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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日本 犕狑９．０大地震前、同震及
震后地壳水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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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二期）”２４５个ＧＰＳ连续观测站及其他站的大量观测结果，采用离震中

很远的７个ＧＰＳ站作为位错参考框架，得到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东日本 Ｍｗ９．０大地震的同震水平位移和应

变。此种参考框架的位移场解，符合弹性位错模型离震中很远且水平位移接近于０的要求，不仅有利于位错

模型反演，也有利于合理分析此次大地震同震水平位移的影响范围。地震前后区域参考框架下远场ＧＰＳ连

续观测位移时间序列和同震位移弹性位错模型反演结果表明，东日本大地震同震水平位移既是地震断层破

裂的结果，也是远场震前数月或数年水平位移的弹性回跳，据此可以进一步确认这些站震前水平位移前兆异

常。由于这些震前异常位移中亦包含了同震位移量（方向相反），因此，弹性位错模型为定量研究大地震前远

场地壳运动异常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型。位错参考框架中的同震位移及其位错模型和区域参考框架的位移时

间系列的综合研究有助于对此次大地震地壳运动异常的认识。这种持续时间为数月至数年的弹性形变异常，

可以为大地震的中短期预测提供依据。

关键词：同震水平位移；弹性位错模型；东日本大地震；震前异常；地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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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以下简称网络）二

期２４０多个 ＧＰＳ（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观测站已

于２０１０年７月开始连续观测。观测期间发生了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东日本 Ｍｗ９．０大地震（３８．１°

Ｎ，１４２．６°Ｅ）和我国境内多个大地震。东日本大

地震后不久，相关学者利用中国大陆与周边一系

列ＧＰＳ连续观测站的观测结果发表了ＧＰＳ观测

得到的此次地震同震水平位移结果［１］和用这些结

果及地震波等观测得到的弹性位错模型［２］。文献

［３］利用ＧＰＳ连续观测站的资料证明，此次地震

同震水平位移是震前大范围异常水平位移的弹性

回跳。

本文采用网络一期和二期的每周解及位错参

考框架研究东日本大地震的同震水平位移，并通

过区域参考框架位移时间序列分析，研究远场同

震水平位移的成因、特点和地震前的地壳运动异

常。采用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

通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研 制的 ＧＡＭＩＴ／

ＧＬＯＢＫ和董大南的 ＱＯＣＡ数据处理软件解算

得到每日解，涉及网络和ＩＧＳ（国际ＧＮＳＳ服务）

全球网一些ＧＰＳ连续观测站，总计达３００站，观

测时间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４月。

１　犌犘犛数据处理

本章所说的 ＧＰＳ数据处理，是指利用 ＧＰＳ

观测数据处理得到全球参考框架下的坐标，并作

进一步的处理和分析。ＧＰＳ数据处理涉及的首

要问题是参考框架（或称为基准）的选择。

全球参考框架是ＧＰＳ观测数据处理的基本

框架。为满足区域大地测量和区域地壳相对运动

研究的需要，各地区经常采用不同的区域参考框

架，如ＳＮＡＲＦ（稳定的北美参考框架）
［４］和ＥＵ

ＲＥＦ（欧洲参考框架）等。作者采用中国大陆东部

的稳定站为核心站的区域参考框架进行ＧＰＳ数

据处理，已获得不少研究结果［５１１］。该区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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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核心站水平位移速率低，有长期良好的稳定

性，位移时间序列噪声水平低，有利于研究区域的

相对运动过程［５１１］。该框架不仅利于分析大地震

前的地壳运动异常，也利于显示同震水平位移是

震前位移的弹性回跳，证明大地震前存在地壳运

动前兆异常［３，７］。

在处理网络一期ＧＰＳ连续观测站数据时，在

中国大陆东部选取６个核心站作为保留的水平位

移区域参考框架，据此获取各站的水平位移及其

时间序列，而区域网的核心站则更多［３，５１１］。由于

网络二期连续观测站数量增多，本文选取的核心

站数增加至２１站，分布更合理（位于东部地区，即

１０４°Ｅ以东和２７°Ｎ以北，包括网络一期所用的５

个核心站）。与网络一期２５个ＧＰＳ连续观测站

观测结果相比较，一、二期中共同站的数据处理结

果非常一致。这表明自１９９９年以来，这５个核心

站长期保持稳定。

根据弹性位错模型理论，地震震级越大，离震

中越远，同震位移才接近为０
［１２］。因此，为获取与

此模型一致的同震位移场，应当采用离震中较远

的（多个）站作为保留的同震位移场的参考框架，

称为同震位移参考框架，简称为位错参考框架。

当地震震级不太大时，不同参考框架的同震位移

有可能非常一致，都可能作为位错参考框架。对

于巨大地震，在利用位错参考框架位移场反演弹

性位错模型时，由于此时远离震中的位移已与模

型一致，因此，无须估计观测得的位移场相对于模

型位移场的相似变换参数。

由于全球参考框架的核心站离大地震震中一

般较远，以往研究中一般都将其直接当作获取同

震位移的位错参考框架。在ＧＰＳ观测数据处理

时，即时删除靠近震中同震位移很大的全球参考

框架的核心站。因为同震位移是极短时间内发生

的现象，全球框架核心站缓慢的运动速率对获得

的同震位移影响非常小。短时间快速急剧并残留

的地壳运动是对全球参考框架的另一种影响，可

明显改变处于形变区内的参考框架核心站的位

置。因此，对于巨大地震，全球参考框架是否可当

做同震位移位错参考框架，必须作具体分析。

根据自由网平差理论，位移场是多解的，但同

一时刻，不同参考框架的位移解保持相似变换关

系。在利用位移反演形变模型时，需估计不同参

考框架的位移场相对于模型位移的相似变换参

数，由此得到一致的形变模型。传统大地测量观

测技术制约了同震位移的观测时间间隔、范围和

精度，一般无法得到同震位移接近０的位错参考

框架核心站，因此在模型反演，如位错模型反演

时，必须采用位错模型参考框架（或基准）［１３］。

２　东日本巨大地震同震水平位移和

应变

　　据§１所述，选定位错参考框架核心站，得到

（震中西侧）ＧＰＳ连续观测站东日本 Ｍｗ９．０地震

的同震水平位移，如图１所示。图１中采用了两

种位移比例尺，分别用红色和蓝色所示。此结果

是利用大地震前后最接近的２个周解得到的，位

错参考框架核心站离震中至少在４０００ｋｍ以上。

所选核心站及其离震中的距离分别是位于印度洋

的ＤＧＡＲ（８１２５ｋｍ），位于印度的ＩＩＳＣ（６６１０

ｋｍ），位于中亚的ＰＯＬ２（５４５１ｋｍ）和ＳＥＬＥ（５

２７１ｋｍ），位于新疆的ＴＡＳＨ（５５８８ｋｍ）、ＷＵＳＨ

（５１７６ｋｍ）和ＵＲＵＭ（４４９０ｋｍ）。

图１　网络等ＧＰＳ观测站获得的位错参考

框架东日本 Ｍｗ９．０大地震同震水平位移

Ｆｉｇ．１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Ｍｗ９．０ｏｎＭａｒｃｈ

１１，２０１１，Ｊａｐａｎ

东日本大地震同震水平位移以Ｅ分量为主

（图１）。取３０°Ｎ～４５°Ｎ之间ＧＰＳ站水平位移Ｅ

分量，得到位移随经度的分布（图２），即东日本大

地震同震水平位移与震中距离的大体关系。为比

较，图２中给出两个解，红色为位错参考框架解，

蓝色为全球参考框架解。图２中，两个解差约２

ｍｍ，系统平移十分明显，这表明全球参考框架中

仍有核心站受同震水平位移影响。在位错参考框

架位移解中，图１中距离震中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ｋｍ

之间仍有ＩＧＳ站有相对较大的位移，其中韩国的

ＤＡＥＪ和ＳＵＷＮ 站向东水平位移达２０ｍｍ 以

上，还有其他站有３～１９ｍｍ的向东水平位移。

０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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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东日本 Ｍｗ９．０大地震ＧＰＳ站同震

水平位移Ｅ分量沿经度的分布

Ｆｉｇ．２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Ｍｗ９．０ｉｎＪａｐ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ｔ

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ｓ

图２中离震中越远的站水平位移Ｅ分量越

接近为０，位移向量长度也接近为０，与弹性位错

理论模型位移分布规律一致，有利于合理估计同

震水平位移的影响范围。图２中，若取水平位移

的误差为２ｍｍ，由位错参考框架解估计得到的

东日本大地震同震水平位移的影响范围约在３

２００ｋｍ左右（达甘肃），而由相应的全球参考框架

解估计的影响范围可达约５５００ｋｍ左右（达中

亚）。

密集的ＧＰＳ站利于应变计算
［５，８］。图３为根

据图１的水平位移按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计算得到

的东日本大地震同震水平应变。图３中根据应变

大小采用了两种应变比例尺。东日本大地震的同

震应变场以张应变为主，这也是图１中的直观结

果。东日本大地震同震水平应变更易于显现同震

形变的复杂性。我国南北地震带南部应变大于附

近地区表明，此地区的地壳运动，甚至地震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与东日本大地震有关。ＧＰＳ测得

此区域极为明显的旋转构造运动，且为中国大陆

唯一复杂旋转构造运动区，地震频发，可能是同震

水平形变复杂的主要原因。

图３　东日本 Ｍｗ９．０大地震ＧＰＳ站同震水平应变

Ｆｉｇ．３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ｔｈｅ

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Ｍｗ９．０ｉｎＪａｐａｎ

３　东日本大地震同震水平位移位错

模型与震前地壳运动异常

　　位错模型是迄今研究地震断层破裂过程、地

震波、同震位移场和震后位移最成功、最有意义的

形变模型，从弹性半空间模型［１２，１４］发展到半空间

分层介质模型，还包括粘弹性层。此后又有球形

地球位错模型［１５，１６］出现，使位错模型更符合球面

上大范围ＧＰＳ等观测实际。

里德利用三角测量结果提出了地震发生的弹

性回跳假说。传统大地测量曾获得大地震近场同

震位移及位错模型反演结果［１７］。有学者曾试图

利用震前近场大地测量资料，包括ＧＰＳ观测资料

和弹性位错模型来预测地震，但未见进展。由于

缺乏观测资料，或即使采用震前近场长期大地测

量（连续）观测资料，依然未能观测到近场弹性形

变的积累过程，而震前一段时间的近场形变已非

弹性。至今还无观测资料直接证明近场同震位移

是震前位移的弹性回跳，导致地震发生。

ＧＰＳ为观测和研究大地震前后、震时地震波

和同震水平位移，特别是远场同震水平位移产生

的过程或机理提供了可能。

不同的研究结果均证明，ＧＰＳ观测到的远场

同震水平位移是此次大地震的地震断层弹性位错

的结果。例如，Ｚｈｏｕ等
［２］的研究结果与图１一

致。图４为位于３１°Ｎ ～４５°Ｎ之间的同震位移

Ｅ分量与球形地球位错理论
［１８２０］模拟结果随经度

的分布。图４中ＧＰＳ观测值结果与此位错模拟

结果的位移幂函数拟合曲线重合。考虑ＧＰＳ解

算的误差精度约为２ｍｍ，根据幂函数衰减规律

估算东日本 Ｍｗ９．０地震的同震水平位移随经度

向西可达远离震中约３２００ｋｍ处。

为研究远场同震水平位移产生的过程或机

理，还须分析ＧＰＳ连续观测站震前长期的位移时

间序列。中国大陆及其周边的多个ＧＰＳ连续观

测站在东日本大地震前均有１０ａ以上的连续观

测资料，为研究此次大地震前后的形变形成过程

提供可靠的依据。

全球的ＧＰＳ观测可得到稳定的位错参考框

架，获取与弹性位错模型一致的地震断层破裂产

生的同震位移场。由于不同地区缓慢地壳运动包

含复杂的构造运动，研究长期地壳运动时，不可能

也采用与巨大地震同震位移相同的位错参考框

架。对于本研究所在区域，将远场同震位移变换

和统一到保持长期稳定的区域参考框架是唯一可

１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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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ＧＰＳ观测与位错模型模拟的东日本 Ｍｗ９．０

大地震远场同震位移东向分量随经度的分布

及观测结果的幂指数函数拟合

Ｆｉｇ．４　Ｅａｓ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Ｊａｐａｎ

行的选择，其核心站的水平位移年速率小于２

ｍｍ／ａ。而一般同震位移对远离震中的区域参考

框架核心站影响较小。在长期稳定的中国大陆东

部地区选择区域参考框架核心站是恰当的［５１１］。

图５为图１中ＧＰＳ连续观测站在区域参考

框架下东日本大地震远场同震水平位移。图５也

采用了两种位移比例尺。图１和图５都标出了网

络一期和中国大陆周边地区的ＧＰＳ连续观测站，

且已得到这些站在网络一期６个核心站的区域参

考框架中东日本大地震的同震水平位移，结果与

图５中相应站一致
［３］。从图５中可以看出，中国

大陆东北和韩国同震水平位移最显著，华北、华东

和华南地区同震水平位移小，但西部直至中亚同

震水平位移量显著变大。

图５　网络ＧＰＳ连续观测站获得的２１个核心站区

域参考框架下东日本 Ｍｗ９．０大地震远场同震水平位移

Ｆｉｇ．５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ｈｏｋｕ

Ｅ 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Ｍｗ９．０ｉｎＪａｐ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ｔ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ＭＯＮＯＣ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ｏｆ２１Ｃ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６是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国大

陆及其周边多个ＧＰＳ连续观测站，区域参考框架

下水平位移Ｎ和Ｅ分量时间序列，表达东日本大

地震远场同震水平位移前后的地壳运动过程，箭

头为同震水平位移（图６中用到的ＧＰＳ连续观测

站位置在图１、图５中有标注）。ＹＡＮＣ（宁夏盐

池）和ＢＪＦＳ（北京房山）是网络一期区域参考框架

６个核心站中的两个站，水平位移时间序列变化

小且稳定（图６）。其他核心站水平位移至今也很

小。网上给出的本文采用的几个ＧＰＳ站全球框

架解的位移时间序列，同本文的给出的时间序列

差别极为显著。

在网络一期６个核心站区域参考框架下，震

前中国大陆西部和中亚ＧＰＳ连续观测站的位移

时间序列变化空间分布特征与图５基本一致。在

此区域参考框架时间序列中，位于亚洲大陆的

ＧＰＳ站同震水平位移是震前水平位移异常的弹

性回跳［３］。

图６中，时间序列中的箭头为东日本 Ｍｗ９．０

大地震同震水平位移。从图６中可以看出，日本

ＴＳＫＢ、ＵＳＵＤ和 ＭＩＺＵ站震后水平位移呈指数

衰减，可用含粘弹性分层介质位错模型作拟

合［２１］。这种震后变化，在图６中我国东北和韩国

的ＧＰＳ站也有一定程度的显示。

图６表明，在东日本大地震震中东侧的日本

和东亚，甚至到ＹＡＮＣ（离震中３０４３ｋｍ）ＧＰＳ连

续观测站，约从２００８年５月开始出现以南北向或

东西向为主的水平位移异常，位移量自东向西减

小。震后日本研究人员发现，（几乎与此同期）日

本的ＧＰＳ连续观测网可能出现“东日本地震的前

兆阶段”［２２］。

２０１０年４月中国大陆西部和中亚的ＧＰＳ连

续观测站Ｅ分量开始出现前所未见的较大异常。

对比区域和位错参考框架的同震水平位移，震前

我国西部和中亚ＧＰＳ连续观测站Ｅ分量的变化

是由于所选择的区域参考框架核心站主要在中国

大陆东部，而此地区除了各核心站间也有一定的

差异运动（如ＹＡＮＣ站因东部地区受挤压所显现

的小幅向东位移）外，震前核心站还整体向西位

移，因此得到图６中西部ＧＰＳ连续观测站震前显

著的向东水平位移异常。考虑到位移参考框架的

整体位移，东日本大地震前，中国大陆的实际地壳

运动异常范围和同震水平位移所能分辨的范围是

一致的。

　　通过震后对位错和区域参考框架同震水平位

移解的综合分析，确认区域参考框架核心站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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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６个核心站的区域参考框架下中国大陆西部和东北、日本、韩国和中亚ＧＰＳ

连续观测站周解Ｎ或Ｅ分量位移时间序列

Ｆｉｇ．６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Ｅｏｒ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Ｗｅｅｋｌ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

体位移，最终合理解释区域框架中的震前异常位

移现象。当ＧＰＳ站点较密集时，通过应变分析也

许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位移参考框架对此异常分

析的影响。由于早前ＧＰＳ站数量少，不宜作此项

分析。

日本三个ＧＰＳ站同震水平位移Ｎ和Ｅ分量

差别很大，回跳主要出现在变化量大的Ｅ分量。

而观测得到的水平位移时间序列表明，这三站的

同震水平位移虽然有回跳现象，却并不能根据现

有数据说明就是弹性回跳。

ＵＳＵＤ站距震中４３５ｋｍ，若顾及２００８年５

月异常前的水平位移累积，Ｅ分量２２９．４ｍｍ同

震水平位移显著小于图６（ｂ）中所示震前全部观

测期间位移累积量，但明显大于异常开始后的位

移累积量。

ＴＳＫＢ站距震中３１４ｋｍ，Ｅ分量同震水平位

移５９６．８ｍｍ，显著大于图６震前观测期间的位

移累积量。ＴＳＫＢ站早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就开始了

ＧＰＳ连续观测。假设震前该站的水平位移速率

一直保持为图６中震前速率，即使顾及开始观测

后的累积位移量，同震水平位移仍显著大于震前

观测期间的水平位移累积量。

ＭＩＺＵ站离震中仅１７２ｋｍ。由于本文数据

处理中须顾及所有解的一致性（包括采用同一单

位用同一软件的计算结果，且时间序列计算采用

相同的起算时间），本文无法直接给出区域参考框

架下 ＭＩＺＵ站自２００２年３月开始的水平位移时

间序列。但从网上可得到其他数据中心的 ＭＩ

ＺＵ、ＢＪＦＳ、ＤＡＥＪ、ＳＵＷＮ、ＴＳＫＢ和 ＵＳＵＤ等站

的全球框架解坐标时间序列。由于ＢＪＦＳ是区域

参考框架稳定的核心站之一，而此区域参考框架

相对全球参考框架稳定保持平移关系，因此，ＭＩ

ＺＵ相对ＢＪＦＳ站的位移（见图６（ａ）中 ＭＩＺＵ站

位移Ｅ分量时间序列）即接近或相应于 ＭＩＺＵ站

在所述区域框架中的位移。比较ＤＡＥＪ、ＳＵＷＮ、

ＴＳＫＢ和ＵＳＵＤ等４个站相对ＢＪＦＳ站的位移和

４个站在区域参考框架中的位移，发现两种方法

得到的位移一致。由此得到相应于区域参考框架

的 ＭＩＺＵ站Ｅ分量同震水平位移为２３１３．１ｍｍ。

假定ＭＩＺＵ站２００３年之前的变化与２００３年至震

前的变化一致，图６（ａ）中的虚线给出了此站外推

至１９９９年的变化。即便顾及震前这段时间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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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ＭＩＺＵ站的同震水平位移比震前水平位移累

积量大很多。这里所说的同震水平位移向量特指

区域框架下的解，但因位移量大，与位错框架解相

差仅数ｍｍ。在全球框架解中ＭＩＺＵ站Ｅ分量同

震水平位移为２３１９．１ｍｍ。尽管只获得极少数

离震中较近的ＧＰＳ连续观测站有限时间段的观

测结果，但结果已说明离震中越近，震前的变化越

大越复杂，用目前积累的ＧＰＳ观测资料无法直接

证明这些站的同震位移是震前位移的弹性回跳。

这些站的水平位移反映此时期近震中介质已处于

非弹性形变状态。类似结果已见于多个大地震，

本文不作列举。

图６中，我国东北和韩国 ＧＰＳ观测站还显

示，在临震前Ｅ分量有快速向西位移。水平位移

异常的时空发展表明，东日本大地震前弹性形变

区逐步扩大，位移量也不断增大。而在地震断层

破裂后，随着应力和能量的释放，出现同震位移，

大范围弹性形变随即迅速消失。上述震前远场出

现的水平位移异常主要是震中区外附加在构造运

动之上的弹性形变。这是大地震震前中短期远场

形变异常的特征或机理。

弹性位错模型研究表明，同震位移是地震断

层破裂的结果；而ＧＰＳ观测站的位移时间序列表

明，远场同震水平位移是震前水平位移积累的弹

性回跳。基于这样的关系，弹性位错模型可为研

究震前远场异常地壳运动提供某种定量依据。震

前还可能有哪些方式的地壳运动导致地震断层破

裂，还需要长期积累观测资料，寻找答案。

震前中国大陆东部处于以挤压为主的状态

（图６）；而同震和震后则处于以张性为主的松弛

状态（见图１、图３和图６），这至少在短期内有利

于中国大陆东部地震活动水平的降低。

４　结　语

利用３００个ＧＰＳ连续观测站的观测结果，以

弹性位错理论为依据，采用目前只有ＧＰＳ观测可

获得的位错参考框架，得到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

Ｍｗ９．０东日本巨大地震远场同震水平位移。此

次巨大地震是全球板块运动的结果。利用 ＧＰＳ

观测结果，多位学者得到至今近场和远场站点分

布密度最高、分布范围最广，因而最具说服力的弹

性位错模型反演结果。本文采用的位错参考框架

结果不仅有利于弹性位错模型反演，获得地震断

层破裂机理，也有利于分析此次地震同震水平位

移的影响范围。

大地震同震位移是公认的具有多种特征的、

特有的地壳运动现象。区域参考框架中远场同震

水平位移是震前水平位移的弹性回跳，因而震前

这些站的水平位移异常是大地震的前兆异常。震

后通过对位错参考框架和区域参考框架同震水平

位移解的综合分析，最终合理解释了区域框架中

东日本大地震的震前异常位移现象。震前远场位

移异常区为弹性形变区，这在理论上符合大地震

前介质性状的空间分布。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远

场弹性形变异常的存在，为大地震的中短期预报

提供依据和可能。弹性位错模型是目前定量探索

类似东日本大地震远场震前形变异常很有意义的

理论模型之一。ＧＰＳ观测结果还表明，由于震前

一定时期震中区近场介质已不是弹性状态，因而

不宜采用弹性模型研究震前此阶段近场异常形

变。

东日本大地震远场ＧＰＳ连续观测得到的同

震水平位移弹性位错模型反演和区域参考框架水

平位移时间序列观测结果，表明里德的地震发生

的弹性回跳已不是个假说，而是科学理论。

ＧＰＳ观测获得的东日本大地震远场同震垂

直位移远不如水平位移显著，且震后变化复杂。

地震预测探索表明，地壳形变依然是地震预

报中最值得重视的主要学科，震中近场的观测对

于长期探索其他类型的形变异常，特别是短临异

常必不可少［２３］。ＧＰＳ是至今最适宜于地震预测

的形变观测技术之一［２４，２５］，ＧＰＳ技术同时有利于

获取巨大地震的同震位移场，利于建立位错参考

框架，有利于研究大地震震前地壳形变异常理论

模型。

本文研究局限于地震断层以西板块运动被动

的大陆一侧，但大地震的孕育过程时间长，变化因

素较多，介质和结构复杂，用震前资料作形变模型

反演，预测地震，还有待观测资料的长期积累及深

入的研究。

致谢：本项目采用了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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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Ｃ］．Ｔｈｅ８ｔｈ

ＳＮＡＲＦ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７

［５］　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ＳｈｅｎＸｕｈｕｉ，Ｗａ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Ｇｅｎ

ｅ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Ｊ］．犃犮狋犪犛犲犻狊

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１，１４（４）：３８４３９３

［６］　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Ｆｕ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ｕｘｉｎｇ．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１９９９

ｔｏ２００１ ［Ｊ］．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１７

（Ｓｕｐ）：５３６０

［７］　Ｇｕ Ｇｕｏｈｕａ，Ｗａｎｇ Ｗｕｘｉ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Ｓｉ

ｃｈｕａｎ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犈犪狉狋犺

狇狌犪犽犲，２００９，２９（１）：９２９９（顾国华，王武星．ＧＰＳ测

得的汶川大地震同震位移［Ｊ］．地震，２００９，２９（１）：

９２９９）

［８］　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Ｗａｎｇ Ｗｕｘｉｎｇ，ＭｅｎｇＧｕｏｊｉｅ，ｅ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ＧＰ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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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３３６１３３９（顾国华，王武星，孟

国杰，等．ＧＰＳ测得的汶川大地震前后的地壳运动

［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４（１１）：

１３３６１３３９）

［９］　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Ｗａｎｇ Ｗｕｘｉｎｇ，Ｘｕ Ｙｕｅｒｅｎ，ｅｔａｌ．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犛犮犻

犲狀犮犲，２００９，２２（５）：４７１４７８

［１０］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ＷａｎｇＷｕｘｉ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２０１１，３１（３）：１８

（顾国华，王武星．区域网 ＧＰＳ观测得到的汶川大

地震前后的地壳垂直运动［Ｊ］．地震，２０１１，３１（３）：

１８）

［１１］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ＭｅｎｇＧｕｏｊｉｅ，ＷａｎｇＷｕｘｉｎｇ．Ａｎｏｍａ

ｌｏｕｓ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

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１１，２（２）：１３２２

［１２］ＨｕａｎｇＬｉｒｅｎ，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Ｄｉｓ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

ｇｙ，１９８２（黄立人，顾国华．静力位错理论［Ｍ］．北京：

地震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３］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Ｄａｔｕｍ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犆狉狌狊狋犪犾犇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犈犪狉狋犺

狇狌犪犽犲狊，１９９０，１：２１２９（顾国华．形变网的基准与形

变模型反演［Ｊ］．地壳形变与地震，１９９０，１：２１２９）

［１４］Ｏｋａｄａ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ｈｅａｒａｎｄ

Ｔｅｎｓｉｌ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ａ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Ｊ］．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狅犾．

犛狅犮．犃犿．，１９８５，７５（４）：１１３５１１５４

［１５］ＰｏｌｌｉｔｚＦ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ｏｎａＬａｙｅｒｅｄ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Ｊ］．

犌犲狅狆犺狔狊．犑．犐狀狋．，１９９６，１２５：１１４

［１６］Ｓｕｎ Ｗｅｎｋ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２（孙文

科．地震位错理论［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７］ＣｈｅｎＹｕｎｔａｉ，ＬｉｎＢａ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Ｘｉ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Ａ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

１９７６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Ｊ］．犆犺犻

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１９７９，２２（３）：２０１２１７（陈运泰，林

邦慧，王新华，等．用大地测量资料反演的１９７６年

唐山地震的位错模式［Ｊ］．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７９，２２

（３）：２０１２１７）

［１８］ＳｕｎＷ，ＯｋｕｂｏＳ，ＦｕＧ，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ａ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ｌｙ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ＥａｒｔｈＭｏｄｅ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ｆｉｘｅｄ Ｐｏｉｎｔ ［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犑．犐狀狋．，

２００９，１７７：８１７８３３

［１９］Ｗａｎｇ Ｗ，Ｓｕｎ Ｗ，ＷｕＹ，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ｂｙ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２０１４，７５：２２３３

［２０］ＷｅｉＳ，ＳｌａｄｅｎＡ．Ｕｐｄ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３／１１／２０１１（Ｍｗ

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Ｊａｐａｎ［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ｓ．ｃａｌｔｅｃｈ．ｅｄｕ／ｓｌｉ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１＿ｔａｉｈｅｉｙｏ

ｏｋｉ／，２０１１

［２１］ＰｏｌｌｉｔｚＦＦ．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 ［Ｊ］．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狅犾．犛狅犮．犃犿．，

１９９２，８２：４２２４５３

［２２］ＳｈｉｎｚａｂｕｒｏＯ，ＴａｋｕｙａＮ，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ｅｔａｌ．Ｐｒｅ

ｃｅｄｉ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ｓｏｆｔｈｅ

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ａｐａ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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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１７，Ｂ０７４０４，ｄｏｉ：１０．

１０２９／２０１１ＪＢ００９１２０

［２３］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ＭｅｎｇＧｕｏｊｉｅ ，ＦａｎｇＹ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ｌ

５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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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ｒｅａ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

ＰｒｅｃｉｓｅＳｉｎｇｌｅＥｐｏｃｈ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Ｊ］．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１，３３（３）：

３１９３２６（顾国华，孟国杰，方颖．汶川大地震前后

ＧＰＳ观测的精密单历元解得到的震区地壳运动

［Ｊ］．地震学报，２０１１，３３（３）：３１９３２６）

［２４］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ＧＰＳＵｓｅｆｕ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ｅ

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顾国华．ＧＰＳ———地震预测

利器［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５］ＧｕＧｕｏｈｕａ，ＷａｎｇＷｕｘ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ＧＮＳＳ

ｉ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ｔｏ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犘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

２０１３，４，１１１９

犘狉犲狊犲犻狊犿犻犮，犆狅狊犲犻狊犿犻犮犪狀犱犘狅狊狋狊犲犻狊犿犻犮犎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犆狉狌狊狋犪犾犕狅狏犲犿犲狀狋狊

狅犳狋犺犲犕狑９．０犜狅犺狅犽狌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犻狀犑犪狆犪狀，２０１１

犌犝犌狌狅犺狌犪１　犠犃犖犌犠狌狓犻狀犵
１
　犣犎犃犖犠犲犻

２
　犔犐犃犖犌犎狅狀犵犫犪狅

２
　犣犎犝犛犺狌犪狀犵

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２　Ｆｉｒ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１８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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