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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北地区的形变信息较弱，ＧＰＳ获得的地壳长趋势的构造变化信息是否可以反映华北地区的形变信

息尚未有人讨论。本文利用多面函数双调和法对华北地区ＣＯＭＮＯＣ的ＧＰＳ速度场进行建模、滤波，计算了

华北地区的应变率，进一步通过误差传播率评估了应变率的精度。综合分析表明，多面函数双调和法计算得

到的应变率具有很高的精度，精度结果分布与实测数据相符，实测点越多的区域，应变率的精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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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既可以获得地壳长趋势的构造变化信

息，也可以捕捉地壳短暂的微动态变化。目前，高

精度ＧＰＳ已经成为研究地壳水平运动的重要技

术手段。自我国“九五”期间国家投资建设的重大

科学工程———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项目（ｃｒｕｓ

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ａ，

ＣＭＯＮＯＣ）建立以来，华北地区一直是ＧＰＳ重点

观测区域［１］。目前，华北是我国ＧＰＳ点位密度最

高、资料积累时间最长、复测周期最多的地区，很

多学者对该区的水平运动与应变特征及断裂带活

动习性进行了大量研究［２１２］。然而，华北地区是

一个形变信息较弱、干扰较强的地区，对于计算出

来的华北地区的应变率的精度却少有评估，本文

利用文献［１３］中公布的ＣＭＯＮＯＣ的ＧＰＳ速度

数据，基于连续变形假设，采用多面函数双调和法

对该区域的建模和滤波数据进行了处理［１４］，在球

面上整体计算出华北地区地壳东西向线应变率、

南北向线应变率、北东向剪应变率，并初步评估了

其精度。

１　华北地区构造特征

本文研究区域为经度为１０７．５°～１２３°Ｅ、纬

度为３４°～４２．５°Ｎ 的矩形区域，如图１所示。

图１采 用 ＧＴＯＰＯ３０ 为 底 图 （ｈｔｔｐｓ：／／ｌｔａ．ｃｒ．

ｕｓｇｓ．ｇｏｖ／ＧＴＯＰＯ３０），震源机制解是由哈佛大学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ｃｍｔ．ｏｒｇ／）下载的１９７６年７

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之后到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８日

Ｍｗ≥５．０的中强震震源机制解
［１５］，其中断层线

参照邓起东等的研究成果［１６，１７］。

　　华北地区中生代经历了大规模的裂陷伸展、岩

石圈减薄及岩浆活动，地质构造复杂［８］。华北地壳

平面分布特征为：西部鄂尔多斯盆地基底结构完

整，为稳定的古大陆地壳；中部隆起区太行山及北

部阴山、燕山隆起区中部地壳和下地壳局部区域轻

微速度逆转；东部裂陷盆地地壳结构复杂，基底下

陷、破碎，壳内介质松散、速度低，莫霍面上隆、地壳

减薄，横向结构差异明显，显示了新生地壳构造特

征［６，１１］。由图１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以来，

华北地区中强震大部分发生在正断层和走滑断层

上，唐山、大同附近发生的中强震较多。

２　应变率计算及其精度评定

２．１　应变率计算方法

Ｈａｒｄｙ教授于１９６８年提出了多面函数双调

和方法，然而由于最初并不了解多面函数双调和

法就是一种调和法，在１９７１年的文献中称该方法

为多面函数拟合法，因此国内外多称 Ｈａｒｄｙ的方

法为多面函数拟合法［１８，１９］。武艳强等将其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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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华北地区活动构造背景图

Ｆｉｇ．１　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球面上整体求解 ＧＰＳ应变率场
［１４，２０］；杨博等

（２０１０）提出多面函数双调和法具有滤波的功能，

求解ＧＰＳ应变率场的数学模型为：

犛（犅，犔）＝∑
狀

犼＝１

α犼θ（犅，犔；犅犼，犔犼） （１）

式中，犅 、犔 为纬度和经度；狀为结点数；α为待定

系数；θ（犅，犔；犅犼，犔犼）为核函数，其一般形式为：

θ（犅，犔；犅犼，犔犼）＝［犱
２ 犅，犔，犅犼，犔（ ）犼 ＋δ

２］β （２）

式中，犱为球面距离；δ为光滑因子；β的取值决定

了核函数的类型，β＝１／２为正双曲面模型，β＝

－１／２为倒双曲面模型，β＝３／２为三次曲面模型。

对目标格网点的经纬向速度求偏导，可以计

算出格网点的应变率［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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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ε犲、ε狀、ε狀犲分别为地壳东西向线应变率、南北

向线应变率、北东向剪应变率［２３］；犞狀、犞犲为纬向、

经向速度；犚 为地球平均曲率半径。

２．２　精度评定

对于式（１）、式（２），当建模点数等于结点数

时，可直接利用误差传播定律来评价结果的精

度；当建模点数大于结点数时，一般采用最小二

乘法进行求解，因此可以利用残差平方和与误

差传播率来评价结果的精度。其中α的单位权

方差为：

σ^
２
０ ＝
犞Ｔ犘犞
狉

（４）

式中，犞为残差；犘为权；狉为自由度。

建模时，由式（１）、式（２）可得目标点经纬向的

速度和α的方差。利用α的方差阵和误差传播

率，通过式（１）可以得到速度的方差阵为：

犇犞狀 ＝θ犇α狀θ
Ｔ，犇犞犲 ＝θ犇α犲θ

Ｔ

（５）

式中，犇α狀和犇α犲分别为多面函数双调和法建模系

数α在经纬向上的方差阵；本文取β＝１／２；θ为：

θ＝ 犚２·ａｒｃｃｏｓ２ ｃｏｓ犅１ｃｏｓ犅２ｃｏｓ犔１－犔（ ）２ ＋ｓｉｎ犅１ｓｉｎ犅［ ］２ ＋０．槡 ０１ （６）

　　利用α的方差阵和误差传播率，通过式（１）可 以得到各偏导数的方差阵为：

犇犞狀
犅
＝
θ
（ ）犅 犇α狀 θ

（ ）犅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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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
犅
和θ
犔
分别为θ在纬度和经度上求偏导，

对于本文为：

８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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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犅
＝ 犚 ｓｉｎ犅１ｃｏｓ犅２ｃｏｓ犔１－犔（ ）２ －ｃｏｓ犅１ｓｉｎ犅［ ］２ ·｛ …

　　ａｒｃｃｏｓｃｏｓ犅１ｃｏｓ犅２ｃｏｓ犔１－犔（ ）２ ＋ｓｉｎ犅１ｓｉｎ犅［ ］｝２ ／…

　　 １－ ｃｏｓ犅１ｃｏｓ犅２ｃｏｓ犔１－犔（ ）２ ＋ｓｉｎ犅１ｓｉｎ犅［ ］２槡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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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ａｒｃｃｏｓ２ ｃｏｓ犅１ｃｏｓ犅２ｃｏｓ犔１－犔（ ）２ ＋ｓｉｎ犅１ｓｉｎ犅［ ］２ ＋０．槡 ｝

烅

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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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利用式（３）、式（５）、式（７），结合误差传播率，

可以求得各应变率分量方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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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分析

首先采用ＣＭＯＮＯＣ的所有ＧＰＳ数据，利用多

面函数双调和法进行数值逼近０．５°×０．５°间隔点

的速度场，然后从逼近的速度场中选择多面函数双

调和法的结点以１°步长推估目标点的速度及应变

率［２４］，并利用式（１）、式 （２）、式 （３）、式 （９）结合误

差传播率评估计算东西向线应变率、南北向线应变

率、北东向剪应变率的精度。本文在计算应变率

时，距离单位为ｍ，速度单位为ｍ／ｓ。

３．１　多面函数双调和法的模型建立效果

采用的ＣＭＯＮＯＣ分布于华北区域的数据如

图２中红色较粗箭头所示，多面函数双调和法数

值逼近的０．５°×０．５°间隔点的速度结果如图２中

蓝色较细箭头所示，所建立的模型推估已知点的

速度结果如图２中绿色较细箭头所示。图２中所

有速度都画有误差椭圆，图例中除外。

由图２可以看出，推估已知点的速度与原来

的原始观测速度相差很小，并且对照图例由推估

目标点的误差椭圆速度可知，数值逼近的０．５°×

０．５°间隔点速度和推估的目标点的速度符合整体

速度场的趋势，并且所建立的多面函数双调和模

型发挥了多面函数双调和的滤波作用。本文统计

了建模速度与实际速度之间的差值，其统计结果

见表１。

图２　原始观测速度和推估速度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由图２和表１中速度差值的统计值可以得

出，模型建立得良好，推估目标点的速度非常可

信。

表１　建模速度值与实际速度值的差值

统计值／（ｍｍ·ａ－１）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ｍ·ａ
－１）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犈向 －３．９０７０ ６．８２６４ １．２１０５

犖 向 －３．２２００ ３．７４１４ １．２５５８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给出了东西向线应变

率、南北向线应变率、北东向剪应变率的精度。精

度评价原则为：

ε
σε
≥１ （１０）

式中，ε为应变率；σε为应变率的中误差，也就是当

应变率大于应变率的中误差时，该应变率的值可

靠，反之则不可靠。

３．２　华北地区东西向线应变率及精度

利用式（３）计算得到的华北地区的主应变率

及东西向线应变率如图３（ａ）所示，东西向线应变

率的中误差如图３（ｂ）所示。

由图３（ａ）和图３（ｂ）可以看出，利用多面函

９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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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双调和法计算得到的华北地区主应变率基本呈

北东东压、北北西张的状态，东西向线应变率的区

间为－２．５×１０－８／ａ～２．５×１０
－８／ａ，东西向线应

变率的中误差的区间为±０．５×１０－９／ａ～±２．０×

１０－９／ａ。东西向线应变率的中误差较小的区域与

真实ＧＰＳ速度场的区域相符。从东西向线应变

率的中误差和东西向线应变率的大小比值角度

看，东西向线应变率的结果具有很高的精度。

３．３　华北地区南北向线应变率及精度

利用式（３）计算得到华北地区的主应变率及

南北向线应变率如图４（ａ）所示，南北向线应变率

的中误差如图４（ｂ）所示。

图３　华北地区主应变率和东西向线应变率及其中误差

Ｆｉｇ．３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图４　华北地区主应变率和南北向线应变率及其中误差

Ｆｉｇ．４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由图３（ａ）和图３（ｂ）可以看出，利用多面函数

双调和法计算得到的华北地区南北向线应变率的

区间为－１．５×１０－８／ａ～２．５×１０
－８／ａ，南北向线应

变率的中误差的区间为±０．５×１０－９／ａ～±２．０×

１０－９／ａ。南北向线应变率的中误差较小的区域也

与真实ＧＰＳ速度场的区域相符。从南北向线应变

率的中误差和南北向线应变率的大小比值角度看，

南北向线应变率的结果也具有很高的精度。

３．４　华北地区北东向剪应变率及精度

利用式（３）计算得到华北地区的主应变率及

北东向剪应变率如图５（ａ）所示，北东向剪应变率

的中误差如图５（ｂ）所示。

　　由图５（ａ）和图５（ｂ）可以看出，利用多面函

数双调和法计算得到的华北地区北东向剪应变率

的区间为－１．８×１０－８／ａ～１．５×１０
－８／ａ，北东向

剪应变率的中误差的区间为±０．５×１０－９／ａ～

±１．５×１０－９／ａ。北东向剪应变率的中误差较小

的区域也与真实ＧＰＳ速度场的区域相符。从北

东向剪应变率的中误差和北东向剪应变率的大小

比值角度看，南北向线应变率的结果也具有很高

的精度。

４　结　语

由于计算应变率时需要通过求微分等过程，

误差经历多次传播之后会被放大，做好速度场的

滤波是避免出现应变率的中误差大于应变率的不

可靠结果的良好手段。本文采用了多面函数双调

和法进行了建模、滤波并最终计算出华北地区构

造应变率的结果，该结果具有很高的精度，符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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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华北地区主应变率和北东向剪应变率及其中误差

Ｆｉｇ．５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北地壳的平面分布特征，与杨国华等计算的结果

相符得很好［１２］。另外，计算得到的应变率的中误

差较小的区域与真实ＧＰＳ速度场的区域相符，也

印证了合理布置ＧＰＳ实测点也是进一步提高应

变率的结果精度的良好方法。

致谢：感谢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江在

森研究员和武艳强博士在计算应变率方法上的指

导，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杨国华研究员在多

面函数双调和滤波方法上的指导以及武汉大学测

绘学院陈浩朋博士和李孟奎博士在震源机制解方

面的帮助，同时对 Ｗｅｓｓｅｌ和Ｓｍｉｔｈ表示衷心的感

谢。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

ｗｏｒｋ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犚犲犮犲狀狋犇犲

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狊犻狀 犠狅狉犾犱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７（７）：４３５２

（甘卫军，张锐，张勇，等．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的

建设及应用［Ｊ］．国际地震动态，２００７（７）：４３５２）

［２］　ＸｕＣａｉｊｕｎ，ＤｏｎｇＬｉｘｉａｎｇ，ＳｈｉＣ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Ａ

Ｓｔｕｄｙ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２００２，４５（４）：４９７５０６（许才军，董立祥，施闯，等．华

北地区ＧＰＳ地壳应变能密度变化率场及其构造运

动分析［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２，４５（４）：４９７５０６）

［３］　ＣｈｅｎＺｕ’ａｎ，ＢａｉＷｕｍｉｎｇ，ＬｉｎＢａ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ａ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Ｍｓ＞７）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６［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２００３，４６（３）：３７３３８１（陈祖安，白武明，林邦慧，等．

１９６６年以来华北地区一系列七级大震破裂过程的

数值模拟［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３，４６（３）：３７３

３８１）

［４］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Ｂｏ Ｗａｎｊｕ，ＹａｎｇＧｕｏｈｕａ，ｅ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

Ｆｉｅｌ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９９ｔｏ２００９［Ｊ］．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１１，３１（３）：１５１９

（郭良迁，薄万举，杨国华，等．华北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水

平形变应变场特征［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２０１１，３１（３）：１５１９）

［５］　ＨｕａｎｇＬｉｒｅｎ，ＭａＱｉｎｇ，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Ｐａｒ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ａ—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ｉ

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ＧＰＳ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犃犮狋犪犛犲狀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９，２１（１）：５１５７（黄立人，马青，郭良迁，

等．华北部分地区水平变形的力学机制———三维有

限单元计算和 ＧＰＳ复测结果的分析［Ｊ］．地震学

报，１９９９，２１（１）：５１５７）

［６］　ＪｉａＳｈｉｘｕ，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ｋａ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０５，４８

（３）：６１１６２０（嘉世旭，张先康．华北不同构造块体地

壳结构及其对比研究［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５，４８

（３）：６１１６２０）

［７］　ＪｉａｎｇＺａｉｓｅ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Ｃｈｅｎ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

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００，４３（５）：６５７６６５（江在

森，张希，陈兵，等．华北地区近期地壳水平运动与

应力应变场特征［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０，４３（５）：

６５７６６５）

［８］　ＬｉｕＸｉａ，ＭａＪｉｎ，ＦｕＲ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２０１０，５３（６）：１４１８１４２７（刘峡，马瑾，傅容珊，等．华

北地区现今地壳运动动力学初步研究［Ｊ］．地球物

理学报，２０１０，５３（６）：１４１８１４２７）

［９］　ＹａｎｇＧｕｏｈｕａ，ＸｉｅＪｕｅｍｉｎ，ＨａｎＹｕｅｐ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１２３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ｏｆＭａｊ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Ｚｏｎｅ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

２００１，４４（５）：６４５６５３（杨国华，谢觉民，韩月萍．华北

主要构造单元及边界带现今水平形变与运动机制

［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１，４４（５）：６４５６５３）

［１０］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ｇａｎｇ，ＨｕＸｉｎｋａ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Ｐｌ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０５，

２５（１）：４７５０（张跃刚，胡新康．华北地区块体及其边

界的相对运动［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５，

２５（１）：４７５０）

［１１］ＴａｎｇＦａｎｇｔｏｕ．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ｃｔｉｖ

ｉｔｙ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

ｇｙ，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唐方

头．华北地块近期构造变形和强震活动特征研究

［Ｄ］．北京：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２００３）

［１２］ＹａｎｇＧｕｏｈｕａ，ＹａｎｇＢｏ，ＣｈｅｎＸｉ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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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３８（１）：３１３５（杨国华，杨博，陈欣，等．华北现今三

维形变场空间变化的基本特征［Ｊ］．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８（１）：３１３５）

［１３］ＷａｎｇＱ，ＺｈａｎｇＰＺ，ＦｒｅｙｍｕｅｌｌｅｒＪＴ，ｅｔａｌ．Ｐｒｅｓ

ｅｎｔｄ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

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１，２９４（５５４２）：５７４５７７

［１４］ＷｕＹａｎｑ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Ｚａｉｓｅｎ，ＹａｎｇＧｕｏｈｕａ，ｅｔ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ＧＰ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ＷｈｏｌｅＭｏｄｅ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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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３４（９）：１０８５１０８９（武艳强，江在森，

杨国华，等．利用多面函数整体求解 ＧＰＳ应变场的

方法及应用［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３４（９）：１０８５１０８９）

［１５］Ｅｋｓｔｒｍ Ｇ，Ｎｅｔｔｌｅｓ Ｍ，ＤｚｉｅｗｏńｓｋｉＡ Ｍ．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ＣＭ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０４２０１０：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Ｍｏｍｅｎｔ

Ｔｅｎｓｏｒｓｆｏｒ１３０１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犘犺狔狊犻犮狊狅犳狋犺犲

犈犪狉狋犺犪狀犱犘犾犪狀犲狋犪狉狔犐狀狋犲狉犻狅狉狊，２０１２，２００／２０１：１９

［１６］ＤｅｎｇＱ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２００２，３２

（１２）：１０２０１０３０（邓起东，张培震，冉勇康，等．中

国活动构造基本特征［Ｊ］．中国科学 Ｄ辑：地球科

学，２００２，３２（１２）：１０２０１０３０）

［１７］ＤｅｎｇＱ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ｅｔ

ａｌ．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狉狅狀狋犻犲狊，２００３，１０（Ｓｕｐｐｌ）：

６６７３（邓起东，张培震，冉勇康，等．中国活动构造与

地震活动［Ｊ］．地学前缘，２００３，１０（特刊）：６６７３）

［１８］ＨａｒｄｙＲ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ｕｌ

ｔｉｑｕａｄｒｉｃＢｉ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Ｊ］．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犕犪狋犺

犃狆狆犾犻犮，１９９０，１９（８／９）：１６３２０８

［１９］ＹａｏＹｉｂｉｎ，ＬｉｕＱｉａｎｇ，ＰｅｎｇＷｅｎｆｅｉ，ｅｔａｌ．ＡＮｅｗ

ＭＱＢ 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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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３７（１０）：１１５５

１１５９（姚宜斌，刘强，彭文飞，等．适用于大尺度速

度场建模的 ＭＱＢ新模型［Ｊ］．武汉大学学报·信

息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７（１０）：１１５５１１５９）

［２０］ＷｕＹＱ，ＪｉａｎｇＺＳ，ＹａｎｇＧＨ ，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ＧＰＳ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２０１１，１８５（２）：７０３７１７

［２１］ＳａｖａｇｅＪＣ，ＧａｎＷＪ，ＳｖａｒｃＪＬ．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ｈｅａｒ

Ｚｏｎｅ［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犛狅犾犻犱

犈犪狉狋犺，２００１，１０６（Ｂ１０）：２１９９５２２００７

［２２］ＳｈｉＹａｏｌｉｎ，ＺｈｕＳｈｏｕｂｉａ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ｎｗｉｔｈＧＰＳ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０６，２６（１）：

１８（石耀霖，朱守彪．用 ＧＰＳ位移资料计算应变方

法的讨论［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６，２６

（１）：１８）

［２３］ＹａｎｇＧｕ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ｇＺａｉｓｅ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Ｉｎｄｏｎｅｓｔ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Ｊ］．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０６，２６（１）：６１４，２０

（杨国华，江在森，王敏，等．印尼地震对我国川滇地

区地壳水平活动的影响［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

学，２００６，２６（１）：９１４，２０）

［２４］Ｙａｎｇｂｏ，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Ｗｅｉ，ｅｔａｌ．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Ｊ］．犑狅狌狉犪狀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

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１０，３０（５）：１０６１１２（杨博，张风

霜，占伟，等．水平运动场滤波试验与应变计算［Ｊ］．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１０，３０（５）：１０６１１２）

２２３１



　第４０卷第１０期 姚宜斌等：华北地区应变率及其精度评定

犛狋狉犪犻狀犚犪狋犲犪狀犱犐狋狊犃犮犮狌狉犪犮狔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犻狀犖狅狉狋犺犆犺犻狀犪

犢犃犗犢犻犫犻狀１　犔犐犝犙犻犪狀犵
１，２
　犑犐犃犖犌犌狌狅狔犪狀

１，３
　犣犎犃犖犌犔犻犪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ｅｂｅ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ｖｅｒｙ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ｒｅｉｓｌｉｔｔｌ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ｗｈｅｔｈｅｒ

ＧＰ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ｏｒｎｏｔ．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ＭＮＯＣＩ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ｃｃｕｒａ

ｃｙ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ｑｕａｄｒｉｃｂｉ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ｈｉｇｈｌｙ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Ｔｈｅｍｏ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ＧＰＳ，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ｅｒｒｏ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ＹＡＯＹｉｂｉ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ＧＰＳｓｐａ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ｍａｉｌ：ｙｂｙａｏ＠

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４１２７４０２２；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Ｎｅｗ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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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ＣＥＴ１２０４２８．

（上接第１２９８页）

ｕｓｉｎｇ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ａｎｒｅ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

ｄａｔａ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ｅｆｏｒ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ａｔａｂｌｏｃｋｒｅｄｕｃｅｓｄａｔａ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ｗｈｉｌ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ｏ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ｓｔｄａｔａ

ｂｌｏｃｋａｄｄｓｄａｔ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ｔｏｖｅｒｙ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ｄａｔａｂａｌａｎ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ｐａｔｉａｌｊｏ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ＦＵ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ＧＩＳ．Ｅｍａｉｌ：ｆｕｚｈｌ＠２６３．ｎｅｔ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Ｏ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Ｅｍａｉｌ：ｘｙｚ８８０３３０＠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４１５０１３９１．

３２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