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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的ＧＰＳ复测资料，建立起整体无净旋转基准，分析了山西

地堑系内部地壳运动的细节特征，并利用图形单元法分析了其应变场的分布特征，深入剖析了地壳变形的动

力学机制，得出山西地堑系现今构造应变场以 ＮＷＳＥ向拉张应变为主，与区域现代震源机制解及长期构造

变形背景相一致；临汾、大同盆地是地堑内剪切应变高值区，现今地壳活动强烈。解释了地堑系内形变异常区

的成因，由此揭示出连接临汾与太原盆地的构造隆起带两端的现今地壳活动十分强烈，并同时兼有拉张破裂

趋势这一重要的构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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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地堑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地质灾害多

发地带，近年来该区地震、地裂缝灾害也十分严

重，这些地质灾害的发生都与区域地壳形变有着

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该区域的现今地壳构造

形变特征及其成因背景，对掌握地质灾害发生的

规律及预测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已有学者利用

沿山西省断裂带布设的ＧＰＳ站点研究了山西地

堑内断裂带的水平运动特征，探讨了由偏离位移

产生的主应变场［１，２］，但是要进一步研究山西地

堑的区域构造应变场特征，则需要在大尺度范围

下（包括山西地堑及其周边地块）来进行研究。因

此，本文利用布设在山西地堑及其周边地块的中

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ＧＰＳ监测网成果，建立起山

西地堑系整体无净旋转基准，分析了山西地堑系

内部整体的地壳水平差异运动的细节。

１　犌犘犛资料概况及地壳水平差异运

动

１．１　犌犘犛资料概况

山西地堑系是我国一条重要的活动构造带，

位于鄂尔多斯、华北、华南地块之间，总体呈北东

南西向的“Ｓ”型，是由一系列新生代断陷盆地、构

造隆起带及活动断裂共同组成的新生代大陆裂谷

系，自北向南依次展布有大同、忻定、太原、临汾、

运城盆地，其现今地壳构造活动十分强烈，是我国

著名的地质灾害多发区域。本文选取的研究范围

包括鄂尔多斯地块东缘、华北地块西缘和整个山

西地堑系（东经１０９°～１１５°，北纬３４°～４１°），在剔

除异常点后，选取了共７８个中国地壳运动监测网

络的ＧＰＳ站点资料（其中有３个基本站是年复测

的，有７５个是定期观测的流动区域站，分别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进行了复测），运用

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软件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０参考框架下

对区域内中国地壳运动监测网络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

的ＧＰＳ速度资料进行统一解算处理，得到了区域

相对于欧亚板块的水平运动速度场，各站点东西、

南北向的速度分量中误差均小于１．１ｍｍ／ａ（见

封三彩图１）。

１．２　山西地堑系内部地壳水平差异运动特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凸显出地堑内部差异构造变

形的细节特征，需要建立起山西地堑系整体无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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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基准。文献［１，２］分别在重心基准以及在全

球框架下的平均运动结果直接去掉整体漂移后分

析了山西地堑内断裂带处的相对运动特征。而本

文则是在已获得的区域ＧＰＳ速度场的基础上忽

略地球的扁率，并依据欧拉旋转模型式（１）和最小

二乘原理求出了山西地堑系整体运动的欧拉矢量

最佳估值（ω狓，ω狔，ω狕）：

狏犲

狏
［ ］
狀

＝犚
－ｓｉｎφｃｏｓλ －ｓｉｎφｓｉｎλ ｃｏｓφ

ｓｉｎλ －ｃｏｓλ
［ ］

０
·

ω狓　ω狔　ω［ ］狕
Ｔ （１）

式中，（狏犲，狏狀）为区域内任一点（λ，φ）东向运动与

北向运动的速度值；犚是地球的平均半径（取值为

６３７４ｋｍ）。在获得区域最佳欧拉旋转矢量后，将

相对于欧亚板块的ＧＰＳ速度场减去利用由欧拉

矢量反算得到的区域刚性速度场，就可以得到相

对于整体无净旋转基准下的水平差异运动速度

场［３］，并绘出反映地堑系内部地壳水平差异运动

的速度场图（见封三彩图２）。

封三彩图１显示整个区域相对于欧亚板块朝

ＳＥ向运动，反映出了整个区域具有在统一的大陆

动力学环境下连续变形的特性。从封三彩图２可

以明显看出，临汾盆地是地堑内明显的ＧＰＳ水平

速度分界带，其南部的ＧＰＳ点呈ＮＥ向运动（运城

盆地内），但在此处ＧＰＳ点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偏

转，方向变为近ＳＥ向，而其北部的太原、忻定、大同

盆地内ＧＰＳ点的运动速率都较小。此外，整个大

同盆地呈现出较明显的拉张状态，从整体上看，山

西地堑系南部（临汾、运城盆地）比北部（太原、忻

定、大同盆地）的地壳活动要强烈。与文献［１，２］结

果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本文揭示出的山西地堑地

壳内部的整体水平差异存在着突变的现象。

２　山西地堑系构造应变场特征

２．１　应变计算模型

应变计算的前提是基于地壳连续变形的假

设，本文的研究区域整体位于亚洲板块内部，具有

在统一的大陆动力学环境下连续变形的特性。同

时，鉴于测区内ＧＰＳ站点分布均匀，构成三角形

格网后，山西地堑系内部的网格密度相对较高，且

图形单元尺度较小，能够很好地凸显出重点研究

区域，并且由测区的ＧＰＳ站点构成的三角形的形

状因子［４］整体性很好，因此本文根据测站坐标生

成Ｄｅｌａｕｎｅｙ三角形，利用图形单元法
［５］研究区域

应变场特征。

在假定小图形单元内介质均匀的情况下，可以

建立起相对形变量向量与应变张量的线性关系：

犝 ＝犃犜 （２）

式中，犝 是相对形变量向量；犜为应变张量；犃为

转换系数矩阵，其具体形式根据形变与应变的基

本关系式由具体形变观测量而定。

为了减少投影误差对应变计算结果的影响，

本文选择在大地坐标系中利用椭球面上的位移

（速率）和大地坐标解算应变。根据正交曲线坐标

系中应变张量的定义，在椭球面上利用ＧＰＳ观测

值计算二维应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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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可以写成：

犝犈 犝［ ］犖
Ｔ
＝ 犝犈０ 犝犖［ ］０

Ｔ
＋

ε′Δ犘′＋ｄ犚′Δ犘′ （４）

式中，［Δ犝犈，Δ犝犖］
Ｔ 代表三角形中犻点相对于三

角形重心的速率差；［Δ犈，Δ犖］
Ｔ 代表三角形中犻

点相对于重心的坐标差，在计算中采用ｒａｄ为单

位；［犝犈，犝犖］
Ｔ 代表三角形点的速率值；［犝犈０，

犝犖０］
Ｔ 代表三角形重心点的速率值；ε′与ｄ犚′是椭

球面上的应变张量和旋转张量，并可由应变张量

进一步计算得到主应变、最大剪应变等［５］。在计

算中，顾及到图形的单元形状对单元平均应变率

计算精度的影响［４］，将区域边界处的个别形状因

子较差的三角形并入邻近的三角形组成图形单元

进行计算。同时根据位移速率之差与三角形内的

平均应变为线性关系，利用误差传播定律可以由

位移速率差值的误差矩阵进一步得到应变分量的

误差矩阵，并利用文献［６］的方法对计算得到的地

应变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构造如下假设检验来判

别计算单元地应变估值的显著性：

犎０：犈（犡）＝０；犎１：犈（犡）≠０ （５）

构造出应变分量犡与其方差阵Σ犡 的二次型：

χ
２
＝犡Σ

－１
犡犡

Ｔ （６）

若原假设成立，则有χ
２
～χ

２
α（３）。取置信度α＝

０．０１，用单尾检验法进行检验，如果χ
２
＜χ

２
α（３），

则接受原假设，这时应变估值是由测量误差引起

的，此图形单元的地应变估值不显著；否则，拒绝

原假设，认为此图形单元的地应变估值是显著的，

并保留显著的应变值，绘制出整个研究区域的应

变分布图（如封三彩图３所示）。

２．２　山西地堑系整体构造应变率场空间分布特

征

封三彩图３（ａ）显示出显著主应变主要集中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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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地堑系处（活动构造块体的边界带），表明

现今大地测量结果与地质调查结果（该区历来都

是地壳强活动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显著应变的

大小在（３．７～５．９）×１０
－８。而且山西地堑系构造

应变场整体上以 ＮＷＳＥ向拉张应变为主，并呈

现出右旋拉张状态，表明山西地堑系现今受ＮＷ

ＳＥ向拉张力源的作用明显。由区域现代震源机

制解、地应力测量结果表明，山西地堑系现今构造

应力场主要表现为ＮＷＳＥ向拉张应力为主的特

点，说明本文反演结果与区域现代震源机制解、地

应力测量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７］。在地堑系中，大

同盆地拉张变形较为明显，而且连接临汾与太原盆

地的构造隆起带两侧也是拉张变形的显著区。此

外，运城盆地南部也呈现出了显著的拉张变形，这

与华南刚性块体南东向不均匀运动相对应。

封三彩图３（ｂ）显示出整个山西地堑系是区

域内最大剪应变显著高值区，并在其内部存在着

两处较明显的高值区：连接临汾与太原盆地的构

造隆起带两侧和大同盆地处。剪切应变值的大小

反映了地壳水平形变的程度，该值越大，说明区域

构造活动性越强，而临汾盆地历来就是山西地堑

内地震活动频率最高、强度最大的区域［８］；大同盆

地也是山西地堑内另一个构造活动比较强烈的地

区，近年来也曾发生过多次地震［９］。以上分析表

明，上述两个盆地是山西地堑内现今地壳活动强

烈的区域。

然而，地壳构造活动与地壳变形动力学机制

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区域变形特征，探

究造成区域地壳变形的根源，需要对区域变形动

力学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

３　地壳变形动力学机制及变形异常

成因分析

３．１　山西地堑系地壳变形动力学机制

山西地堑系不同于一般的简单单一地堑，它

是由一系列北东和北北东向次一级地堑及横向构

造隆起带形成的一个完整地堑带，地堑系现今构

造应力场特征是经过多次构造运动长期地质演化

的结果。中生代燕山运动时期，本区构造活动的

主要动力来自其北部西伯利亚板块向南挤压作用

造成区内岩块破裂，形成了一系列北东向大规模

岩石隆起及压扭性断裂，奠定了山西地堑系基本

的构造格架［１０］；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时期，西伯

利亚板块向南挤压作用减弱，太平洋板块对亚洲

大陆南西向俯冲挤压作用增强，致使华北块体产

生扩张，导致了大陆地壳向大洋地壳作叠瓦式仰

冲，同时印度板块对与欧亚板块持续北推挤压作

用也在增强，使青藏高原深部中下地壳软物质向

东、东南方向发生塑性流动，浅部上地壳脆性体发

生块体走滑变形，一方面会对华南块体产生向南

东推进的力源，而且菲律宾板块与欧亚板块高角

度的仰冲碰撞也会造成华南块体产生顺时针转

动，进而对华北块体形成顺时针拖拽力；另一方

面，会造成鄂尔多斯地块产生逆时针旋转运

动［１１１７］。伴随着华南、华北地块近南东向顺时针

转动以及鄂尔多斯地块逆时针的转动，山西地堑

内的构造应力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产生了以

ＮＷＳＥ向拉张应力为主的构造应力场格局，整个

山西地堑系处于右旋剪切拉张状态［１０］，在拉张应

力及岩体自重的共同作用下，使一系列断块沿断

裂带下陷，从而形成一系列被横向隆起相间隔的

断陷盆地。然而断陷的形成打破了地壳原有的均

衡状态，引起断陷带轴部地幔隆起，从而对其轴部

附加引张作用，加速了地壳伸展和拉伸减薄，使断

陷盆地不断发展扩大。因此，在上述大的构造变

形背景之下，造成山西地堑现今地壳活动较为剧

烈，同时也表明本文反演结果与地堑长期构造变

形背景相一致具有一定的继承性。

３．２　形变异常区成因探讨

结合山西地堑系大的构造变形背景及区域地

质构造特征，不难理解地堑内存在的速度分界带

和高剪切应变现象：临汾盆地是山西地堑内较窄

的盆地，宽度只有１５～２０ｋｍ，新生代以来，盆地

内沉积厚度很浅，盆地边界及内部断裂延深也较

浅［８］，在区域构造应力场作用下，地壳易发生变

形，加之盆地北部被构造隆起带封闭，在盆地内形

成了优越的闭锁条件，有利于应变能的积累，同时

也是导致此处ＧＰＳ站点运动方向差异较大的原

因。而大同盆地是山西地堑系内较独立的构造单

元，它并不与其南部的忻定盆地和东部的延怀盆

地连通，盆地内部结构复杂，由多个凹陷及凸起组

成，而凹陷区又是应变能易于积累的区域，而且盆

地内部及其边缘是新生代火山和玄武岩活动的主

要区域，地域分布上与毗邻的阴山构造带南缘玄

武岩活动相关，其构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北部

阴山构造带活动的影响［１８］，因此，两种构造变形

背景的共同影响造成大同盆地现今地壳构造活动

强烈。

３．３　地壳形变异常揭示出的重要构造现象

分析封三彩图３可知，连接临汾与太原盆地

的构造隆起带两端是山西地堑系内拉张应变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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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区，也是强剪切变形区，同时构造隆起带南端

（临汾盆地北部）以及北端（太原盆地南部）近年来

发震都较频繁，由此说明了该构造隆起带两侧现

今地壳活动十分强烈，结合上述分析可知，此处还

同时兼有拉张破裂的趋势。

４　结　语

本文借助高精度ＧＰＳ观测成果，通过建立起

山西地堑系整体无净旋转基准，研究了地堑系内

部现今地壳变形的细节特征，揭示出地堑内不同

区域的变形状态特征。本文在研究山西地堑系地

壳变形特征时，忽略了区域内介质的复杂性（如断

层的展布等），给出的是区域趋势性地壳形变的平

均应变场特征，但所得的结果能较好地反映出山

西地堑系现今地壳构造活动的整体特征，并揭示

出地堑内存在的重要构造现象，而且与地质、地震

调查勘测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致谢：感谢王敏研究员、陈永奇教授为本文提

供的数据支持及给予的建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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