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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局域欧拉矢量法建立犆犌犆犛２０００速度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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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西安测绘研究所，西安市雁塔中段１号，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提出了利用局域欧拉矢量法建立ＣＧＣＳ２０００速度场模型，并且给出确定局部区域点的方法———移动

窗口法。首先利用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软件对“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简称“网络工程”）约１０７０个参考

站近１０ａ观测数据重新处理，再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获得该“网络工程”的速度场；然后利用提出的局域

欧拉矢量法对速度场建模，给出了确定局部区域点的移动窗口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步骤，并且通过计算对这

种方法确定的速度精度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最后利用该模型获得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其余约１４００个参考站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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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于２００８０７０１启用新一代大地坐标

系———２０００中国大地坐标系（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１４］。

它是通过“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简称“网

络工程”）、“全国ＧＰＳ一、二级网”、“国家ＧＰＳ犃、

犅级网”和“地壳运动监测网”的联合平差
［５６］得到

的坐标实现的［７］。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是以２００００１０１为

参考历元，以ＩＴＲＦ９７为参考框架，其坐标精度达

到ｃｍ级
［１，８］。但我国的大地坐标系在建立之初

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少点位速度信息、坐标框架

的密度和广度不够等［８］。随着 ｍｍ 级大地测量

技术的发展，为了能够在该坐标系内精确模型化

观测量与地球旋转、板块运动和潮汐位移等地球

动力学现象的关系，需要获得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框架点

速度。

一般有以下两种方法获得点位速度：① 利用

现有的ＮＮＲＮＵＶＥＬ１Ａ模型
［９］；② 用现在的空

间测量数据（ＧＮＳＳ参考站数据）获得。因为

ＮＮＲＮＵＶＥＬ１Ａ模型代表的是近几百万年地壳

平均运动，不能代表某一点位所在板块的区域运

动（事实上中国大陆每个板块相对欧亚板块都有

相对运动），也不能代表其近期运动，因此，一般采

用第二种方法来确定点位速度。刘经南等采用多

面函数拟合法建立了中国地壳速度场模型［１０］。

姚宜斌等对中国大陆区域在ＩＴＲＦ９７框架下的速

度场进行了有益的研究［１１］，蒋志浩等对建立地壳

运动速度场模型和ＣＯＲＳ站坐标时间序列误差

进行了深入研究［１２，１３］。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利用

局域欧拉矢量法建立速度场模型。

１　数据处理

１）数据源

采用“网络工程”２９个基准站、５６个基本站和

约１０００个区域站跨度长达１０ａ的ＧＰＳ观测数

据进行速度场计算。

２）单日坐标解计算

首先，用ＧＡＭＩＴ软件计算“网络工程”站坐

标和卫星轨道的单日松弛解。将“网络工程”站与

ＤＡＥＪ、ＩＩＳＣ、ＩＲＫＴ等１４个周边ＩＧＳ站一并处

理；为易于模糊度分解，ＩＧＳ站和“网络工程”站坐

标均 给 予 适 当 约 束；将 单 日 松 弛 解 文 件 与

ＳＯＰＡＣ（ｓｃｒｉｐｐｓｏｒｂｉｔ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ａｒｒａｙ

ｃｅｎｔｅｒ）提供的全球ＩＧＳ站的单日松弛解文件进

行合并，得到包含全球ＩＧＳ站和“网络工程”站的

坐标、卫星轨道和极移等参数的单日松弛解及其

相应的方差协方差矩阵。

然后，利用ＧＬＯＢＫ软件，通过７参数相似变

换，将各站坐标的单日松弛解变换至由 ＴＨ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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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ＡＬ、ＴＲＯＭ等４７个全球分布的ＩＧＳ核心站

坐标定义的ＩＴＲＦ２０００，得到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的

坐标单日解。

３）参考站速度计算

获得ＩＴＲＦ２０００参考框架下的单日解站坐标

时间序列后，进行数据编辑，对明显的粗差或异常

进行剔除；然后通过一元线性回归获得每个参考

站在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２０００．０历元的坐标和速

度，并进行精度评定；顾及到ＩＴＲＳ的定向时间演

变条件，将速度从空间直角坐标系转换到水平坐

标系，并令高程方向速度为０；再将获得的速度从

水平坐标系转换到空间直角坐标系；最后用相应

的变换参数［１４］将ＩＴＲＦ２０００框架下的坐标和速

度转换到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所参考的ＩＴＲＦ９７框架，从

而获得“网络”１０７０ 个站在ＩＴＲＦ９７ 框架下

２０００．０历元的坐标和速度。图１为“网络工程”

参考站速度场图。

图１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参考站速度

Ｆｉｇ．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ＭＯＮＣ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　局域欧拉矢量法

通过处理“网络工程”１０７０个参考站近１０ａ

ＧＰＳ观测数据获得相应的速度，但在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框架点中尚有约１４００个点（ＧＰＳ一、二级网和

ＧＰＳ犃、犅级网点）由于无重复观测数据，无法用

站坐标单日解序列计算其速度。因此，需要利用

已有的已知速度点建立速度场模型来确定这些点

的速度，才能完整地实现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欧拉矢量法是最常用的一种速度场建模方

法，但是需要假定建立模型的区域为刚体。显然，

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按照地壳运动特征划分的６

大块体或２１大块体
［１５，１６］，都难以满足这一假设。

事实上，目前尚没有对我国大陆板块明确而具体

的划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局部小的范围内处于

同一块体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本文假定速度待

求点附近一局部小的区域为刚体，那么该区域内

一点的速度可按欧拉矢量公式计算：

狓＝ Ω狔狕－Ω狕（ ）狔 ×１０
－６

狔＝ Ω狕狓－Ω狓（ ）狕 ×１０－
６

狕＝ Ω狓狔－Ω狔（ ）狓 ×１０
－

烅

烄

烆 ６

（１）

式 中， 狓 狔（ ）狕 为 位 置 向 量，单 位 为 ｍ；

狓 狔（ ）狕 为 速 度 向 量， 单 位 为 ｍ／ｓ；

Ω狓 Ω狔 Ω（ ）狕 为欧拉矢量，单位为ｒａｄ／Ｍａ。

若待求点周围局部区域有３个或者３个以上

速度已知点，则可以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欧拉矢

量。构造的误差方程为：

犞＝犃犡＋犾 （２）

式中，犡＝ Ω狓 Ω狔 Ω［ ］狕
Ｔ 为欧拉矢量；狀为该局

部区域内速度已知点的个数，

犃＝

０－狕１ 狔１ … ０－狕狀 狔狀

狕１ ０－狓１ 狕狀 ０－狓狀

－狔１ 狓１ ０ … －狔狀 狓狀

熿

燀

燄

燅０

Ｔ

×１０
－６；

犾＝

－狏１，狓 －狏１，狔 －狏１，狕 … －狏狀，狓 －狏狀，狓 －狏狀，［ ］狓
Ｔ

　　得到欧拉矢量的最小二乘估值后，即可利用

式（１）确定待求点的速度。

在利用欧拉矢量法建立待求点局部区域速度

场模型时，如何确定待求点周围局部区域点是使

用该方法的关键。

３　移动窗口法

移动窗口法选点的基本原则：在速度待求点

周围尽量小的范围内，尽可能在东、南、西、北４个

方向均匀选取４个或者４个以上区域点；但部分

区域如沿海、边界区域、站点较稀疏区域只有３个

或者２个或者１个方向有已知速度点，这些区域

很难满足近处局部区域４个方向都有速度已知

点，需要特殊对待。

移动窗口法选点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确定搜索半径。以待求点为中心，确定初

始搜索半径犾０ 和截止搜索半径犾ｍａｘ（需要适当放

大边界点的截止搜索半径）。

２）选点。在以待求点为中心、犾０ 为半径的圆

内搜索，判断东、南、西、北４个方向犃１、犃２、犃３、

犃４ 中是否都存在区域点（图２）。若存在，则采用

该圆内的所有点速度估计欧拉矢量。如果某一方

向不存在参考点，则以犾１ 为单位，整倍数放大搜

索半径，继续搜索直到所有方向都有区域点（此时

半径为犾犿）或者搜索半径超过截止搜索半径犾ｍａｘ

为止。

上述搜索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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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移动窗口法确定局部区域点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ｏｖ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犾犿≤犾ｍａｘ，在搜索半径犾犿 内，４个方向能够

找到参考点，将搜索半径犾犿 内的所有点参与估计

欧拉矢量（至少４个）。

２）犾犿＝犾ｍａｘ，在搜索半径犾犿 内，４个方向不能

都找到参考点（待求点靠近边界或者待求点周围

站点比较稀疏）。这里存在以下３种情况：① 点

数少于３个，以犾１ 为单位，放大搜索范围重新搜

索，直到点数大于或等于３个为止（适用于周围站

点比较稀疏的情况）；② 点数多于２０个，缩小范

围重新搜索，直到点数小于等于２０个（适用于待

求点靠近边界或者待求点某一方向站点稀疏）；

③ 当搜索到的参考点数大于３并小于２０时，以

最小二乘残差平方和为判断标准，最小值所对应

的点数为合适的点数。

这里以２０个点为界的原因是，在实际计算

中，若速度待求点附件局部区域４个方向都有参

考点，一般地搜索到１０个点左右即停止搜索，因

此将１０个点放大一倍到２０个点，以２０点为界。

４　计算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方法所确定速度的精度，采用

如下３种方案对“网络工程”约１０７０个参考站建

立速度场模型：① 中国大陆区域欧拉矢量速度场

模型；②１８大块体欧拉矢量速度场模型；③ 利用

局域欧拉矢量建立速度场模型。

在方案１中，利用所有“网络工程”参考站速度

估计欧拉矢量，然后采用该矢量重新计算每个站的

速度，并与该站线性回归获得的速度比较；在方案

２中，根据中国大陆Ⅱ级活动块体划分
［１５，１６］，对１８

个块体（图３）（去掉其中萨彦，合并滇西和滇南，合

并中蒙和中朝）分别利用该块体内的参考站计算欧

拉矢量，然后采用该矢量重新计算每个站的速度，

并与该站线性回归获得的速度比较；在方案３中，

对每个参考站采用移动窗口法选点计算局域欧拉

矢量（该站速度不参与计算），然后采用该矢量重新

计算该站的速度，并与该站线性回归获得的速度比

较。在这种方案中，犾０＝５００ｍ，犾ｍａｘ＝１０００００ｍ，边

界点犾ｍａｘ＝５０００００ｍ，犾１＝５００ｍ。

图３　中国地壳块体划分（２１块）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ｒｕｓｔＰｌａｔｅｓ

表１给出了ＮＮＲＮＵＶＥＬ１Ａ提供的欧拉板

块欧拉矢量和方案１计算的欧拉矢量。表２给出

了３种方案的误差比较。

表１　犖犖犚犖犝犞犈犔１犃提供的欧拉板块欧拉

矢量和方案１计算的欧拉矢量／ｒａｄ·Ｍａ－１

Ｔａｂ．１　Ｅｕｌｅｒ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ＮＮＲＮＵＶＥＬ１ＡａｎｄＳｃｈｅｍｅ１

Ω狓 Ω狔 Ω狕

ＮＮＲ

ＮＵＶＥＬ１Ａ
－０．０００９８１ －０．００２３９４ ０．００３１５３

方案１ －０．０００５４３ －０．００３８５５ ０．００３７１２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计算的欧拉矢量与

ＮＮＲＮＵＶＥＬ１Ａ在量级和趋势上相当，但由于

中国大陆板块的区域运动，在数值上略有差异。

表２　３种方案误差比较／ｍｍ·ａ－１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犡 犢 犣 犘

方案１ ４．５４２ ３．３６１ ５．２３５ ７．７０３

方案２ ２．０２５ １．５０３ ２．０４２ ３．２６４

方案３ １．６６１ １．２１０ １．５５２ ２．５７５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大陆区域不满

足刚性块体的假设，对中国大陆区域参考站采用

单一的欧拉矢量确定的速度精度最低。将中国大

陆划分为１８大块体，对每个块体中的参考站采用

该块体的欧拉矢量确定的速度精度有较明显的提

高，但是由于块体划分不够精确和细化，点位速度

精度不高。利用局域欧拉矢量建立的速度场模

型，采用待求点附近的局部区域点计算欧拉矢量，

比较满足欧拉矢量法适用的假设条件，因此获得

的速度精度最高。

最后，利用局域欧拉矢量法建立的速度场模

型对ＧＰＳ一、二级网和 ＧＰＳ犃、犅 级网约１４００

个参考站进行速度插值，从而获得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所

有框架点的速度，如图４所示。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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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所有框架点的速度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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