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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高频ＧＰＳ观测数据的单历元ＰＰＰ进行解算，并对定位结果进行恒星日滤波，详细分析了日本

Ｍｗ９．０地震引起的我国东部沿海的同震地表形变过程。结果显示，震时我国东部沿海基准站发生了显著的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瞬时形变，幅度约为１０ｃｍ，震后没有产生大于１ｃｍ的永久性位移，与国内外相关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ＰＰＰ技术用于同震地表形变分析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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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本州岛东海岸（３８．１°

Ｎ，１４２．６°Ｅ）发生了 Ｍｗ９．０地震，引起了巨大的

海啸，并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是日本

有地震记录以来震级最大的一次地震。震后，日

本国土地理院和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ＪＰＬ）利用

覆盖日本列岛的ＧＥＯＮＥＴＧＰＳ连续运行基准站

快速解算出同震位移场［１］。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利

用ＩＧＳ及国内ＧＰＳ连续运行基准站网的观测数

据计算了日本地震的远场同震位移［２，３］，但仅反

映了地震造成的震后地表形变量，没有给出震时

地表的瞬时位移情况。

高频ＧＰＳ单历元动态解算技术的日益成熟

为研究同震地表变形过程提供了可能。２００３年，

Ｌａｒｓｏｎ等人第一次用１Ｈｚ采样的ＧＰＳ观测数

据得到了ＤｅｎａｌｉＭ７．９地震的动态变形，通过和

地震仪所记录到的位移相对比，发现二者具有很

好的一致性［４］，证明了高频ＧＰＳ用于监测同震形

变过程的可行性。此后，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该

技术获得了 ＳａｎＳｉｍｅｏｎ
［５］、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

［６］、汶

川［７］等几次大地震的同震地表运动情况。

ＧＰＳ单历元动态解算模式主要有ＰＰＰ与双

差定位两种，双差定位模型较早出现，且已相对成

熟，如ＧＡＭＩＴ软件中的ＴＲＡＣＫ运动学分析模

块就是采用双差定位模式［８］，其在同震地表形变

监测中被广泛应用。但发生强震时，往往很难在

很近的范围内找到可靠的基准站，同时过远的基

准站往往会导致解算精度大大降低。ＰＰＰ技术

则避免了该问题，仅需采用震区所在站的观测数

据，联合高精度的精密轨道和卫星钟差，即可得到

高精度的定位结果［９］，因而ＰＰＰ技术相对于双差

定位对研究同震地表形变更有优势。本文采用

ＰＰＰ软件ＴｒｉＰ
［１０，１１］，通过对我国东部沿海多个省

份ＧＰＳ连续运行基准站高频观测数据的单历元

进行动态解算，分析了日本 Ｍｗ９．０地震引起的

同震地表形变过程，为研究地震传播和地表破裂

提供基础资料，对地震动力学研究及评估地震危

害也具有重要意义。

１　数据收集与处理策略

１．１　数据来源

近年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中国东部沿

海省份都陆续建立了ＧＰＳ连续运行基准站网，积

累了大量的观测资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收集了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１２日（年积日０６９

～０７１）日本地震发生前后３ｄ我国沿海地区Ｇ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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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站的观测数据，同时还收集了位于上海的

ＩＧＳ站ＳＨＡＯ、位于日本本国的ＩＧＳ站 ＵＳＵＤ、

ＭＩＺＵ以及位于韩国的ＤＡＥＪ进行比较。由于受

到地震的影响，ＭＩＺＵ站在３月１１日 ＵＴＣ０８：

３８：２５后没有观测数据。收集的站点名称、代码、

所在地区及离震中的距离等信息见表１，站点分

布见图１。除了山东省所属的两个站点ＬＡＩＺ和

ＳＨＩＤ的数据采样率为５ｓ外，其余站点的数据采

样率均为１ｓ。

表１　基准站信息列表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基准站 概略经度／（°） 概略纬度／（°） 归属地 离震中距离／ｋｍ

ＭＩＺＵ ３９．１３５ １４１．１３３ 日本 １７１

ＵＳＵＤ ３６．１３３ １３８．３６２ 日本 ４３９

ＤＡＥＪ ３６．３９９ １２７．３７４ 韩国 １３７６

ＬＡＩＺ ３７．１８５ １１９．９４４ 山东 ２０１０

ＳＨＩＤ ３６．９３３ １２２．４８１ 山东 １７９３

ＢＴＧＵ ３４．８５７ １１９．１２８ 江苏 ２１７２

ＢＴＤＦ ３３．１７ １２０．４５７ 江苏 ２１３３

ＳＨＡＯ ３１．１ １２１．２ 上海 ２１８１

ＺＨＯＳ ３０．０３５ １２２．１０７ 浙江 ２１６７

ＲＵＩＡ ２７．７８３ １２０．６４９ 浙江 ２４４５

ＸＰＳＳ ２６．９２１ １２０．２２７ 福建 ２５４３

ＤＳＨＱ ２３．７４１ １１７．５２１ 福建 ３０１１

图１　基准站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　数据处理策略

单历元ＰＰＰ解算采用Ｔｒｉｐ软件的动态定位

模块进行，该软件动态定位犖、犈、犝 方向的标准

差分别为０．０１４ｃｍ、０．０１０ｃｍ和０．０２９ｃｍ
［１０］。

采用ＣＯＤＥ提供的精密星历和卫星钟差产品，在

参数估计过程中，采用正反向卡尔曼滤波解算测

站坐标、对流层天顶延迟和水平梯度、接收机钟差

及载波相位模糊度等参数。

为了削弱多路径误差等对定位结果的周期性

影响，提高单历元定位精度，本文对定位结果进行

了恒星日滤波［１２］，具体步骤如下：① 对所有ＧＰＳ

基准站点０６９、０７０和０７１天的数据分别进行单历

元ＰＰＰ定位，得到３ｄ的坐标时间序列；② 将①

得到的０６９和０７１两天的坐标时间序列减去根据

站点长期观测数据静态解算得到的坐标值，得到

站点坐标残差时间序列；③ 计算０６９、０７０和０７１

天的卫星平均视方向重复时间作为卫星重复周

期［１３］，将０６９和０７１两天的坐标残差时间序列平

移，并进行低通滤波，去除序列中存在的高频随机

噪声；④ 将③得到的两天的坐标残差时间序列进

行平均，构建滤波序列；⑤ 将０７０天的时间序列

减去滤波时间序列，即得到滤波后的高精度时间

序列。

２　单历元犘犘犘得到的同震地表形

变

　　利用前述的数据处理策略，对表１中的１２个

基准站共３５ｄ的观测数据进行单历元ＰＰＰ解算

和恒星日滤波。由于 ＭＩＺＵ 没有０７１天的观测

数据，因而该站仅采用０６９一天的数据进行滤波。

为便于提取同震地表变形，仅截取了１０００ｓ的坐

标结果。其中，ＭＩＺＵ 和 ＵＳＵＤ站起始时刻为

ＵＴＣ０５：４０：００，其他站起始时刻为 ＵＴＣ０５：５０：

００。根据恒星日滤波后的结果得到的震时各站水

平运动轨迹以及同震位移时间序列分别见插页Ⅲ

彩图１和插页Ⅲ彩图２。

从插页Ⅲ彩图１中ＩＧＳ站的震时运动轨迹

可以清晰地看出，地震发生时刻，离震中１７１ｋｍ

的 ＭＩＺＵ 站水平方向发生了剧烈的形变位移。

该站点开始向东南方向运动，经过一次小的震荡

后达到最大形变量，后经过圈状回旋后基本稳定

下来。ＭＩＺＵ最大形变量向东约２．８ｍ，向南约

１．８ｍ，地震波过后产生了向东约２．１ｍ、向南约

１．１ｍ的永久性位移；ＵＳＵＤ站在地震瞬间，向东

最大移动了约０．６ｍ，向南最大移动了约０．３５

ｍ，震后产生了向东约０．２０ｍ、向北０．０５ｍ的永

久性位移；位于韩国的ＤＡＥＪ站，形变幅度大大减

弱，向东最大移动０．１３ｍ，向南最大移动０．１２

ｍ，震后产生向东约０．０２５ｍ的永久性位移；位于

中国的ＩＧＳ站ＳＨＡＯ距离震中２１８１ｋｍ，地震

波约在 ＵＴＣ０５：５５抵达，震时向东最大移动

０．０８ｍ，向南移动０．１０ｍ，震后永久性位移在

ｍｍ量级，单历元ＰＰＰ的定位精度不足以探测。

本研究得到的ＩＧＳ站的同震形变情况与国内外

相关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３，１４］。

插页Ⅲ彩图２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ＧＰＳ

基准站点和韩国ＤＡＥＪ站震时的犖、犈、犝 方向的

坐标时间序列，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地震波到达的

６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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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站点在各坐标分量上的形变过程。为便于

分析同震形变与震中距离的关系，插页Ⅲ彩图２

中按照离开震中的距离由近到远依次排列。结合

插页Ⅲ彩图１各站的水平运动轨迹可以看出，随

着距离的增大，地震波依次抵达，位于福建的

ＤＳＨＱ地震波的抵达时间比位于山东的ＳＨＩＤ

站晚了约２００ｓ；站点瞬间最大位移量整体上随离

震中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如最近的ＳＨＩＤ站

点犖犈方向的最大位移量均约为０．１０ｍ，而最远

的ＤＳＨＱ站的最大位移量减弱为０．０６ｍ左右，

这与地震波传播过程的衰减有关。但同时从插页

Ⅲ彩图１中也看出，站点的最大位移量跟离开震

中的距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减弱过程，还与站点

的地理位置有关，特别是站点的运动轨迹与地理

位置的相关性很大：位于东部沿海北部的ＳＨＩＤ、

ＬＡＩＺ、ＢＴＧＵ、ＢＴＤＦ等站在向西和向东南方向

发生 了 比 较 大 的 位 移；而 位 于 南 部 沿 海 的

ＳＨＡＯ、ＺＨＯＳ、ＲＵＩＡ、ＸＰＳＳ、ＤＳＨＱ等站还存在

一个明显的向西北方向约０．１０ｍ的震荡。

除了存在明显的水平位移外，所有站点都伴

随着０．１ｍ左右幅度的上下震荡。从插页Ⅲ彩

图１中站点的初始位置以及震后稳定的位置来

看，我国东部沿海所有站点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均

未产生大于０．０１ｍ的明显永久性位移，本质上

是一种可恢复的弹性运动。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单历元ＰＰＰ得到的ＩＧＳ站同震形

变结果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

方法的可靠性。站点瞬间最大位移量整体上随离

震中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但并不是简单的线

性减弱过程，还与站点的地理位置有关。

本文采用的单历元ＰＰＰ定位方式能够捕捉

到同震形变的过程，但由于定位精度的限制，无法

辨别ｍｍ级的震后永久形变，进一步的分析可采

用静态定位模式进行。

致谢：感谢武汉大学张小红教授提供的ＴｒｉＰ

软件以及数据处理过程中给予的指导；感谢江苏、

山东、浙江、福建等省ＣＯＲＳ中心提供的基准站

点观测数据。

参　考　文　献

［１］　邵志刚，武艳强，江在森，等．基于 ＧＰＳ观测分析日

本９．０级地震同震位错与近场形变特征［Ｊ］．地球物

理学报，２０１１，５４（９）：２２４３２２４９

［２］　ＧｕＧ，ＷａｎｇＷ．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Ｂｅ

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２０１１Ｍｓ９．０Ｊａｐ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ｒｏｍ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２（３）：１７

［３］　杨少敏，聂兆生，贾志革，等．ＧＰＳ解算的日本 Ｍｗ

９．０级地震的远场同震地表位移［Ｊ］．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６（１１）：１３３６１３３９

［４］　ＬａｒｓｏｎＫ Ｍ，ＢｏｄｉｎＰ，ＧｏｍｂｅｒｇＪ．Ｕｓｉｎｇ１Ｈｚ

ＧＰＳＤａｔａ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

ＤｅｎａｌｉＦａｕｌ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３００

（５６２４）：１４２１１４２４

［５］　ＪｉＣ，ＬａｒｓｏｎＫＭ，ＴａｎＹ，ｅｔａｌ．Ｓｌｉ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２００３ＳａｎＳｉｍｅ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Ｃｏｍｂｉ

ｎｉｎｇ１ＨｚＧＰＳ，Ｓｔｒｏｎｇ 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３１：

Ｌ１７６０８

［６］　ＭｉｙａｚａｋｉＳ，ＬａｒｓｏｎＫＭ，ＣｈｏｉＫ，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５ＴｏｋａｃｈｉＯｋｉ

（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１ＨｚＧＰＳｄａｔａ［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３１：Ｌ２１６０３

［７］　殷海涛，张培震，甘卫军，等．高频ＧＰＳ测定的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震时近场地表变形过程［Ｊ］．科学通

报，２０１０，５５（２６）：２６２１２６２６

［８］　ＨｅｒｒｉｎｇＴ Ａ，ＫｉｎｇＲ，ＭｃＣｌｕｓｋｙＳＣ．ＧＡＭＩ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ｎｕａｌ［Ｍ］．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

［９］　ＫｏｕｂａＪ，ＨｅｒｏｕｘＰ．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ＩＧＳＯｒｂｉｔａｎｄＣｌｏｃ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ＧＰＳ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１，５（２）：１２２８

［１０］张小红．动态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的精度分析［Ｊ］．

全球定位系统，２００６（１）：７１１

［１１］张小红，何锡扬，李星星．ＴｒｉＰ软件非差几何法精

密定轨精度分析［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３５（１１）：１３２７１３３０

［１２］ＣｈｏｉＫ，ＢｉｌｉｃｈＡ，ＬａｒｓｏｎＫＭ，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ｉ

ｄｅｒｅ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ｒａｔｅＧＰＳ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４，

３１：Ｌ２２６０８

［１３］Ａｇｎｅｗ Ｄ Ｃ，Ｌａｒｓｏｎ Ｋ Ｍ．Ｆｉ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ｅａｔ

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ＰＳ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Ｊ］．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６，１１（１）：７１７６

［１４］ＳｈｅｓｔａｋｏｖＮ Ｖ，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Ｈ，ＯｈｚｏｎｏＭ，ｅ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Ｆａｒｆｉｅｌｄ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０１１Ｇｒｅａｔ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

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Ｔｅｃ

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２，５２４／５２５：７６８６

第一作者简介：沈飞，博士生，研究方向为ＧＮＳＳ高精度数据处理

及应用。

Ｅｍａｉｌ：ｆｓｈｅｎ＠ｖｉｐ．ｑｑ．ｃｏｍ

（下转第１３５９页）

７４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