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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ＰＰＰ软件，利用位于日本及周边国家的ＩＧＳ跟踪站和国家海洋局 ＧＰＳ业务观测站数据，提取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里氏９．０级特大地震的震时、震后地表震动信息和水汽信息。首先采用动态ＰＰＰ方法

得到ＧＰＳ站点的震时水平运动轨迹、震时三维坐标时间序列以及站点上空大气可降水量的动态变化；然后采

用静态ＰＰＰ方法得到ＧＰＳ站点震前和震后的单天解坐标。通过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揭示了ＧＰＳ站

点的震时地表三维形变过程和震后地表永久性形变，验证了日本震后灾区的降雪过程，为ＧＰＳ技术用于地震

监测和灾害预警提供有价值的基础资料。

关键词：精密单点定位；地表震动信息；坐标时间序列；大气可降水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Ｐ２２７．１

　　ＧＰＳ精密定位技术可以在一个区域或局部地

区尺度上以高效率、低成本和高时空分辨率获取对

地壳运动的观测数据，目前已成为监测地壳形变和

地球动力学现象的主要手段［１］。国际ＧＮＳＳ服务

组织（ＩＧＳ）在全球建立了连续运行跟踪站网络，为

世界范围内的地球动力学、地球物理学等多学科的

科学研究提供支持。此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建

立了综合或专用的ＧＰＳ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用于

本地区的地壳形变监测、地震监测和预报等。２００９

年，国家海洋局ＧＰＳ业务化观测系统在中国沿海

布设了５６个连续运行的ＧＰＳ观测站，为海洋服

务、海洋管理和科研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特别是

在海面变化监测、灾害海洋天气的监测与预报、海

底和近岸地震监测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２］。

利用ＧＰＳ监测地震孕育及发生的过程是近

年来的研究方向之一［３７］。精密单点定位（ＰＰＰ）

方法相对于差分定位，无需基准站，定位结果直接

反映出ＧＰＳ站点位置的变化，且不受基准站稳定

性的影响，是监测瞬时地壳运动的一种更为有效

的方法。本文针对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在日本本州

东海岸附近海域（北纬３８．１°，东经１４２．６°）发生的

里氏９．０级特大地震，借助ＰＰＰ软件，对位于日

本及周边国家的ＩＧＳ跟踪站和国家海洋局 ＧＰＳ

业务观测站的观测数据（采样率均为３０ｓ）进行了

处理。

１　犌犘犛震时和震后地表震动信息的

提取

　　利用地震发生前后共计７ｄ（２０１１年３月８

日～１４日，对应年积日为０６７～０７３）的ＧＰＳ观测

数据，本文分别采用动态ＰＰＰ和静态ＰＰＰ两种

定位模式对ＧＰＳ震时和震后的地表震动信息进

行了提取。

１．１　动态定位模式

借助动态ＰＰＰ软件模块，采用ＣＯＤＥ事后精

密星历（间隔１５ｍｉｎ）和卫星钟差（间隔３０ｓ），对

地震发生当日上述ＧＰＳ站的观测数据进行了处

理，逐历元计算站点的三维地心坐标，以反映各站

点的震时三维运动过程。为了更加直观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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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ＧＰＳ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ＧＰＳ站点位置的变化，以ＧＰＳ观测站的震前已知

坐标为原点，将ＰＰＰ计算得到的三维地心坐标

（犡，犢，犣）转换为站心坐标（犖，犈，犝）。

选取位于日本本土且距震中较近的ＩＧＳ跟踪

站ＭＩＺＵ（震中距１７３ｋｍ）、ＴＳＫ２（震中距３１６ｋｍ）、

ＵＳＵＤ（震 中 距 ４３６ｋｍ）以 及 我 国 境 内 的

ＩＧＳ跟踪站ＣＨＡＮ（震中距１５７２ｋｍ）、ＳＨＡＯ（震

中距２０９９ｋｍ）和国家海洋局 ＧＰＳ业务观测站

ＮＣＳＴ（震中距１７５０ｋｍ），各站点的震时水平运动

轨迹如图２所示，震时三维坐标时间序列如图３所

示。图２中，“☆”为各站点震后的平面位置，其坐

标数据取自表１。另外，ＩＧＳ跟踪站ＴＳＫＢ距离

ＴＳＫ２的直线距离只有３６．２ｍ，地震引起的

ＴＳＫＢ站点位置的变化和ＴＳＫ２是一致的，为了

节省篇幅，本文没有列出其数据处理结果。

图２　ＧＰＳ站点的震时水平运动轨迹

Ｆｉｇ．２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

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分析图２、图３可知：

１）尽管本文所采用的ＧＰＳ观测数据的采样

率为３０ｓ，但是上述ＧＰＳ站点的动态ＰＰＰ结果

仍然较详细地记录了同震地表的位移信息，精确

地描述了地震发生时地表的运动过程与方式。这

也再次验证了此次日本特大地震的破裂持续时间

长（长达２００～３００ｓ），且主要能量在５０～１１０ｓ

内释放等特征。

２）ＭＩＺＵ、ＴＳＫ２、ＵＳＵＤ站点距震中较近，

均较完整地记录了主震波引起的地表位移过程。

图３　ＧＰＳ站点的震时三维坐标时间序列

Ｆｉｇ．３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３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结合图１可以发现，三个站点在震动初始阶段均

朝震中方向运动，即 ＭＩＺＵ 朝东南方向运动，

ＴＳＫ２和ＵＳＵＤ朝东北方向运动。地震发生时，

各站点均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的运动过程，在大

约９０ｓ后达到纵向最大位移量；然后经过圈状旋

转运动，各站点达到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ＭＩＺＵ

站点于当日 ＧＰＳ时间５：５９：３０数据中断，而

ＴＳＫ２、ＵＳＵＤ站点则继续记录到了当日ＵＴＣ６：

２５发生的里氏７．３级余震引起的地表形变过程，

此次震动主要以东西方向为主。

３）在９．０级主震波的作用下，ＭＩＺＵ站点向

东和向南的最大位移量分别达到２．７ｍ 和１．４

ｍ；ＵＳＵＤ站点向东和向北的最大位移量分别为

０．２５ｍ和０．１５ｍ；ＴＳＫ２站点向东和向北的最大

位移量分别为０．４７ｍ和０．３６ｍ，之后在７．３级

余震的影响下，ＴＳＫ２站点继续向东偏移，其东向

最大位移量达到０．７１ｍ。与图２中震后的稳定

位置相比较，各站点的震时最大位移量均明显大

于震后形变量，说明此次地震对近场地表位移的

影响既有较大的永久性形变，又包含更大的具有

一定可恢复性的弹性形变。

我国境内 ＣＨＡＮ、ＳＨＡＯ、ＮＣＳＴ等站点距

震中较远，其形变以可恢复性的弹性形变为主，站

点的平面位置没有发现明显的趋势性偏移。

４）在高程方向，各站点震时垂向位移量相对

较小，且以可恢复性弹性形变和周期性上下起伏

运动为主（图３）。其中距震中较近的 ＭＩＺＵ、

ＴＳＫ２、ＵＳＵＤ站点的震时垂向最大位移量分别

为－０．２９ｍ、－０．２１ｍ和＋０．１７ｍ（负号表示下

沉，正号表示上升）。距震中较远的 ＣＨＡＮ、

ＮＣＳＴ、ＳＨＡＯ站点的震时垂向最大位移量分别

为－０．１３ｍ、－０．１２ｍ和＋０．０９ｍ。除 ＭＩＺＵ、

ＴＳＫ２站点外，ＵＳＵＤ、ＣＨＡＮ、ＮＣＳＴ、ＳＨＡＯ等

站点均无明显的趋势性垂向形变。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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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静态定位模式

借助静态ＰＰＰ软件模块，采用ＩＧＲ快速星

历（间隔１５ｍｉｎ）和钟差（间隔５ｍｉｎ）对上述ＩＧＳ

跟踪站和国家海洋局部分ＧＰＳ业务观测站每天

２４ｈ的连续观测数据进行了处理，计算出各站点

的单天解坐标，并对震前和震后各３ｄ的平均坐

标进行比较，获取震后站点位置的永久性形变信

息。考虑到地震造成ＧＰＳ站点位置的可能偏移

会影响 ＰＰＰ静态解算的精度，因此地震当天

（ｄｏｙ：０７０）的观测数据没有参与此次计算。另外，

ＭＩＺＵ站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导致数据中断，因

此也未能参与计算。上述ＧＰＳ站点的静态ＰＰＰ

数据处理结果如表１所示。

分析表１中的数据可知：

１）距震中较近的日本本土ＩＧＳ 跟踪站

ＴＳＫ２、ＵＳＵＤ等站点受地震的影响较大，震后站

点的位置产生了较大的永久性形变，其中ＴＳＫ２

站点向北偏移０．０４ｍ，向东偏移０．５８ｍ，高程方

向下沉０．０８ｍ。ＵＳＵＤ站点向北偏移０．０５ｍ，

向东偏移０．２２ｍ，高程方向没有明显变化。该结

果与本文动态ＰＰＰ处理结果是一致的。

表１　地震发生前后犌犘犛观测站的坐标变化

Ｔａｂ．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站点
震前年积日 震后年积日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６９ ０７１ ０７２ ０７３
差值

ＴＳＫ２
犖 －０．００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４

／ｍ 犈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５８１ ０．５９６ ０．６０８ ０．５８８

犝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１３－０．０９７－０．０９０－０．０９５－０．０８９

ＵＳＵＤ
犖 －０．００３－０．００９－０．００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８

／ｍ 犈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２１１ ０．２４１ ０．２４１ ０．２２６

犝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０．００７

ＤＡＥＪ
犖 －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ｍ 犈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犝 －０．００８－０．００５－０．００７－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ＣＨＡＮ
犖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９－０．００６

／ｍ 犈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犝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３

ＳＨＡＯ
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ｍ 犈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犝 －０．０１１－０．０１４－０．０１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ＷＵＨＮ
犖 －０．００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９－０．００９－０．００５－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ｍ 犈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犝 －０．００３－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６－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ＮＣＳＴ
犖 －０．０２２－０．０２４－０．０２０－０．０１９－０．０１７－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

／ｍ 犈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４

犝 －０．０５８－０．０６０－０．０５９－０．０６０－０．０６９－０．０６７－０．００６

ＮＬＨＴ
犖 －０．０２５－０．０２５－０．０２３－０．０２５－０．０２９－０．０２４－０．００２

／ｍ 犈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０

犝 －０．０１８－０．０１３－０．０２３－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２）距震中较远的ＤＡＥＪ（震中距１３６２ｋｍ）、

ＣＨＡＮ等站点受地震的影响较小，震后站点位置

在东向产生了２ｃｍ的趋势性形变；国家海洋局

ＧＰＳ业务观测站 ＮＣＳＴ、ＮＬＨＴ（震中距１８１９

ｋｍ）等站点的震后位置在东向产生了１ｃｍ左右

的趋势性形变；而距震中更远的ＳＨＡＯ、ＷＵＨＮ

（震中距２７０３ｋｍ）等站点，震后站点位置没有发

现明显的趋势性变化。

２　大气可降水量（犘犠犞）信息的动态

提取

　　借助动态ＰＰＰ软件和ＧＰＳ水汽信息提取模

块，对地震发生后位于日本的ＩＧＳ跟踪站的观测

数据（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１６日，ｄｏｙ：０７０～０７５）进

行了处理，提取站点上空大气可降水量（ＰＷＶ）信

息的动态变化（时间分辨率为３０ｓ）。以 ＴＳＫ２、

ＵＳＵＤ站点为例，站点上空ＰＷＶ的动态变化如

图４所示。

图４　站点上空ＰＷＶ的动态变化（ＴＳＫ２、ＵＳＵＤ）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ＷＶｉｎｔｈｅＺｅｎｉ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ＳＫ２ａｎｄＵＳＵＤ

由图４可知：①ＴＳＫ２站点上空的ＰＷＶ在３

月１１～１５日出现多次明显的升降变化，于１４～

１５日达到顶峰，然后迅速下降，至１６日趋于稳

定；ＵＳＵＤ站点上空ＰＷＶ的变化过程与 ＴＳＫ２

站点相似。② 根据符睿等
［８］的研究发现，ＧＰＳ反

演的ＰＷＶ变化周期和实际降水发生的周期基本

相同，降水大多为ＰＷＶ值连续增加达到峰值（或

峰值开始下降）后开始。３·１１特大地震在日本

东北太平洋沿岸引发巨大海啸，之后，强冷空气袭

击日本地震灾区，于当地时间３月１５日夜开始，

大部分地区降起了大雪。因此，本文计算得到的

ＴＳＫ２、ＵＳＵＤ等日本本土 ＧＰＳ站点上空ＰＷＶ

的动态变化很好地验证了日本震后灾区的降雪过

程。

３　结　语

针对日本３·１１特大地震，基于ＰＰＰ技术，

本文对位于日本及周边国家的ＩＧＳ跟踪站和国

３９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２月

家海洋局ＧＰＳ业务观测站的数据进行了处理，提

取了震时和震后地表震动信息和水汽信息，为

ＧＰＳ技术用于地震监测和灾害预警提供了有价

值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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