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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狉犻犵犻狀犵方法在犌犘犛速度场网格化和应变
率场计算中的适用性

刘晓霞１，２　江在森２　武艳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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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的基本原理出发，推导了Ｋｒｉｇｉｎｇ球面应变计算公式，通过在模拟和实际ＧＰＳ数据中

的试算，讨论了该方法在区域ＧＰＳ速度场网格化和应变率计算中的适用性。结果表明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对ＧＰＳ

速度场滤波和网格插值是可行的，交叉检验及残差分析结果亦表明了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的有效性。对比 Ｋｒｉｇｉｎｇ

方法与最小二乘配置方法对中国大陆１９９９～２００４期ＧＰＳ速度场处理结果，发现两种方法的滤波和网格化效

果相当；而应变率场结果总体分布相近，但 Ｋｒｉｇｉｎｇ结果自身一致性不佳，最大剪应变率的高值区是一致的，

但量级上差别显著；Ｋｒｉｇｉｎｇ应变率计算方法在抗差性和边缘效应处理方面不如最小二乘配置方法。

关键词：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变差函数；Ｋｒｉｇｉｎｇ球面应变计算；ＧＰＳ速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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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域地壳变形与动力学研究中常需分析

ＧＰＳ速度场及其衍生的应变率场，即使采用相同

的ＧＰＳ速度场，不同的应变率计算方法获得的区

域应变率场亦存在明显的差异［１４］。由于不同的

应变率计算方法各具特点，基于ＧＰＳ速度场计算

应变率场之前，分析拟采用的计算方法的优缺点

及适用性，有助于认识结果的可靠性。文献［５］从

抗差性、边缘效应、误差分布和稳定性等方面对

Ｄｅｌａｕａｎｙ三角形法、球谐函数、多面函数和最小

二乘配置方法获取的应变率结果进行了对比分

析，认为最小二乘配置方法可取得较好效果。

受地形及观测条件的限制，ＧＰＳ台站通常是

非均匀分布的，而地质统计学中的经典 Ｋｒｉｇｉｎｇ

法是专门针对空间不均匀离散点插值问题所提出

的计算方法，可根据空间数据的结构特征和分布

规律，实现无偏、最优插值［６８］。在ＧＰＳ应变率场

分析中，主要是使用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对ＧＰＳ速度场

进行网格插值，并未参与应变率计算［９１０］，且未讨

论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与其他插值方法在 ＧＰＳ速度场

网格化中的优劣，也未对其在ＧＰＳ速度场网格化

分析中的适用性进行评价。本文从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

的基本原理出发，分析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在区域ＧＰＳ

速度场网格化和连续应变场计算中的适用性。

１　普通犓狉犻犵犻狀犵法的基本原理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最早由 Ｋｒｉｇｅ于１９５１年提

出［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线性无偏的插值公式。

式（１）为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的基本公式
［７］：

狕^（狓０）＝∑
狀

犻＝１

λ犻狕（狓犻）

σ
２
狅犽（狓０）＝∑

狀

犻＝１

λ犻γ（狓－狓犻）－

烅

烄

烆 μ

（１）

式中，狓０ 为待定点的位置；^狕（狓０）为待定点的估

值；狓犻为第犻个观测点的位置；狕（狓犻）为第犻个观

测点的值；λ犻是赋予第犻个观测点的权系数；μ为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乘子；σ
２
狅犽（狓０）为待定点狓０ 处的方差估

计；γ（狓－狓犻）为变差函数。

由于实际观测是在空间有限离散点上，因此

通常先计算实验变差函数［７］。常用的实验变差函

数理论模型有球状模型、指数函数模型、高斯模型

和空穴效应模型等［７］，采用球状模型来拟合实验

变差函数分布，如式（２）：

γ（犺）＝
犮
犺
２犪
－
１

２

犺（ ）犪［ ］
３

，０≤犺≤犪

犮，犺≥

烅

烄

烆 犪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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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犮为基台值；犪为变程；犺为滞后距。在接近

原点处，变差函数呈线性形状，在变程处达到基台

值。变差函数模型建立后，即可用变差函数表示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程组，公式参见文献［７］，进一步估计式

（１）中观测点的权系数。

Ｋｒｉｇｉｎｇ网格化方法首先计算实验变差函数，

根据式（２）对变差函数进行球状模型的参数拟合，

然后求解Ｋｒｉｇｉｎｇ方程组获得权系数，最后根据

式（１）求得待定点的估值和方差估计。

２　犓狉犻犵犻狀犵球面应变计算方法

Ｋｒｉｇｉｎｇ球面应变计算公式如下
［１１］。

εφ ＝
１

犚
狌φ
φ

ελ ＝
１

犚ｃｏｓφ

狌λ
λ
－
狌φ
犚
ｔａｎφ

ελφ ＝
１

２

１

犚ｃｏｓφ

狌φ
φ
＋
狌λ
犚
ｔａｎφ＋

１

犚
狌λ
［ ］

烅

烄

烆 φ

（３）

式中，φ、λ为纬度和经度；狌φ、狌λ 分别表征沿纬度

方向和经度方向的位移量；εφ、ελ、ελφ为应变张量的

三个元素。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可从非均匀分布的ＧＰＳ速度场

中获取任意点的速度，由式（３）可知，位移和应变

率场为偏微分的关系，本文将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应用

到球面应变计算中。式（４）给出了待定点经向和

纬向位移估计的矩阵表达式。

狌^犲（φ０，λ０）＝ ［犓犲］
－１［犕犲］［狌犲（φ犻，λ犻）］

狌^狀（φ０，λ０）＝ ［犓狀］
－１［犕狀］［狌狀（φ犻，λ犻

烅
烄

烆 ）］
（４）

式中，^狌犲 为经向位移分量；^狌狀 为纬向位移分量；

［犓犲］表征的是用于估计待定点的观测点之间的

空间位置关系，一旦用于估计待定点的观测点确

定，［犓犲］、［犓狀］阵就确定，可认其为已知量；

［犕犲］、［犕狀］矩阵表征的是待定点与各个观测点之

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与待定点到每个观测点的距

离犺（φ，λ）有关。因此，通过对式（４）中犕 矩阵点

位经纬度坐标求偏导数即可得到Ｋｒｉｇｉｎｇ球面应

变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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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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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犕狀（φ，λ）

［ ］
φ

［狌狀（φ犻，λ犻）］

ελ＝
１

犚ｃｏｓφ
［犓犲］

－１ 犕犲（φ，λ）

［ ］λ
［狌犲（φ犻，λ犻）］－

　
［犓狀］

－１［犕狀］［狌狀（φ犻，λ犻）］

犚
ｔａｎφ

ελφ ＝
１

２

１

犚ｃｏｓφ
［犓狀］

－１ 犕狀（φ，λ）

［ ］λ
［狌狀（φ犻，λ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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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
ｔａｎφ＋

１

犚
［犓犲］

－１ 犕犲（φ，λ）

［ ］
φ

［狌犲（φ犻，λ犻

熿

燀

燄

燅
）］

（５）

３　犓狉犻犵犻狀犵方法的模拟数据分析

３．１　模拟位移场及其变差函数

考虑到实际的ＧＰＳ观测数据没有理论值可

供对比，因此需首先进行模拟数据分析。式（３）表

明应变与位移为偏微分关系，故构建的位移场为

空间位置（φ、λ）的函数。本文所用区域空间范围

为７５°Ｅ～１３４°Ｅ，２０°Ｎ～４９°Ｎ，利用式（６）生成１°

×１°的模拟位移场数据（狌狀，狌犲），单位为ｍｍ。

狌狀 ＝１８ｓｉｎ４λ
２ｃｏｓ３φ

２
＋７×１．２

λφ－

　８×１．３
λφ＋１．５λ

２
－４φ

２
＋ｒａｎｄ（）

狌犲 ＝２２ｓｉｎ３λ
２ｃｏｓ４φ

２
＋７×１．５

λφ－

　８×１．７
λφ＋３．５λ

２
－６φ

２
＋ｒａｎｄ

烅

烄

烆 （）

（６）

式中，λ、φ为经纬度；ｒａｎｄ（）为随机误差。

变差函数是 Ｋｒｉｇｉｎｇ法分析的核心，首先基

于模拟位移场，分别估计式（２）中的东西向及南北

向位移场变差函数的球状模型参数犮和犪，结果

为犮ＥＷ＝ １６６５ｍｍ
２、犪ＥＷ ＝８７７１０ｋｍ 和犮ＮＳ＝

９１．４５ｍｍ２、犪ＮＳ＝６０１５ｋｍ。

３．２　模拟数据犓狉犻犵犻狀犵滤波效果分析

根据式（６）对ｒａｎｄ（）随机噪声的强度进行调

整，生成包含０．５ｍｍ、１．０ｍｍ、１．５ｍｍ高斯误

差的模拟位移场，然后以上文拟合出的变差函数

参数为约束，对含噪声的位移场进行滤波（图１）。

　　由图１滤波结果与理论结果的对比可发现，

随着附加误差的增加，滤波结果与理论结果差异

增大，但与理论位移场的总体趋势保持一致。为

了定量评估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的有效性，对模拟数据

进行交叉检验，即将已知观测值的点作为待定点，

利用搜索范围内的其他测点（不含待定点）估计该

点的值，然后与观测值求差，即得到Ｋｒｉｇｉｎｇ滤波

后的残差分布情况。

分别对东西向及南北向位移残差进行正态分

布检验，结果含０．５ｍｍ、１．０ｍｍ、１．５ｍｍ随机

误差的位移残差数据均以９５％的置信度通过正

态分布检验。残差统计直方图和服从的正态分布

如图２所示，其中横轴为残差，左侧纵轴为频度，

右侧纵轴为频率。结果表明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滤掉的

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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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含高斯误差的模拟位移场及Ｋｒｉｇｉｎｇ滤波结果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ｗｉｔｈ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Ｋｒｉ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信息与理论附加的随机误差基本一致，服从相同

的正态分布，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对由式（６）生成的大空

间尺度模拟位移场滤波和网格化插值是可行的。

图２　模拟位移场残差统计直方图及其

服从的正态分布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Ｉｔｓ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３　模拟数据犓狉犻犵犻狀犵球面应变场计算

基于模拟位移场，利用上文估计的变差函数

参数，采用式（５）计算相应的应变场（如图３所

示）。

图３结果显示，随着模拟位移场所含误差增

大，最大剪应变的结果与理论值差异明显增大。

式（５）表明 Ｋｒｉｇｉｎｇ球面应变计算过程中始终包

含测点的观测位移，位移场数据的随机误差会传

播到应变中，因此，无法避免观测数据携带的随机

误差的影响，导致其抗差性较差。

由于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的滤波效果很好，而

Ｋｒｉｇｉｎｇ球面应变计算方法的抗差性较差，因此，

先对观测数据进行 Ｋｒｉｇｉｎｇ滤波，然后将滤波后

的数据作为输入进行应变计算。基于此获取了由

滤波后的位移场作输入的应变场结果，以Ｋｒｉｇｉｎｇ

滤波后的模拟位移场作为输入，如图４所示。计

算出的最大剪应变结果在等值线分布细节上与图

３存在差异，但已表现出与理论值（图３（ｅ））相似

的分布形态。这表明当将模拟位移场所携带的随

机误差在±１．０ｍｍ以内时，可获得与理论值分

布相似的应变结果。

４　中国大陆犌犘犛形变场分析

实际ＧＰＳ观测中，有必要应用Ｋｒｉｇｉｎｇ网格

化和球面应变计算方法，并与最小二乘配置结果

进行对比。采用“中国大陆地壳观测网络”项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的区域 ＧＰＳ速度场作为输入，首

先计算了ＥＷ 和ＮＳ分量的实验变差函数，并拟

合出球状理论模型的参数为：犮ＥＷ＝７３５．７ｍｍ
２／

犪２；犪ＥＷ＝７３４９０ｋｍ；犮ＮＳ＝７９．７５ｍｍ
２／犪２；犪ＮＳ＝

５０９２ｋｍ；然后利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法对中国大陆ＧＰＳ

速度场进行滤波和网格插值，与最小二乘配置的

结果对比，如图５所示。图５中采用中国大陆基

准。

中国大陆ＧＰＳ速度场滤波和２°网格化结果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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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Ｋｒｉｇｉｎｇ法计算的模拟位移场的最大剪应变结果

Ｆｉｇ．３　Ｍａｘｉｍａｌ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ｂｙＫｒｉ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图４　模拟数据最大剪应变结果

Ｆｉｇ．４　Ｍａｘｉｍａｌ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Ｋｒｉ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显示，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与最小二乘配置结果保持高度

的一致性。两种结果均显示：青藏高原东部由Ｎ

ＮＥ向运动转为ＳＥＳ向运动，即在印度板块的推

挤及华南地区的阻挡作用下绕东喜马拉雅构造结

构的顺时针旋转运动特征。中国大陆２°网格速

度场结果显示，东经８５°以东地区主要为ＮＮＥ向

运动，以西地区主要为 ＮＮＮＷ 向运动，且由南

向北逐渐减弱。东北地区表现为ＮＷＷ 向运动，

华南地区为较弱的ＳＥ向运动。

　　模拟试算结果表明，Ｋｒｉｇｉｎｇ球面应变计算方

法抗差性不强，但基于滤波后的位移场而计算的

应变可与理论值在分布上保持一致。因此，采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网格化插值获取的中国大陆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１°网格速度场作为Ｋｒｉｇｉｎｇ球面应变计算的输

入数据。由于最小二乘配置方法兼有滤波和推估

功能［５］，因此其输入数据为原始ＧＰＳ速度场。两

种方法获得的中国大陆主应变率场如图６所示。

图６显示，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大陆最大剪

应变率场和主应变率场的空间分布图像基本一

致。例如，两种结果均反映青藏高原腹地主要以

ＮＮＥ向挤压和 ＮＷＷ 向拉张变形为主，青藏高

原东部边缘的川滇地区主压应变方向由北向南逐

渐由ＮＥＥ向转为近ＳＮ向；新疆天山至帕米尔地

区西端主要以 ＮＮＷ近ＳＮ向挤压；中国大陆高

应变率区域主要位于西部的帕米尔、青藏高原及

川滇地区，而中国大陆东部的应变状态相对较低。

在应变率场空间分布图像的细节上，两种结

果存在一定的差异。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的结果中，相邻

网格点的主应变率一致性不佳，量值也存在一定

的波动变化，并且最大剪应变率场存在明显的边

缘效应。因为Ｋｒｉｇｉｎｇ应变计算过程中是对每个

待定点单独进行范围搜索形成犓矩阵，相邻点的

犓阵不同，造成解的连续性不佳，Ｋｒｉｇｉｎｇ应变计

算方法实际上还是线性插值公式，而最小二乘配

置是整体拟合方法，所以就自身连续性上而言，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不如最小二乘配置方法。

５　结　语

模拟试验的交叉检验结果表明，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法滤波效果较好，残差分布满足正态性。Ｋｒｉｇｉｎｇ

球面应变计算方法的抗差性较弱，且存在一定的

边缘效应。基于网格化速度场而获得的应变率场

与最小二乘配置方法的结果在总体分布上基本一

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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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国大陆ＧＰＳ速度场

Ｆｉｇ．５　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图６　中国大陆最大剪应变率与主应变率场

Ｆｉｇ．６　Ｍａｘｉｍａｌ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致，主应变率的大小和方向相近，能反映出大陆内

部的变形特征。从细节处可发现二者结果存在一

定的差别，Ｋｒｉｇｉｎｇ结果中相邻网格点的主应变率

的一致性不佳，量值上也存在一定的波动变化，且

存在明显的边缘效应。

致谢：在论文研究过程中，闻学泽研究员提出

了很多宝贵建议；在变差函数拟合方面曾怀恩老

师给了一些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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