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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测定的２０１１年日本９．０级地震
的中国大陆地区同震位移场

蔡　华１　孙汉荣１　赵齐乐２　李　鹏１

（１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国家数据中心，北京市复兴路６３号，１０００３６）

（２　武汉大学ＧＮＳＳ中心，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陆态网络东北地区的６个ＧＰＳ基准站地震期间的观测数据反演了日本本州东海岸９．０级强震

区域地表的瞬时形变过程，应用１６０多个陆态网络基准站以及ＩＧＳ跟踪站的ＧＰＳ观测数据解算获得中国大

陆地区的远场同震位移。将测站按照中国大陆主要构造带（区）进行分配统计可知，东北地区同震位移最大，

平均接近２０ｍｍ；首都圈与郯庐带及周围地区平均同震位移也在１０ｍｍ左右；距离震中比较远的鄂尔多斯

及周围、阿尔金祁连山阿拉善、新疆等地区也受到了该地震的影响，在东方向发生了５ｍｍ左右的位移，并且

以上地区的优势方向都为东方向；而本次地震对中国的华南（包括南海）以及青藏等地区基本没有影响。这些

解算结果对进一步研究地震动力学特征及判定未来地震趋势提供了详实的实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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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在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

域（Ｎ３８．１°，Ｅ１４２．６°）发生了巨大地震，并引起

强烈海啸。根据中国地震台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ｅｎｃ．ａｃ．ｃｎ）测定，该地震震级为８．６级，美国地

质调查局（ＵＳＧＳ，ｈｔｔ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ｇｓ．ｇｏｖ）

测定的震级为９．０级。此次地震发生在太平洋板

块与北美板块交界的俯冲带上，地震发生后，

ＡＲＩＡ 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日本全境的ＧＥＯＮＥＴ

网络的ＧＰＳ数据，给出了日本境内同震位移场

（ｆｔｐ：／／ｓｉｄｅｓｈｏｗ．ｊｐｌ．ｎａｓａ．ｇｏｖ／ｐｕｂ／ｕｓｒｓ／

ＡＲＩＡ／ＡＲＩＡ＿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ｏｆｆｓｅｔｓ．ｖ０．３．ｔａｂｌｅ）。

此次地震对中国大陆地区同样引起了永久性的同

震位移。本文借鉴相关学者利用ＧＰＳ数据获取

几次大地震同震位移的方法［１，２］，利用陆态网络

的１６０个连续运行观测站的 ＧＰＳ数据，并收集

ＩＧＳ（国际ＧＮＳＳ服务组织）跟踪站的资料，解算

了这次地震在中国的远场同震位移。这些解算结

果对进一步研究地震动力学特征及判定未来地震

趋势提供了实测依据。

１　犌犘犛测定的地表形变过程

为了分析日本地震地壳运动空间与时间的变

化［３］，本文沿着地震波的传播方向选择中国东北

地区ＳＵＩＹ等６个测站为例进行了分析，测站分

布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中国东北６个测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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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ＳＵＩＹ等６个测站２０１１年年积日０７０

天０３：００～０６：００间１Ｈｚ采样率的观测数据，处

理软件采用武汉大学自主研发的ＧＰＳ数据处理

软件ＰＡＮＤＡ 的高采样率精密单历元定位模

块［４］，处理策略见表１
［５，６］。测站在地震期间犈、犖

方向的时间序列如插页Ⅰ彩图１所示，其中红色

的竖直线表示发震时刻（约为２０７８１．０ｓ），并注

明了测站的震中距。

表１　单历元精密动态定位处理策略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ｐｏｃｈｂｙＥｐｏｃｈ

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参数 模型

观

测

值

观测值 ＰＣ、ＬＣ组合观测值

先验约束 犘１３０．０ｍ，犔１０．０２周

高度截止角 １０°

观测值加权 狑＝
１，犲＞３０°

ｓｉｎ２犲，犲≤
｛

３０°

误

差

改

正

相位缠绕 改正

相位中心变化 ＩＧＳ＿０５模型

大气负荷 不考虑

潮汐改正 固体潮、极移潮汐、海洋潮汐

卫星绝对相位

中心改正
ＩＧＳ＿０５模型

相对论改正 改正

参

数

估

计

卫星轨道 固定为ＩＧＳ精密星历

卫星钟差 固定为ＩＧＳ精密钟差

测站坐标 动态逐历元估计

ＥＲＰ 固定为ＩＥＲＳ结果

对流层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ｎｉｎｅ模型＋ＧＭＦ映射函数＋

多参数估计（２ｈ）

接收机钟差 伪距估计＋白噪声，先验约束９０００ｍ

模糊度 浮点解

　　由插页Ⅰ彩图１可知，在地震发生约２００ｓ

时，地震波传播到最近的ＳＵＩＹ站，然后沿着地震

波的传播方向，在ＪＬＣＢ等测站依次引起了东、西

方向１０～２０ｃｍ逐渐递减的强烈震动。

２　犌犘犛测定的中国远场同震形变场

　 本次地震对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同样引起了永

久性的同震位移。ＩＧＳ给出了全球ＧＰＳ跟踪站在

震前（１６２５ＧＰＳ周）及震后（１６２７ＧＰＳ周）ＩＴＲＦ

２００５框架下的绝对坐标（ｆｔｐ：／／ｃｄｄｉ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

ｇｏｖ），通过比较可得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的同震位

移如插页Ⅰ彩图２（ａ）所示（图中标示的同震位移量

的单位为ｍｍ）。由于缺乏中国大陆的内部资料，

造成同震位移不完整，需要利用陆态网络连续运行

观测站的ＧＰＳ数据，并收集ＩＧＳ全球跟踪站的资

料，解算这次地震在中国大陆的同震位移。

首先，采用ＰＡＮＤＡ软件的精密定轨定位模

块处理了１６４个陆态网络观测站、３０个全球分布

的ＩＧＳ跟踪站以及ＤＡＥＪ等距离震中较近的７

个ＩＧＳ观测站震前年积日０５８～０６４天（１６２５

ＧＰＳ周）和震后年积日０７２～０７８天（１６２７ＧＰＳ

周）共１４ｄ的数据，采用表１的处理策略，不同的

是测站坐标为静态单日解，可获得地震前后各７ｄ

无约束单日解。考虑到单日解之间的框架差异，

利用震前、震后７ｄ的无约束的单日解结果与

ＩＧＳ提供的全球ＩＧＳ跟踪站１６２５ＧＰＳ周、１６２７

ＧＰＳ周的周解结果分别进行网平差，其中３０个

全球分布的ＩＧＳ跟踪站为强约束，这样就保证了

震前与震后的解算结果都在ＩＧＳ提供的全球统

一框架下。图２给出了作为框架点的ＩＧＳ跟踪

站分布图。比较震前和震后的点位坐标，即可获

得中国的远场同震位移场，如插页Ⅰ彩图２（ｂ）所

示（图中标示的同震位移量的单位为ｍｍ）。

图２　３０个作为框架点的ＩＧＳ跟踪站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３０ＩＧＳＧＰ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比较插页Ⅰ彩图２（ｂ）和彩图２（ａ）可知，本文解

算的结果中ＢＪＦＳ等７个ＩＧＳ跟踪站的同震位移与

ＩＧＳ公布的结果非常接近（该７个ＩＧＳ站并不属于

前文所述的３０个ＩＧＳ框架点），最大偏差不超过３

ｍｍ，在解算的误差范围内，整体趋势也与公布的结

果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本文解算的结果与

ＩＧＳ提供的最终结果非常吻合，并且补充了中国区

域的空白。从插页Ⅰ彩图２（ｂ）可见，获得的同震位

移表现出了明显的趋势，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为了更好地分析说明，将测站按照中国大陆主

要构造带（区）进行分配［７］（见表２）。从插页Ⅰ彩图

２（ｂ）以及表２可知，东北地区的同震位移最大，接

近２０ｍｍ，个别测站超过了３０ｍｍ，其中东方向为

优势方向。首都圈与郯庐带及周围地区同震位移

较为接近，在１０ｍｍ左右，优势方向表现为东方

向。距离震中比较远的鄂尔多斯及周围、阿尔金

祁连山阿拉善、新疆等地区也受到了该地震的影

响，在东方向发生了５ｍｍ左右的位移。而中国的

华南（包括南海）以及青藏等地区的同震位移较

小，在３ｍｍ左右，在解算的误差范围之内，因此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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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本次地震对这些地区基本没有影响。

表２　犌犘犛测站区域分配及平均同震位移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ｐｏｃｈｂｙ

Ｅｐｏｃｈ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地区 经度／（°） 纬度／（°）站数
平均同震位移／ｍｍ

犈方向 犖 方向

首都圈 １１２～１２０ ３８～４１ １３ ９．３ －２．５

郯庐带及周围 １１７以东 ３１～３８ ６ ９．４ －１．０

华北中南部 １１２～１１７ ３３～３８ ５ ６．４ －０．９

鄂尔多斯及周围 １０６～１１２ ３４～４１ １１ ５．１ －１．２

东北 １１０以东 ４１以北 １７ １５．５ －８．１

华南（包括南海）１０５以东 ３３以南 ３０ ３．４ －０．９

阿尔金祁连

山阿拉善
９５～１０６ ３３～４２ ２７ ４．７ －０．６

青藏高原东部 ９８～１０５ ２１～３３ ２９ ２．５ ０．８

新疆 ９８以西 ３７以北 ２２ ４．４ ０．１

青藏 ９８以西 ３７以南 ４ ２．８ ０．１

　　另外，为了分析这次地震对中国大陆及日本之

间的相对距离造成的影响，插页Ⅰ彩图３给出了

ＢＪＳＨ（北京）、ＣＨＵＮ（长春）、ＨＲＢＮ（哈尔滨）等测

站与日本的ＴＳＫＢ、ＵＳＵＤ两个ＩＧＳ站的基线单日

解变化的时间序列图，统计时间为２０１１年年积日

０１７～１２９天。从插页Ⅰ彩图３可以看出，在２０１１年

３月１１日，基线发生了巨大的跳变，基线变化值水

平分量最大可达数十ｃｍ，可见此次地震对中国大

陆及日本之间的相对距离造成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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