两种观测的

震动位移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但是，从图中

还可以发现，ＧＰＳ结果恢复的震动振幅要稍大于

地震仪观测获取的震动位移，经过分析，笔者认为

其原因是由于ＧＰＳ定位解算的误差所引起。为

了分析两种观测手段获取的震动周期的一致性，

对图２中犖 方向的结果进行频谱分析，功率谱分

析结果如图４、图５所示。图４为犖 方向ＧＰＳ观

测结果的功率谱，图５为犖 方向地震仪观测结果

的功率谱，两种观测手段获得的震动主频均为

１．３３Ｈｚ，说明通过ＧＰＳ与地震仪观测能很好地

获得平台震动的周期。

图２　ＧＰＳ与地震仪震动位移犖 方向结果

Ｆｉｇ．２　犖犛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ＧＰ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ｍｅｔｅｒ

图３　ＧＰＳ与地震仪震动位移犝 方向结果

Ｆｉｇ．３　犝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ＧＰ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ｍｅｔｅｒ

图４　ＧＰＳ位移结果功率谱

Ｆｉｇ．４　Ｍａ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Ｇ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５　地震仪结果功率谱

Ｆｉｇ．５　Ｍａ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ｍｅｔ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实测地震数据比较分析

３．１　犅犪犼犪地震

２０１００４０４日 ＵＴＣ时间２２：４０：４２，在墨西

哥北部发生了里氏７．２级地震，震中位置为

（３２．２５９°Ｎ，１１５．２８７°Ｗ），震源深度为１０ｋｍ。

美国“板块边界观测”（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ＰＢＯ）计划布设的 ＧＰＳ网和地震仪网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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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次地震提供了丰富的观测数据资料。为了比

较ＧＰＳ观测与地震仪结果的一致性，笔者选取了

ＰＢＯ观测网中Ｐ４９６测站的ＧＰＳ数据进行分析，

因为该ＧＰＳ测站附近有强震仪（编号５０５８）的数

据，ＧＰＳ站（Ｐ４９６）与强震仪（５０５８）之间的距离约

为１８０ｍ，两者距离很近，可以通过ＧＰＳ数据与

强震仪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两者的一致性。

３．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

该ＧＰＳ测站记录的数据采样率为５Ｈｚ，而

强震仪数据采样率为２００Ｈｚ，强震仪观测的原始

数据为加速度数据。

利用ＰＡＮＤＡ软件对ＧＰＳ数据进行非差精

密定位，可获得测站地表形变。通过对强震仪数

据进行滤波并积分，同样可获得位移结果。将

ＧＰＳ观测的位移结果与强震仪结果进行比较，犈

方向和犖 方向的结果如图６、图７所示，图中每个

圆点代表一个ＧＰＳ观测历元。

图６　ＧＰＳ与强震仪犈方向比较结果

Ｆｉｇ．６　犈犠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ｍｅｔｅｒ

图７　ＧＰＳ与强震仪犖 方向比较结果

Ｆｉｇ．７　犖犛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ｏｍｅｔｅｒ

从图６、图７中可以看出，ＧＰＳ与强震仪获得

的位移形变结果吻合得很好。图７中，除去前面

３０ｓ数据以外，其他部分吻合得很好，说明 ＧＰＳ

与强震仪在监测地震波时，均可获取准确的震动

结果。而造成前面３０ｓ中ＧＰＳ结果和强震仪结

果不吻合的原因是测站在地震前后发生了永久性

位移。正是ＧＰＳ和强震仪各自的测量基准不同

导致了图中前面３０ｓ部分的偏差。ＧＰＳ不仅能

测量地震时期的地震波信号，同时能直接反映出

地表的永久性位移，而地震仪只能记录地震波信

号，而无法直接获得地表的永久性位移。因此，利

用高采样率ＧＰＳ数据可以弥补地震仪不能直接

恢复地表永久位移的不足，使高采样率ＧＰＳ技术

与地震仪互相补充，为进一步分析地震震源破裂

过程、地震波传播特性、地壳岩层构造等提供更充

足的数据。

４　结　语

本文设计了一个模拟震动平台，可同时用

ＧＰＳ和地震仪记录震动时的信息，分别采用ＧＰＳ

和地震仪恢复瞬时震动形变，两者具有很好的一

致性，并且都可以获得平台震动的主频率。

同时，为了分析实测地震数据的结果，对Ｂａｊａ

地震时实际观测到的ＧＰＳ数据和强震仪数据进

行分析比较，两者均能捕获地震波信号。但是，

ＧＰＳ数据可以获得地表的永久形变位移，而地震

仪无法直接对永久形变信息进行恢复。

高采样率 ＧＰＳ技术的成熟，使 ＧＰＳ可成为

监测地震瞬时地表形变和地震波信号的有效工

具，并逐渐发展为ＧＰＳ地震仪。根据文中的计算

结果，ＧＰＳ恢复的位移仍然包含定位引起的误

差，使ＧＰＳ与地震仪结果不能完全吻合，如何进

一步提高高采样率ＧＰＳ动态定位精度，更精确地

恢复瞬时震动形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前，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简称“陆

态网络”）工程项目建成的ＧＮＳＳ站中，已经能获

取高达５０ Ｈｚ的实测数据，这将为高采样率

ＧＮＳＳ地震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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