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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日本大地震前后陆态网络基准站形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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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计算了东日本大地震前后各１ａ的“陆态网络”基准站ＧＰＳ观测数据，得到了基准站的时间序列及其

运动速度，讨论了较长时间尺度上东日本地震对“陆态网络”基准站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与震前相比，我国

东北地区距震中较近的基准站的运动速度有加速倾向，运动方向偏向震中位置，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基准站的

运动速度和方向在震前震后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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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ＭＯＮＯＣ）

简称“陆态网络”，以监测地壳运动服务于地震预

测预报为主，由基准网、区域网和数据中心三部分

组成。其中，基准网是“陆态网络”的基本框架，由

２６０个连续观测的基准站组成，已进入试运行状

态［１］。基准站主要进行 ＧＰＳ和 ＧＬＯＮＡＳＳ观

测，也可扩充ＧＡＬＩＬＥＯ和北斗导航系统观测，辅

之以环境气象参数和精密重力、精密水准观测，部

分并置甚长基线干涉测量、人卫激光测距。

根据地震地壳形变理论［２］，形变可分为震前

地壳形变、同震地壳形变和震后地壳形变。本文

利用“陆态网络”基准站的ＧＮＳＳ数据，探讨了北

京时间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１３：４６日本本州岛北部

以东海域发生的 Ｍｗ９．０级地震的震后形变。由

于ＧＮＳＳ定位在水平方向的精度较高程方向

高［３］，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了震后水平面的形变。

以东日本大地震为时间节点，分别计算了基准站

震前１ａ和震后１ａ的时间序列，并进行了分析比

较。

１　震前、震后站点时间序列

为了考察地震对我国地壳运动趋势的影响，

计算比较基准站震前、震后的运动速度，本文选取

尽可能多的测站、尽量长的观测时间。但是由于

各基准站建成、产出数据的时间不一，数据中断或

不合标准的天数各异，因此所求结果的精度也不

尽相同。相关研究表明［４６］，东日本大地震主要影

响我国东北地区、京津地区和华东地区的滨海区

域，本文选取上述区域震前、震后观测时间较长的

基准站进行了重点分析。

站点位置时间序列利用ＰＡＮＤＡ软件，采用

表１的误差处理策略获取单天静态解，选取起始

时刻的坐标值作为参考值，得到原始的东向、北向

时间序列，剔除明显的野值点，进而得到站点时间

序列。

部分基准站震前、震后的时间序列如图１所

示。需要指出的是，图１中震前、震后时间序列分

割线处的跳跃并非由地震引起，而是由两部分的

时间序列参考位置不同造成的，震前的参考位置

由测站各自最先的观测值计算得到，震后的参考

位置则由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２日的观测数据计算得

到。图中列出的基准站的线性速度以东南向为

主，南北方向的速度远小于东西方向的速度。

以ＳＵＩＹ站为例，地震前后犈方向的时间序

列如图２所示。不难发现，震后ＳＵＩＹ站犈方向

的线性速度有加速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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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解算策略

Ｔａｂ．１　ＰＰ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参数 模型

观测值

观测量 非差无电离层组合ＬＣ和ＰＣ

先验约束 不同导航系统观测量分别设定先验权、验后估计

截止高度角 ７°

天线相位中心改正 ＩＧＳ绝对相位中心改正

误差改正

相位缠绕 改正

对流层模型 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ＧＭＦ模型＋过程噪声２０ｃｍ＋２ｃｍ／ｓｑｒｔ（ｈｏｕｒ）

电离层改正 双频无电离层组合观测值消除

大气负荷 不考虑

相对论改正 ＩＥＲＳ２００３

潮汐改正 固体潮、海潮、极潮（ＩＥＲＳ２００３）

接收机钟差 过程估计＋白噪声，先验约束：９０００ｍ

卫星钟差 ＩＧＳ精密钟差

测站坐标 参数估计

图１　地震前后犖 方向和犈 方向时间序列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犖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２　地震前后我国速度场比较

研究表明［７］，测站单分量坐标时间序列狔（狋犻）

可描述为：

狔（狋犻）＝犪＋犫狋犻＋犮ｓｉｎ（２π狋犻）＋

犱ｃｏｓ（２π狋犻）＋犲ｓｉｎ（４π狋犻）＋犳ｃｏｓ（４π狋犻）＋

∑

狀
犵

犼＝１

犵犼犎（狋犻－犜犵犼）狋犻＋∑

狀犽

犼＝１

犺犼犎（狋犻－犜犺犼）狋犻＋

∑

狀犽

犼＝１

犽犼ｅｘｐ（－（狋犻－犜犽犼）／τ犼）犎（狋犻－犜犽犼）＋狏犻

（１）

式中，犪为初始位置；犫为速率；犮、犱和犲、犳分别为

年周期项和半年周期项系数；犵犼为阶跃；犺犼为震后

速率变化；犽犼为震后速率衰减（一般为指数模型）；

狏犻为误差；狋犼为时间；犎 为阶梯函数，通常采用加

权最小二乘来求解。

根据得到的时间序列，按照式（１）可获取站点

的线性运动速度。其中，时间序列的噪声模型为

白噪声，不考虑周年项影响。震前“陆态网络”基

准站的速度场如图３所示，震后速度场如图４所

示。选取位于我国东部、观测时间较长的基准站，

各站的具体速度见表２，其速度比较如图５所示。

　　图３、图４显示，总的来说，我国大陆以东向

运动为主，基本呈由东北到正东，再到东南顺时针

旋转的趋势。具体而言，西部显示出总体向东北

方向运移的趋势，而东部则显示向东南方向蠕散

的特征，两者之间为一个巨大的东方向运动的过

渡带，平面运动速率大致在３０～５０ｍｍ／ａ。本文

得出的我国地壳运动特征在总体趋势上与已有研

究结果［８］一致。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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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准站震前震后速度／（ｍｍ·ａ－１）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ｍ·ａ
－１）

站名
震前速度 震后速度

犖 方向 犈方向 犖 方向 犈方向
站名

震前速度 震后速度

犖 方向 犈方向 犖 方向 犈方向

ＡＨＡＱ －４．２ ３７．８ －７．１ －４．２ ＬＮＤＤ －５．３ ２５．２ －４．５ －５．３

ＡＨＢＢ －８．５ ３１．５ －７．５ －８．５ ＬＮＹＫ －１．５ ２９．７ －５．４ －１．５

ＢＪＳＨ －２０．９ ３４．１ －８．０ －２０．９ ＮＭＡＧ －６．７ ３１．５ －１０．３ －６．７

ＦＪＰＴ －８．３ ２８．８ －７．７ －８．３ ＮＭＡＬ －９．２ ２９．９ －８．９ －９．２

ＦＪＷＹ －８．９ ３２．６ －８．２ －８．９ ＮＭＤＷ －０．７ ３２．６ －８．７ －０．７

ＨＥＣＣ －０．６ ２７．３ －１１．５ －０．６ ＮＭＥＲ －３．４ ２９．１ －７．５ －３．４

ＨＥＣＸ －８．２ ３５．９ －９．３ －８．２ ＮＭＺＬ －０．９ ３２．６ －８．２ －０．９

ＨＥＴＳ －４．８ ３８．６ １．８ －４．８ ＳＤＲＣ －５．８ ２９．３ －８．７ －５．８

ＨＬＦＹ －７．４ １５．２ －１５．６ －７．４ ＳＤＹＴ －６．７ ３０．１ －１１．４ －６．７

ＪＬＣＢ －５．８ ２８．４ －１１．７ －５．８ ＳＤＺＢ －３．０ ２９．３ －５．５ －３．０

ＪＳＬＳ －８．７ ４１．０ －８．３ －８．７ ＳＵＩＹ －６．５ ２９．４ －１９．１ －６．５

ＪＸＨＫ －３．７ ３５．６ －９．１ －３．７ ＴＪＢＨ －２５．０ ３０．０ －１３．３ －２５．０

　　　　　

图２　ＳＵＩＹ站犈方向时间序列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犈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ｔＳＵＩＹ
　　　　　　　

图３　利用“陆态网络”基准站计

算所得的震前速度场

Ｆｉｇ．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ＣＭＯＮＯＣ

Ｆｉ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图４　利用“陆态网络”基准站计算所

得的震后速度场图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ＣＭＯＮＯＣ

Ｆｉ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图５　速度比较（黑色表示

震前速度，红色表示震后速度）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表２和图５表明，日本地震发生后，距离震中

比较近的基准站如ＪＬＣＢ、ＨＬＦＹ、ＬＮＤＤ等有加

速运 动 倾 向，而 同 样 位 于 东 北 的 ＮＭＤＷ、

ＮＭＡＬ、ＮＭＡＧ等站由于震中距较远而速度无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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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变化；京津地区基准站ＢＪＳＨ、ＴＪＢＨ等运动

速率震前、震后基本相等，但是运动方向有所不

同，向南运动趋势减弱；华中地区基准站ＳＤＺＢ、

ＳＤＲＣ、ＡＨＢＢ以及华南基准站ＦＪＷＹ、ＦＪＰＴ的

震后运动方向和大小与震前基本一致。

３　结　语

本文计算了东日本大地震前后“陆态网络”基

准站的时间序列，讨论了较长时间尺度上东日本

地震对“陆态网络”基准站造成的影响。基于时间

序列，得出了站点的运动速度。结果表明，我国大

陆以东向运动为主，基本呈由东北到正北、再到东

南顺时针旋转的趋势。与震前相比，我国东北地

区距震中较近的基准站的运动速度有加速倾向，

运动方向偏向震中位置，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基准

站的运动速度和方向在震前震后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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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Ｂｕｌｌ，２０１１，５６（２０）：

１５９３１５９６（王敏，李强，王凡，等．全球定位系统测定

的２０１１年日本宫城 Ｍｗ９．０级地震远场同震位移

［Ｊ］．科学通报，２０１１，５６（２０）：１５９３１５９６）

［５］　ＹａｎｇＳｈａｏｍｉｎ，ＮｉｅＺ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ＪｉａＺｈｉｇｅ，ｅｔａｌ．

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ｔｈｅ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 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１１，

３６（１１）：１３３６１３３９（杨少敏，聂兆生，贾志革，等．

ＧＰＳ解算的日本 Ｍｗ９．０级地震的远场同震地表

位移［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６

（１１）：１３３６１３３９）

［６］　ＣｈｅｎＫｅｊｉｅ，Ｆａｎｇ Ｒｏｎｇｘｉｎ，ＬｉＭｉｎ，ｅｔ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ｏｒＣＭＯＮＯ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ＣＳＮＣ２０１２，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０１２

［７］　Ｎｉｋｏｌａｉｄｉｓ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２００２

［８］　ＹａｏＹｉｂ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ｂｙ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Ｐ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Ｊ］．犘狉狅

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０８，２３（４）：１０３０１０３７（姚宜

斌．利用高精度复测ＧＰＳ网进行中国大陆区域地壳

运动特征分析［Ｊ］．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０８，２３（４）：

１０３０１０３７）

犆犕犗犖犗犆犉犻犱狌犮犻犪犾犛狋犪狋犻狅狀犇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犅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犃犳狋犲狉

狋犺犲犜狅犺狅犽狌犗犽犻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犔犗犝犑狌狀狆犻狀犵
１，３
　犆犎犈犖犓犲犼犻犲

２
　犔犐犕犻狀

２
　犔犐犠犲狀狑犲狀

３

１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６０，Ｃｈｉｎａ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ＮＳ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ｓｏｍｅｆｉ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ＭＯＮＯＣｅａｃｈｙｅａｒｂｅ

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ｆｉ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ｆｉｄｕ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ｌｏｎｇｅｒ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ｆｉ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ｅａｒ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ｈａｄａ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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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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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ＨｅＹｏｕｗｅｎ，Ｓｕｎ Ｈｏｎｇｌｉｎ，Ｍｉａｏ Ｗｅｉｓｕ．Ｉｏｎｏ

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ａｒＥ

ｃｌｉｐｓ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ｑｕａｔｏ

ｒｉａｌ［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犚犪犱犻狅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４，

１９：１８４１８９（何友文，孙宏林，苗卫苏．磁赤道异常

区的日食电离层效应［Ｊ］．电波科学学报，２００４，

１９：１８４１８９）

犐狅狀狅狊狆犺犲狉犻犮犈犳犳犲犮狋狊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犪

犜狅狋犪犾犛狅犾犪狉犈犮犾犻狆狊犲狅狀犑狌犾狔２２，２００９

犣犎犃犗犢犻狀犵
１
　犣犎犃犖犌犡犻犪狅犺狅狀犵

２
　犃犖犑犻犪犮犺狌狀

３

１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ｄｅｓ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ＣＥＡ，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Ｗｈｅｎａ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ｏｃｃｕｒｓ，ｖａｒｉｏｕｓ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ｎ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ｙｔｈｅｍｏｏｎ，ｔｈｕ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ｉｓ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ｒａｃ

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ｖａｌｕ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ｏｎｏｓｏｎｄｅｄａｔａ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

ｏｎＪｕｌｙ２２，２００９，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ｉｓ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ｅｘ

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ｂｙ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ＧＮＳＳｏｃｃｕｌｔ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

ｃａｎｂ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ｂｏｔｈｐｌｕｍｂ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ＣＯ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ＣＯ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ｎｅｅｄ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Ｆ２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ＰｈＤ，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ＧＮＳＳ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１０６＠１２６．ｃｏｍ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４１２０４０２８；ｔｈｅ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Ｃｈｉ

ｎａ，Ｎｏ．４０７２１００１；ｔｈｅｓｕｂｔｏｐｉｃ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０６ＣＢ７０１３０１；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Ｎｏ．１２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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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ｎｄ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ｙｅｄａｌｍｏｓ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ＭＯＮＯ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ＯＵＪｕｎｐ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ＧＰＳ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ｉｌｙｍ５５＠１６３．ｃｏｍ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Ｗｅｎｗｅｎ，ｍａｓｔｅｒ．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ｅｓｅｌｅｅ＠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Ｆｕｎｄ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２０１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０３０；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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