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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中国大陆２７个基准站运行以来至２０１１年３月的坐标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小波变换进行了分

频段处理，重点分析了长趋势项（犜≥５１２ｄ）。从长趋势项曲线形态上可以看出站点存在分区特征，同一区域

的站点曲线相关系数较高，且区域与地块重合性较好；在曲线形态出现涨落特征后，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会发

生 Ｍｓ７．５级以上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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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ＧＰＳ经过前期资料处理，每日都可求出

相应的坐标位移解，可以认为观测量是位移量，其

灵敏度相对低、稳定性好，能反映中、低频地形形

变信息。

文献［１］用ＧＰＳ基准站计算的基线时间序列

显示了块体相对运动的状态，指出大尺度地壳运

动与动力环境的动态变化对汶川大地震的发生有

促进影响。文献［２］分析了ＧＰＳ站点时间序列，

发现在地震前１ａ以上的时间有异常出现，指出

寻找相对“闭锁”区段有可能成为判定强震危险性

存在与否的方法。陆态工程完成后，全国ＧＰＳ基

准站将达到２６０个，还有很多地方建立的基准站，

利用这些资料能更好地服务于地震预测。

１　数据处理

研究表明，尽管ＧＰＳ时间序列中存在多种已

知和未知的非构造因素的影响，但这些非构造因

素影响通常表现在年周期及更短的频段上，因此，

滤波后保留的相对低频的趋势变化具有相对稳定

性，其反映的地壳运动信息可能更为可靠。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ＧＰＳ基准站站点坐标的

变化值，分别是东西向、北南向、垂直向３个方向

的位移变化。数据来源于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

ＧＰＳ数据共享服务网站。原始数据基本上以线

性趋势为主，继承着基本不随时间变化的零频线

性运动，其中的细节信息从原始曲线看不出来，故

数据处理的第一步便是去除线性成分，凸显多种

频率的非线性波动。然后，采用ｄｂ４小波将其分

解到第８层。小波分解的各趋势项，每阶都等同

于一个低通滤波器，周期分别为犪１（犜≥４ｄ）、犪２

（犜≥８ｄ）、犪３（犜≥１６ｄ）、犪４（犜≥３２ｄ）、犪５（犜≥６４

ｄ）、犪６（犜≥１２８ｄ）、犪７（犜≥２５６ｄ）、犪８（犜≥５１２ｄ）。

考虑到 ＧＰＳ基准站时间序列资料采样间隔为１

ｄ，位移观测灵敏度相对低、稳定性好的特点，本文

主要关注的是长周期成分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主

要考虑的是趋势项犪８。犪８ 中是滤去了包含年周

期在内的多种周期和高频成分后的非线性长趋势

信息。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分区特征

从各个站点的东西方向趋势项犪８ 的曲线形

态来看（见图１），存在分区特征。将相似程度较

高的曲线集中在一起，可以分为５个区域（见图

２）：① 区 域 １，ＢＪＦＳ、ＨＬＡＲ、ＢＪＳＨ、ＣＨＵＮ、

ＪＩＸＮ站；② 区域２，ＤＬＨＡ、ＤＸＩＮ、ＸＮＩＮ站；③

区域３，ＹＡＮＣ、ＺＨＮＺ、ＴＡＩＮ、ＸＩＡＡ站；④ 区域

４，ＷＵＨＮ、ＷＨＪＦ、ＬＵＺＨ站；⑤ 区域５，ＬＨＡＳ、

ＸＩＡＧ、ＫＭＩＮ站。

其余的如 ＳＨＡＯ、ＳＵＩＹ、ＸＩＡＭ、Ｇ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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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ＯＮ站，分布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曲线形态没

有表现出明显的特征，还有分布在中国大陆西北

角的ＴＡＳＨ、ＷＵＳＨ、ＵＲＵＭ站的曲线形态也无

规律可循。

图１　ＧＰＳ基准站长趋势项曲线

Ｆｉｇ．１　ＬｏｎｇＴｒｅｎｄ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ＰＳＳｉｔｅｓ

图２　ＧＰＳ跟踪站和震中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

表１是各站点东西方向趋势项犪８ 曲线的相

关分析结果，具体方法是计算两条曲线之间的相

关系数，都是后面的站点曲线与第一个站点曲线

的相关计算。同一区域的站点曲线相关性较高，

都在０．４以上，大多数集中在０．６以上。其他站

点的趋势项犪８ 曲线之间相关程度不高，都在０．４

以下。

表１　各站点时间序列东西向趋势项犪８

曲线之间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ｅｎｄ犪８Ｃｕｒｖｅ

站名 站名 相关系数

ＢＪＦＳ １

ＢＪＳＨ ０．６２６３

ＢＩＦＳ ＣＨＵＮ ０．７８５７

ＪＩＸＮ ０．６４６０

ＨＬＡＲ ０．６１１３

ＤＬＨＡ １

ＤＬＨＡ ＤＸＩＮ ０．８００２

ＸＮＩＮ ０．６３１４

ＺＨＮＺ １

ＺＨＮＺ
ＴＡＩＮ ０．８６９８

ＸＩＡＡ ０．５９５７

ＹＡＮＣ ０．８４１２

ＷＵＨＮ １

ＷＵＨＮ ＷＨＪＦ ０．７４３１

ＬＵＺＨ ０．８０６０

ＬＨＡＳ １

ＬＨＡＳ ＫＭＩＮ ０．４１０５

ＸＩＡＧ ０．５８４０

　　结合中国大陆活动地块的划分
［３］，从图１中

可以看出区域１包含的站主要集中在一级地块东

北亚活动地块区，区域２包含的站主要集中在祁

连和阿拉善两个相邻的二级地块，区域３包含的

站主要分布在一级地块华北活动地块区，区域４

包含的站主要集中在一级地块华南活动地块区，

区域５包含的站主要集中在一级地块青藏活动地

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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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区。分布在同一个一级地块或相邻的二级地块

的ＧＰＳ基准站时间序列长趋势曲线形态非常相

似，说明运动状态很一致，能大体反映地块的基本

运动状态。

２．２　长趋势变化与大地震的关系

从１９９９年３月开始观测以来到２０１１年期

间，中国大陆和周边地区共发生 Ｍｓ７．８级以上

地震６次，分别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４日昆仑山口

西 Ｍｓ８．１级地震，破裂主要由北西西向左旋走滑

主地震破裂、北东东向张扭性分支地震破裂、地震

鼓包、张扭性裂陷规律性组合而成；２００３年９月

２６日日本北海道 Ｍｓ８．０级地震，是在北海道东

部海域交汇的两个板块碰撞引起的“板块边界型

地震”；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７日俄、蒙、中交界 Ｍｓ７．９

级地震，地震发生时，接近直立的断层两盘发生右

旋走滑错动，并带有一定的逆冲分量；２００５年１０

月８日巴基斯坦 Ｍｓ７．８级地震，发生在喜马拉

雅特提斯地震带上，发震构造为喜马拉雅前缘弧

形逆冲断层带的一部分；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

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是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的

带有右旋走滑分量的构造型逆冲大陆地震，沿北

东向的龙门山断裂带３００ｋｍ左右，其中，沿北川

映秀断裂的地表破裂带长约２４０ｋｍ，破裂过程持

续时间约１１０ｓ；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本州东海

岸附近海域 Ｍｓ９．０级地震，是由太平洋板块在

日本海沟俯冲入日本下方，并向西侵入欧亚板块

造成的。

在对ＧＰＳ基准站站点时间序列去除线性成

分后，进而提取的低频的长趋势波动能否反映地

震的孕育信息呢？从曲线的波动情况来看，在曲

线走向上升到高点、开始向下转折的１～３ａ内，

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都发生了 Ｍｓ７．５级以上地

震。在２００１昆仑山口西 Ｍｓ８．１级地震、２００３年

９月２６日日本北海道 Ｍｓ８．０级地震、２００３年９

月２７日俄、蒙、中交界 Ｍｓ７．９级地震、２００８年四

川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２０１１年日本本州 Ｍｓ９．０

级地震前大多数站点时间序列曲线形态表现都是

如此，但２００５年巴基斯坦 Ｍｓ７．８级地震前，曲

线形态没有明显出现类似特征。分析其原因，可

能为：印度板块的推挤作用使帕米尔楔地的运动

呈北北西向，与青藏高原的运动方向北北东向不

一样，巴基斯坦 Ｍｓ７．８级地震主要是由于印度

板块和欧亚板块挤压碰撞所造成的，震中位于巴

控克什米尔地区，在板块构造上属于帕米尔楔地，

该地区的运动状态与青藏高原不同，中国大陆的

ＧＰＳ基准站有可能反映不了该地区地震的孕育

信息。日本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消亡边

界，运动状态与我国基本一致，中国大陆的 ＧＰＳ

基准站是有可能反映该地区的地震孕育信息的。

总的来说，周期大于５００ｄ的长趋势涨落运动与

我国大陆及邻近周边区域的大地震有很好的时间

上的相关性。

３　结　语

ＧＰＳ站点位移时间序列东西向低频长趋势

项能大体反映同一活动地块的基本运动状态，并

且周期大于５００ｄ的长趋势涨落运动与我国大陆

及邻近周边区域的大地震有很好的时间上的相关

性。这种震前的大范围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响应很

有可能是深部运动引起的，如果是浅表引起的，影

响范围应该不是很大。文献［４，５］提出了板块驱

动力导致的岩石圈韧性部分作用的新观点，假定

由脆性的上地壳、韧性的下地壳及上地幔三层组

成的岩石圈，总体上承受了板块驱动力。构造稳

定地区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其下部的韧性层部分

变形速率低；相反，构造活动地区之所以活动，是

因为其下部的韧性层变形速率大。文献［４，５］还

认为，加载到岩石圈上的力将引起下地壳和上地

幔稳态蠕滑，故只要岩石圈的三层耦合在一起，那

么下部韧性层的蠕滑变形就将引起上地壳脆性层

的应力积累，继而发生地震。ＧＰＳ时间序列低频

长趋势有可能反映了韧性层的蠕滑变形。

ＧＰＳ时间序列东西向长趋势变化与大地震

的发震时间有对应关系，为什么大地震前会出现

这种现象？文献［６］利用３０个 ＧＰＳ连续跟踪站

时间序列，得出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期间在海洋俯冲带

卡斯卡迪亚地区发生了３４个慢滑移事件，在对时

间序列曲线滤波后，曲线走向发生改变时便认定

是发生了慢滑移事件，它是一种暂态的、间歇性的

现象，周期大约为１４～１８个月，在其他的一些海

洋俯冲带也有类似的低频异常现象出现［７，８］。慢

滑移现象的曲线形态与本文ＧＰＳ时间序列长趋

势（犜≥５１２ｄ）的变化有些相似，周期也很接近，

很有可能也观测到了慢滑移，而且，与长趋势变化

曲线有较好对应关系的４个大地震中有３个地震

都是海洋俯冲型：２００３年日本北海道 Ｍｓ８．０级

地震和２０１１年的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 Ｍｓ

９．０级地震是海洋俯冲带地震；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

是龙门山断层逆冲运动的结果，逆冲型断层多出

现在海洋俯冲带附近，汶川地震虽然发生在内陆

地区，但却具有和海洋俯冲带一样的逆冲特点。

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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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测曲线走向发生改变后发生了地震，这意味

着在大地震前断层很有可能发生了慢滑移。需要

说明的是，２００３年的俄、蒙、中交界 Ｍｓ７．９级地

震也带有一定的逆冲，发震时间和北海道地震几

乎一致，无法判断地震前是否也发生了慢滑移现

象；２００１年昆仑山 Ｍｓ８．１级地震是走滑型，不具

有海洋俯冲带地震的特点，但地震前ＧＰＳ长趋势

的变化特征和上述３个地震是一样的，其机理有

待进一步分析，不能排除在非海洋俯冲带地区发

生慢滑移的可能。

本文分析的ＧＰＳ时间序列东西向长趋势变

化映震效果较好，其他两个方向映震效果不明显，

说明与方向有一定的关系，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目

前还无法得出。另外，由于震例较少，很难判断对

于不同的地震，长趋势曲线是否有明显差异。

ＧＰＳ时间序列中的长趋势变化特征对于１～

３ａ的地震大形势判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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