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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形变对中国西部边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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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青藏高原ＧＰＳ形变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间的测量成果，通过对中尼（中国与尼泊尔）、中印（中国与印

度）边界及中不（中国与不丹）边界附近ＧＰＳ测站地壳水平运动速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平均速度法估算了近１０

ａ西部边境地区的形变面积。初步计算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形变对我国西部边界存在影响，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之

间西部边界的不均匀形变导致国土面积缩小０．３７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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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７．１；Ｐ２２８．４２

　　中国大陆位于欧亚板块的东南端，连接印度

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太平洋板块、西伯利亚和蒙

古板块，其东部受到菲律宾海板块俯冲、消减的影

响，西部因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作用，形成

了“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１４］（图１）。

图１　亚洲新构造运动

Ｆｉｇ．１　Ｔ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ｓｉａ

中国大陆的西部边界受控于青藏高原的形

变，处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带［５８］。现代

测绘技术为这种形变的测量提供了精确的手段，

为青藏高原形变研究提供了直接的高精度信息。

利用空间大地测量技术监测青藏高原形变的研究

表明，青藏高原在印度板块向北挤压的作用下，具

有整体向北和向东运动的趋势［１４，９１３］（图２）。尽

管这种推移变化量很小，每年仅移动十几到几十

ｍｍ，短时间内不会使中国板块产生大的变化，但

对于中国西部约３９００ｋｍ长的边界线来说，这个

移动量还是很可观的。本文首次通过量化青藏高

原的形变，估计这种形变对我国西部边界的影响。

图２　中国西部地区陆地水平运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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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青藏高原的形变不仅直接导致了边界线的移

动及国土面积的缩小，也为我国西部已划定和未

划定的边界稳定带来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图２

显示了在青藏高原近１０ａ来形变的非均匀性。

受印度板块的俯冲挤压，青藏高原西缘向东北方

向运动，向北运动的最大速度达到２０ｍｍ／ａ，大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于向东运动的最大速度１４ｍｍ／ａ。无论是向北

还是向东运动的速度都呈现不均匀性。向北运动

速度在０～２０ｍｍ／ａ之间变化，而向东运动速度

在０～１４ｍｍ／ａ之间变化。这一结果反映了青藏

高原地层、岩性的不均匀和复杂的受力环境。

基于青藏高原ＧＰＳ形变近１０ａ的测量成果，

本文通过对中尼（中国与尼泊尔）、中印（中国与印

度）及中不（中国与不丹）边界附近ＧＰＳ测站地壳

水平运动速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平均速度法估算了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间西部边境地区的形变面积，定量地

说明了青藏高原形变对我国边界的影响，为将来可

能引发的边界纠纷提供科学依据。

１　青藏高原的形变监测和形变特点

１．１　青藏高原犌犘犛形变监测网

鉴于ＧＰＳ测量在青藏高原地壳运动研究中

的重要作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

机构在青藏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ＧＰＳ观测

计划［１４１７］。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

西藏南部布设的ＧＰＳ监测网，于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６

年进行了两次观测，获得了６个点两期的观测数

据；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在青藏地区布设的ＧＰＳ

锁网，贯穿了青藏高原的各个块体，于１９９３～

２００２年间进行了５次观测；中、美、尼等国于１９９１

～１９９７年在尼泊尔及西藏南部沿喜马拉雅弧两

侧布设了ＧＰＳ监测网；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与中国

合作在青藏高原东部和天山地区布设的区域性

ＧＰＳ监测网等。这些工作为监测青藏高原地壳

运动，分析其形变机制提供了科学基础。

１．２　青藏高原的形变特点

青藏高原ＧＰＳ形变监测网获得的观测结果

为分析青藏高原形变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许多成

果基于不同观测网及不同时间段的原始观测数

据，获得了中国大陆地壳水平运动的速度场。

朱文耀等［１２１３］利用国家攀登项目“现代地壳

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两期的ＧＰＳ复测资料，

在国内首次获得了青藏高原地区大尺度地壳水平

运动的实测结果［１２］，证实了青藏高原各块体在印

度板块向北挤压的作用下，地壳水平运动自南向

北逐渐衰减这一推断［１３］。

刘经南等［１４］和姜卫平等［１５］分别利用青藏高

原ＧＰＳ形变监测网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和１９９７年三期及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间五期的 ＧＰＳ复测资料，获得了

青藏高原地区ＧＰＳ速度场，其研究均显示青藏高

原现今地壳运动以南北向挤压、东西向拉张、垂直

隆升为主［１４１５］。

王小亚等［１２］和朱文耀等［３］利用中国全国性、区

域性的 ＧＰＳ监测网及亚太地区大地测量计划

（ＡＰＲＧＰ）的ＧＰＳ监测（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资料，获得了

ＩＴＲＦ９７框架下，青藏高原在以约３０ｍｍ／ａ的速率南

北向缩短，以约２０ｍｍ／ａ的速率东西向伸长
［１］。

张培震等［４，９］和王琪等［１０１１］利用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年间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的３６２个ＧＰＳ测站的

观测资料，采用统一的方法进行解算，获得了中国

大陆地壳水平运动的速度场［１０］，并给出印度板块

相对于欧亚板块的运动方向约为ＮＥ２０°，运动速

度为 ４０～４２ ｍｍ／ａ
［４，９］。Ｐａｕｌ等

［１８］和 Ｃａｌａｉｓ

等［１９］得到的速度与这一结果基本一致。由于印

度板块的挤压使青藏高原整体有向北和向东运动

的趋势，平行于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方向上的地

壳缩短量约为３８ｍｍ／ａ
［９，１１］。

综上所述，由于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造成的地

壳压缩，青藏高原地壳水平运动由南往北逐渐减

小，青藏高原的形变主要呈现出南北向缩短、东西

向伸长的特征。同时，随着ＧＰＳ复测数据的增多

和时间跨度的加长，水平运动速度场的测量精度不

断提高，目前的测量精度优于１ｍｍ／ａ。这些测量成

果直观地反映了近１０ａ来青藏高原地壳运动的情

况，说明地处青藏高原的我国西部边界一直处在不

均匀的变化之中，无论是对已划定的中尼边界，还是

对未划定的中不、中印边界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２　中国西部边界的变化分析

边界问题，既关系到各自国家的主权利益，又

牵扯国民感情，因而往往成为制约两国关系发展、

影响周边安全稳定的重大隐患［２０２１］。青藏高原

ＧＰＳ形变测量的研究表明，在印度板块的挤压作

用下，青藏高原的形变势必会影响边界线的变化

趋势，因此，有必要估计青藏高原形变导致的边界

线的变化面积。

２．１　青藏高原形变面积估算

本文基于中国西部边界附近ＧＰＳ站点的位

移速率［１０］，利用平均速度场法，以 Ｍａｔｌａｂ为平

台，估算青藏高原形变对我国国土面积的影响。

从图２可以看出，青藏高原的局部水平位移为零，

以此为参照，观测的水平运动速率可以估算形变

面积。表１统计了中尼、中印、中不边界附近测站

在欧亚参考框架下的水平运动速率。

边界形变面积采用近似的方法估算。以中尼

边界为例，中尼边界线是非规则的，不可能沿边界

６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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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点测量位移，其形变面积计算基于两个近似原

则：① 局部均匀形变原则，即整个中尼边界的形

变速度近似为均匀形变速度；② 等效面积原则，

即以直线近似边界，沿位移方向，直线移动的面积

等效为边界形变面积。

以中尼边界为例，估算青藏高原形变面积的

过程如下。

１）计算中尼边界附近各站点的平均速度。

２）对中尼边界进行线性拟合，计算形变边界

长度。

３）根据平均速度估算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间青藏

高原位于中尼边界的形变面积。

表１　中国西部边界附近犌犘犛站点运动速率

Ｔａｂ．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ＧＰ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ａｒ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ｏｒｄｅｒｓ

位置
测站

名称

经度

／（°）

纬度

／（°）

东西速

率／（ｃｍ

·ａ－１）

南北速

率／（ｃｍ

·ａ－１）

中尼边界

（～１２５０ｋｍ）

ＳＩＭＩ ８１．８２６４７ ２９．９６６９８ 　０．７５９ ２．３５２

ＮＥＰＡ ８１．５７４６７ ２８．１３４１０ ０．９０３ ３．７６２

ＢＨＡＩ ８３．４１８０３ ２７．５０７３４ １．８８６ ３．７００

ＡＩＲＰ ８５．２８０３７ ２７．６９３１２ １．２３２ ３．４８２

ＢＩＲＡ ８７．２６４４１ ２６．４８３９６ １．４４８ ３．８９３

ＪＯＭＯ ８３．７１７８７ ２８．７８０６９ １．０７５ ２．７９０

ＳＨＯＴ ８５．７４０９４ ２９．５９１１２ １．６９７ ２．０１０

ＴＣＯＱ ８５．１３９１６ ３１．０１８６３ １．１３０ １．８７７

ＲＯＮＧ ８６．８２７０７ ２８．１９３５９ １．１１１ ２．５８４

中印边界

（～２０２０ｋｍ）

ＴＡＳＨ ７５．２３３６２ ３７．７７４９３ －０．１４８ ２．０８８

ＨＯＴＡ ７９．９２５５５ ３７．１２０７６ －０．０３２ １．６９５

ＡＫＭＥ ７６．９８１１０ ３６．８４６０６ －１．３３６ ２．５１８

ＰＩＳＨ ７８．２４６２３ ３７．５５８７０ ０．５４４ １．８６７

ＴＨＡＩ ７９．５８０７９ ３５．４５９０２ ０．６３５ ２．０６９

ＳＨＩＱ ８０．０９８４４ ３２．５０９１７ ０．４６６ １．８６５

ＧＮＧＢ ９３．２３６６３ ２９．８８０８４ ３．１３２ ０．５８６

ＲＡＷＵ ９６．８６８４７ ２９．３９１１３ １．５９１－０．４２６

中不边界

（～６３０ｋｍ）

ＹＡＤＯ ８９．１５３７８ ２７．７２１０１ 　１．５２５ １．４２７

ＸＩＧＡ ８８．８６４３３ ２９．２４９８３ １．４９２ ２．５２２

　　如此方法，可以近似估算各段边界的形变面

积，结果如表２所示。显然，西部边界变化面积不

均匀。中尼边界变化最大，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９期间内

的变化面积达０．２４ｋｍ２；中印边界最长，但变化

面积只有０．０９８ｋｍ２。

表２　中国西部边界上的形变面积（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Ｔａｂ．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ｏｒｄｅｒｓ（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位置
东西平均速率

／（ｃｍ·ａ－１）

南北平均速率

／（ｃｍ·ａ－１）

形变面积

／（ｋｍ２）

中尼边界 １．２４９ ２．９３９ ０．２４０

中不边界 １．９７４ １．５０８ ０．０３２

中印边界（东段） ２．３６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２

中印边界（中西段） ０．０２２ ２．０１７ ０．０４６

合计 ０．３７

３．２　青藏高原形变影响分析

在中国西部边界上，尼泊尔作为中国的传统

友好邻邦，是最早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国家之

一，而中国与不丹、印度之间的边界至今均未正式

划定，其中又以中印边界问题最为突出。中国与

印度同是发展中的大国，两国有着数千年友好交

往的历史，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一直是影响两

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２２２３］。中印边界上曾爆发

过两次边界武装冲突。因此，中印边界问题一度

是中印关系中最为敏感的话题，中印边界上任何

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导火线。

由于中国的西部边界紧邻青藏高原，青藏高

原的形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划定边界线时的

地物地貌，改变标明边界线走向的参考点原有的

位置（图３）。以中尼边界为例，中尼边界线全长

约１２５０ｋｍ，其附近几个ＧＰＳ观测站的平均运动

速度经计算约为３２ｍｍ／ａ，方向为 ＮＥ２３°左右。

根据这一结果粗略推算可知，自１９６１年我国与尼

泊尔签订边界条约至今，仅因中尼边界线的移动

而导致我国减少的国土面积就达到１．２ｋｍ２。而

中印、中不边界尽管目前尚未划定，但同理推算可

知，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地壳运动而导致我国在

这两条边界线附近的国土面积损失也在１ｋｍ２

左右。

图３　中国西部边界形变面积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ｏｒｄｅｒｓ

鉴于青藏高原是一个资源富集的地区，随着

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每

一寸土地都有可能是将来引发两国之间边界领土

争端和资源争议的重要因素。因此，由青藏高原

形变引发的国家边界移动和国土面积损失问题应

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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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我国西部边界的形变受控于印度板块与欧亚

大陆的碰撞，印度板块向北碰撞欧亚大陆，挤压青

藏高原南部，导致该地区快速隆起，在上部形成横

向的拉张，这种构造应力场的格局是造成西部边

界形变的主因。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期间内，中国西

部约３９００ｋｍ 长的边界线向内缩小了０．３７

ｋｍ２。

一方面，青藏高原形变对我国西部边界的影

响，表现为国土面积呈现出持续性被压缩的趋势。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我国与尼泊尔、印

度、不丹三国边境地区均向东北方向移动；就移动

的方向而言，中尼边界和中印边界中西段地区的

移动以南北方向为主，中印边界东段地区以东西

方向为主，中不边界地区两个方向上的移动则大

致相同；从数量上来说，中尼、中印及中不边界每

年的移动均在几个ｃｍ，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间其造

成的国土面积的变化不足１ｋｍ２，短时间内并不

显著，但地壳长期移动造成国家领土变更及资源

与能源的变化等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关注的。

另一方面，西部边界的双方均呈现出持续性

压缩的趋势。现阶段的观察可以看出这种形变尚

没有争议，其根本原因是这种形变量较少，每年在

ｃｍ级的水平，不会造成国界标志物的重大改变。

在西部边界附近也没有深大断层，不会引发位移

的突变。由于青藏高原西南缘地下岩石较松软，

通过向上形变释放来自印度板块的压力，这种变

化对于边界地区的安定是正面因素。

然而，青藏高原及附近地区是地震活动较激

烈的地区，强震可能引起地形的突然改变，强震引

起的地质灾害也可能引起国界标志物位置的突然

改变。当出现这种极端情况，边界双方应共同面

对地质灾害，避免误会和冲突的发生。

本文利用已有的边界移动数据进行估算。边

界点的移动速度采用边界附近一定区域内的

ＧＰＳ站测出的移动速度，按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

取平均得出。如中尼边界的移动并非由边界上的

测站直接测出，而是由这一区域内的９个ＧＰＳ测

站（并非严格位于边界之上）测得的移动速度取平

均。有的区域内ＧＰＳ测站数量较少（如中印边界

东段及中不边界地区），只能大致反映边界的移动

状况。我们将边界线通过最小二乘方式拟合为直

线，将形变面积看作是这一直线以边界附近ＧＰＳ

测站的平均移动速度，沿位移方向进行的形变面

积估计。虽然所采用的估算模型较为简单，但其

结果基本反映了我国西部边界的移动趋势和

特征。

４　结　语

青藏高原形变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互挤

压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西部边界线的

形态，导致我国国土面积的损失。初步估计，在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期间，我国西部３９００ｋｍ长的边

界线向内缩小了０．３７ｋｍ２，其中１２５０ｋｍ的中

尼边界变化最大，达０．２４ｋｍ２；２０２０ｋｍ长的中

印边界变化次之，为０．０９８ｋｍ２；６３０ｋｍ长的中

不边界变化最小，为０．０３２ｋｍ２。

本文是研究测绘与国家边界交叉学科问题的

一次尝试，通过对青藏高原形变面积的粗略估算，

分析了形变对我国西部边界的影响。然而，这种

变化对我国西部边界的影响程度，以及选择更加

精准、合理的数学模型计算形变面积等问题有待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致谢：此文特别献给宁津生院士８０华诞，以

感谢宁院士为我国测绘事业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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