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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软件处理山西ＣＯＲＳ基准站２００９０５～２０１１０２期间将近２ａ的数据，确定了

基准站的坐标时间序列和速度场，并分析了山西省地壳运动。结果表明，山西ＣＯＲＳ基准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

架下水平方向运动的平均速率为３３．９７ｍｍ·ａ－１，运动方向为ＳＥＥ１１０．５５；相对于欧亚板块的水平方向运动

的平均速率为６ｍｍ·ａ－１，运动方向为ＳＥ１３０．６９。此外，ＳＸＣＯＲＳ基准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的垂直速度场

的变化规律为绝大多数地区发生沉降，且南部地区的沉降速率大于北部地区，沉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下水

的长期开采和超采以及煤炭的开采，并且该现象在南部地区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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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大地测量学的发展，为精确研究地壳运

动规律开辟了重要的新途径。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观测可提供高精度、大范围和准实时的地

壳运动定量数据，使得在短时间内获取大范围地

壳运动速度场成为可能。随着ＧＰＳ观测技术的

迅速发展和逐渐完善成熟，利用ＧＰＳ监测现今地

壳运动，已经在地球动力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１４］。连续运行参考站（ＣＯＲＳ）系统是目

前国际上主要的地面地理信息采集设施。自

２０００年深圳ＣＯＲＳ系统建立以来，ＣＯＲＳ系统在

我国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发展。目前，广东、江

苏、广州、武汉等多个省、市已建成了 ＣＯＲＳ系

统。这为利用ＧＰＳ研究我国区域更为精确的地

壳运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东有太行山屹立，西、

南有黄河逶迤东流，中间大同、忻定、灵丘、太原、

临汾、运城等一系列断陷盆地呈雁列Ｓ形分置南

北，桑干河、滹沱河、汾河流贯其间。山西省这种

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其境内沟谷发育，新构造运

动等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强烈，自然地质环境脆弱，

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大，加之常年对煤矿资源的

开采，使得全省地质灾害经常发生。山西省连续

运行基准网（Ｓｈａｎｘｉ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ＸＣＯＲＳ）于２００９年开始建设，由

均匀覆盖全省范围的６７个永久性ＧＮＳＳ连续运

行参考站组成。本文利用ＳＸＣＯＲＳ数据研究了

山西省的水平速度场与垂直速度场，为揭示山西

省的地壳运动规律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１　犆犗犚犛数据解算

本文采用的ＳＸＣＯＲＳ网数据资料为２００９

０５０１～２０１１０２１５期间的连续站观测数据，其

中，９１％的站点的数据完整率达到９０％以上。采

用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软件分析处理数据，在一个

单独的自洽的参考框架下确定测站位置和速度矢

量［５６］。数据处理主要分为两步：① 运用ＧＡＭＩＴ

软件进行单天解算，估计站位置、轨道等参数，其

数据源包括ＳＸＣＯＲＳＧＰＳ观测站和中国大陆及

周边的ＩＧＳ 站（见插页 Ⅰ 彩图 １）。② 运用

ＧＬＯＢＫ软件获得速度场。

单天解解算时，处理方案为：

１）单天解采用无电离层组合（ＬＣ），采用双

差相位解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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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选取中国大陆及其周边的１０个ＩＧＳ全球

永久跟踪站 （ＢＪＦＳ、ＳＨＡＯ、ＷＵＨＮ、ＵＲＵＭ、

ＫＵＮＭ、ＫＩＴ３、ＰＯＬ２、ＵＳＵＤ、ＫＵＮＭ、ＴＮＭＬ）

作为基准站；

３）采用从ＩＧＳ获得的精密星历和地球旋转

参数，并据其相关精度给予强约束；

４）解算测站坐标的同时也对ＧＰＳ卫星轨道

参数进行解算；

５）历元间隔是３０ｓ，高度角设为１５°；

６）对流层折射根据标准大气模型用Ｓａａｓｔａ

ｍｏｉｎｅｎ模型改正；

７）卫星和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改正采用

ＩＧＳ相位中心改正模型；

８）潮汐改正采用ＧＡＭＩＴ提供的模型；

９）卫星钟差的模型改正（用广播星历中的钟

差），接收机钟差的模型改正（用根据伪距观测计

算出的钟差）。

运用ＧＬＯＢＫ软件获得时间序列、速度场，其

方案为：

１）为了进行全球网平差，采用由ＳＯＰＡＣ处

理分析的全球子网ＩＧＳ１；

２）选择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位置已知的２１

个全球永久跟踪站（站点分布见插页Ⅰ彩图２）作

为基准，将获得的松散约束解转换到ＩＴＲＦ２００５

框架下；

３）对于连续观测的ＩＧＳ站，相邻时段的测站

位置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在解算其位置和速

度时，对其水平和垂直部分分别加入一定的白噪

声（２ｍｍ，２ｍｍ，５ｍｍ）
［７］。

２　犛犡犆犗犚犛水平速度场分析

当一个ＧＰＳ测站的数据至少有２个历元且间

隔不少于０．９ａ时，可以估计速度。ＧＬＯＢＫ解算

结果所描述的是测站的绝对位移和速度，速度表示

测站的平均速度，其值等于测站位置时间序列的斜

率，位移表示的是测站在瞬时历元相对于参考历元

的偏移量。插页Ⅰ彩图２给出了ＳＸＣＯＲＳ站点在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的水平速度场，由该图可见，ＳＸ

ＣＯＲＳ站点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水平速度场走向为

南东东方向，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８９］。

此外，表１给出了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 ＳＸ

ＣＯＲＳ站点的三维速度估值和中误差，单位为

ｍｍ·ａ－１。由表１可知，本文获取的ＳＸＣＯＲＳ基

准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的三维速度精度较高，

且犖、犈 方向的速度精度优于犝 方向。其中，犈

方向速度的标准差优于０．１５ｍｍ，犖 方向标准差

优于０．１６ｍｍ，犝 方向标准差优于０．６９ｍｍ。此

外，也可以看出，基准站犈方向速度最大为３７．７７

ｍｍ·ａ－１，最小为２６．４２ｍｍ·ａ－１，平均值为

３１．７７ｍｍ·ａ－１；犖 方向速度最大为－８．７１ｍｍ

·ａ－１，最小为 －１５．７１ ｍｍ·ａ－１，平均值为

－１１．９１ｍｍ·ａ－１；水平方向运动的平均速率为

３３．９７ｍｍ·ａ－１，优势方向为ＳＥＥ１１０．５５。

表１　犐犜犚犉２００５框架下犛犡犆犗犚犛站点的三维

速度估值及中误差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ｏｆＳＸＣＯＲＳｉｎＩＴＲＦ２００５

犞犈 犞犖 犞犝 δ犈 δ犖 δ犝

最大值 ３７．７７ －８．７１ １１．４１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６９

最小值 ２６．４２ －１５．７１－３０．８３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３６

平均值 ３３．９７ －１１．８３ －０．６４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４０

　　然而，由于ＩＴＲＦ框架可以近似地认为是一

个绝对地球参考框架，在该框架下的坐标和速度

可以认为是绝对的坐标和速度，所以，该框架下的

速度包含了板块的运动速度，且板块运动速度一

般比变形速度要大。因此，在研究站点在山西地

区的相对形变时，这种表达不够准确。为了准确

分析 ＳＸＣＯＲＳ 基 准 站 的 运 动 变 化，需 将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的速度转换至欧亚框架下（欧

亚板块欧拉矢量参数见表２）。

表２　欧亚板块欧拉矢量参数表

Ｔａｂ．２　Ｅｕｌ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ｕｒａｓｉａＰｌａｔｅ

模型
ω狓／（°

·Ｍａ－１）

ω狔／（°

·Ｍａ－１）

ω狕／（°

·Ｍａ－１）

ＮＮＲＮＵＶＥＬ１Ａ －０．０２２４６０ －０．１３６０７０ ０．２２０４１０

　　将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山西ＣＯＲＳ基准站的水

平速度转换到以欧亚板块为运动背景场的框架

下，得到的水平速度场如插页Ⅰ彩图３所示（其速

度值和中误差见表３，单位为ｍｍ·ａ－１）。

由插页Ⅰ彩图３可知，以欧亚板块作为参考

框架，山西ＣＯＲＳ区域表现为较为一致的南东向

运动，其平均速率为６ｍｍ·ａ－１，优势方向为

ＳＥ１３０．６９!

，与文献［９］中得到的华北块体在欧亚

框架下以６～８ｍｍ·ａ
－１向南东方向运动的结果

一致。由于本文使用站点较多，并且均匀覆盖于

山西省，因此本文可以更好反映山西省地块在欧

亚框架下的运动方向。此外，由表３可知，犈方向

速度的标准差优于０．１２ｍｍ，犖 方向标准差优于

０．０９ｍｍ，犝 方向标准差优于０．４０ｍｍ。这表明

本文所得到的欧亚框架下的基准站的三维速度精

度较高，且犖、犈方向的速度精度优于犝 方向。

２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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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欧亚框架下犛犡犆犗犚犛站点的三维速度估

值及中误差

Ｔａｂ．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ｏｆＳＸＣＯＲ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ＥｕｒａｓｉａＰｌａｔｅ

犞犈 犞犖 犞犝 δ犈 δ犖 δ犝

最大值 １０．１２ －０．５８ ７．６０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６９

最小值 －０．７２ －７．２６－３３．２３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３６

平均值 ４．３４ －３．８４ －０．６９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４０

３　垂直速度场分析

插页Ⅰ彩图４给出了ＳＸＣＯＲＳ基准站的垂

直速度场。由插页Ⅰ彩图４可以看出，ＳＸＣＯＲＳ

站点的垂向速度绝大多数地区以下降为主，且从

整体上来说，南部地区的沉降速率大于北部地区。

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山西省煤田较多，且绝

大多数煤田位于山西省的南部地区，如位于晋中

市的沁水煤田、位于太原市的西山煤田等，煤田的

开采自然造成地表的沉降；且南部地区地下水的

开采比较严重。

沉降量较大的点为ＪＩＥＸ、ＱＸＧＴ、ＷＥＮＸ。

ＪＩＥＸ站点位于晋中市介休，其沉降量为３３．２３

ｍｍ·ａ－１，造成该地区地表下沉的原因有地下水

的超采和煤矿的过量开采。介休市位于太原盆地

南端，是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的地区，且人均水

资源匮乏，经济和生活用水的主要开发对象是地

下水资源，地下水的开发利用量占全市水资源取

用量的９０％以上。由于该地区过量地开发利用

地下水，地下水降落漏斗逐渐形成。此外，该地区

矿产资源丰富，是山西主要煤田分布区之一，煤矿

资源的过量开采，也引起地表下沉。

ＱＸＧＴ站点位于太原市清徐县，其沉降量为

３２．７９ｍｍ·ａ－１。清徐县位于山西省中部，西边

山区受交城古交活动断裂带控制，断裂带南侧岩

溶地下水丰富。近年来，地下水水位大幅度下降，

含水层差异压密变形，导致地表沉降［１０］。地下水

的超采使得地面变形速率较大，故该地区发生了

较大的沉降。

ＷＥＮＸ位于运城市闻喜县，其沉降量为

１７．９５ｍｍ·ａ－１。该县位于山西省南部、运城盆

地北端，境内地形复杂、起伏不平、山高坡陡、水缺

井深，水资源极度贫乏。同时，闻喜县是运城市乃

至山西省重要的粮棉产地和钢铁工业基地，该地

区工农业用水的主要来源是地下水。近年来，地

下水的持续开采和过量开采，使得地下水位逐年

下降，对地表造成负面影响，使其发生沉降。

然而，ＳＸＣＯＲＳ的部分站点的垂向速度也有

隆升趋势，表４给出了垂向速度上升的站点及其

垂向变化量。从表４中可见，绝大多数的上升站

点都位于山区较多的忻州地区，这与文献［１１］对

山西省垂直形变场研究分析得到的“山区地区上

升，盆地下降”结论相一致。此外，ＸＩＮＧ站点位

于吕梁市兴县，该点离忻州地区很近，其上升２

ｍｍ；剩余站点的上升量都小于１ｍｍ，可以认为

这些地区较为稳定。

总的来说，山西地区在垂向速度的变化规律

为：绝大多数地区发生沉降，且南部地区的沉降速

率大于北部地区。对于山西省大部分地区而言，

人均水资源匮乏，其经济用水和生活用水有很大

一部分来源于地下水的开采，且近年来由于地下

水的长期开采和超采，以及煤炭开采造成的地下

水含水层破坏、水量漏失以及水质污染，致使区域

漏斗不断加深与扩大，地质条件越来越恶劣，从而

地面发生沉降。此外，相对于北部地区而言，南部

地区煤田分布较多且地下水的开采和超采更为严

重。

表４　犛犡犆犗犚犛基准站垂直方向的隆升速度

Ｔａｂ．４　Ｕｐｌｉｆ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ＸＣＯＲ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站点 所在地区 垂向速度／（ｍｍ·ａ－１）

ＳＥＮＣ 忻州神池 ７．６０

ＪＩＮＬ 忻州静乐 ４．４０

ＫＥＬＡ 忻州岢岚 ３．３６

ＹＵＡＰ 忻州原平 ２．７１

ＰＩＡＧ 忻州偏关 ２．１７

ＢＡＯＤ 忻州保德 １．７１

ＸＩＮＧ 吕梁兴县 ２．００

ＪＩＮＣ 晋城晋城 ０．９２

ＳＵＯＺ 朔州朔州 ０．６２

ＺＵＯＱ 晋中左权 ０．５８

ＸＩＮＧ 吕梁兴县 ２．００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 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 软件分析山西

ＣＯＲＳ基准站数据，确定了ＳＸＣＯＲＳ基准站在

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和欧亚框架下的水平速度场和垂

直速度场，并分析了山西省地壳运动。结果表明：

ＳＸＣＯＲＳ基准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水平方向

的平均运动速率为３３．９７ｍｍ·ａ－１，优势方向为

ＳＥＥ１１０．５５；相对于欧亚板块的速率为６ｍｍ·

ａ－１，优势方向为ＳＥ１３０．６９。此外，ＳＸＣＯＲＳ基准

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５框架下的垂直速度场的变化规律

为绝大多数地区发生沉降，且南部地区沉降速率

大于北部地区，沉降的主要原因是地下水的长期

开采、超采以及煤矿的开采。此外，相对于北部地

３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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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而言，南部地区煤田分布较多且地下水的开采

和超采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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