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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工程获得的 1998--2oo5年 4期重力场变化观测资料，结合 

EGM2008的重力场模型作为区域背景场。对 2008年新疆于田M 7．3地震前的重力场变化特征 

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位场延拓和空间求导等方法，对震前的质源体边界特征进行跟踪和估定。同 

时，尝试利用一种应用空间相关性加权分析方法给出地震危险性空间概率性分布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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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8年 3月 21日6时 33分在我国新疆于田发生 Ms 7．3地震 ，在震前由中国地壳运 

动观测网络工程获得的重力场变化数据表现出明显的震前异常变化。祝意青等(2008)利 

用重力变化资料对该地震做出较准确的中期预测。申重阳等(2010)系统分析重力场的时 

空变换特征，并且总结可能引起重力前兆异常的因素。一般认为，区域性的重力场变化与 

大面积降水、干旱、地下水开采、区域环境变化、地壳应力状态改变和深部物质运移等多种 

复杂因素有关。在 1975年海城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以及 2008年汶川地震前 ，都曾发现 

这种区域性重力场变化现象。陈运泰等(1980)发现这种重力场变化，如果仅用高程变化解 

释远远不足以拟合重力场变化的量级，由此提出深部物质迁移的可能性，并用于解释这种 

观测到的大幅度重力变化 。最早提 出“物质运移 ”的概 念用于解释地震前 观测到的重力场 

变化的物理机制。 

在长时间尺度上，由于地壳内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性，并存在壳内柔化层，加之重力对地壳 

物质的长期作用，在地壳内部将出现剩余质量和能量的累积(马杏垣，1989)。在构造应力发生 

微弱变化，很容易引起这些剩余质量的不规则重新运移和分布，对地表重力场产生影响。在重 

力作用于壳内物质的运移的方向上，如果受到阻挡，往往容易形成地表的大规模挤压、推覆、逆 

冲与走滑构造。对于解释孕震期间重力场变化的深部因素，可以用“震质源和震质中”概念来 

描述这种质源体(郭宗汾等，1993 顾功叙等，1997)。震质源(Hypocentroid)定义为地下孕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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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形变有效的质量变化中心，它在地面上的投影，即震质中(Epicentroid)。实际研究资料表 

明，一般震质源和震质中与震源和震中不重合，震中一般在断层端部或交汇处，而震质中在完 

整的块体之中，即实际观测到的重力变化最大地方不一定是未来发震的地方(郑金涵等，2003； 

卢红艳等，2004)。 

根据强震分布的空间特点、断裂带和构造变形等资料，张培震等(2003)提出活动地块的概 

念，即由形成于晚新生代、晚第四纪至现今强烈活动的构造带所分割和围限、具有相对统一运 

动方式的地质单元 。在活动地块边界构造运动强烈，绝大多数大地震发生在这种边界 的活动 

构造带上。不同活动地块之间的边界区域，即活动地块边界带，通常就是我国大陆内部的重要 

活动构造带。在活动地块边界带区域的运动变形以及深、浅部结构、物性等差异明显，在地表 

常常对应不同程度的地球物理场异常。 

对大震巨灾后的反思表明，地震的孕育和发生不但受到区域构造控制，而且受十分复杂 

的深部动力学过程影响。根据深部物质运移有关的重力场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地 

壳内部震质源的位置和范围，而对这种质源体边界的估定 ，对于在判断震情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而通常重力场变化大小与深部构造密切相关，这种构造的物性差异通常会表现出 

明显的均衡重力异常变化特征，联合已形成的区域重力背景场和短期重力场变化，通过加 

权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可以给出构造相依的质源体边界位置，以及在概率意义上的大震危 

险性判断。背景场和变化场的有机结合，也可以缩小地震危险区划定的空间范围，具有非 

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 

以新疆于田M 7．3地震前的1998—2()()5年 4期流动重力观测资料为依据，得到区域重 

力场变化；并应用 EGM2008全球重力场模型，计算得到区域均衡重力异常作为背景场。在此 

基础上，通过场源体边界识别算法，计算得到质源体边界分布位置；应用加权空问相关分析技 

术，给出强震危险区的概率分布特征。本研究结果对于依据重力资料对强震危险区划定方法 

有重要参考价值，并且可以给出强震危险区发震概率强弱的空间变化特征，也可为跟踪研究震 

情变化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1 质源体特征提取技术原理 

在重磁位场解释方法中，由于区域异常幅度大、影响范围广、异常梯度小等特征，因此，常 

使用场分离方法将区域和局部异常进行分离，但由于区域异常和局部异常没有严格的区分标 

准，通常也需要配合不同的数据处理手段去认识异常场源特征，如位场上、下延拓方法。经过 

异常分离后可以得到区域重力异常和局部重力异常，局部异常通常指相对区域因素的影响而 

言范围有限的异常源。对于重力场变化局部异常可以看做是局部降雨、地下水位变化和小范 

围环境变化等因素所致，对于布格重力异常或均衡重力异常场，局部异常可以认为是浅部矿 

体、隐伏的小断裂构造等引起。本研究对象是震前的地下物质运移作用引起重力场变化，更关 

注区域性、大范围的异常特征，即区域性的重力场变化或重力背景场。 

重力异常的梯级带常与构造边界位置、断裂带走向和岩性分界面有一定对应关系。应用 

边缘检测技术对异常场进行处理，可得到构造单元边界的准确位置，并进一步划定构造单元的 

边界。王万银等(2009)提出用归一化水平总梯度导数法来识别位场异常边缘的方法，这种方 

法具有计算速度快、稳定性高和较好的识别能力。本研究采用该方法识别震前重力场变化的 

质源体边界位置和均衡重力背景场反映的区域构造边界或块体边界。最后，通过加权空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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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郭仁忠等，2001)，得到变化场和背景场的空 

间相关性特征，技术流程见图1。 

应用上述技术得到的连续空间性变化曲面，可 

以反映背景场和变化场之间的一种空问相关特性。 

在计算空间相关场时，本研究取移动窗口大小为 

5个点距，计算窗口内的 25个样本之间的相关系 

数，窗口之外的数据不参加计算。每次移动一个点 

距，直到窗口中心覆盖所有网格单元位置。然后， 

辅以加权方法，可以将异常变化的幅值和强弱信息 

也体现到结果中。通过模型试验，该方法计算速度 

快、稳定性好。 

- -  

- -  

图 1 质源体特征的提取技术流程 

Fig．1 Flow chart for extracting feature 

of density anomaly soruce 

2 新疆于田Ms 7．3地震前的重力场特征 

本研究所使用的重力异常数据来自Sandwell等(2009)最新公布的全球自由空气重力异常 

(Global Raw Gravity Data，V18．1版本)，进行区域异常和局部异常的分离处理。并利用其同时发布 

的地形数据进行布格校正，应用 ry均衡模型计算得到区域均衡重力异常(陈石等，2011)。该数据 

在我国大陆地区异常主要源于EGM2008模型，中国大陆的总体精度可达到 10．5×10 m·s一。 

通过研究中国大陆强震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周边板块的动力学机制，张培震等(2003)给出中 

国大陆及其邻区的两级活动地块划分。一级活动地块分为 6个，二级活动地块分为 22个。张国 

民等(2005)系统研究了在活动地块之问的26个活动边界带之间的构造变形和强震活动，给出活 

动地块之间的差异性运动特征和块体边界带内的构造变形对强震的控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的于 

田地震震中及周边区域(75。E 88。E，28。N一41。N)，涉及青藏和西域 2个一级活动地块，拉萨、羌 

塘、巴颜喀拉、柴达木和塔里木 6个二级活动地块[图2(a)]。涉及到一级活动地块边界带 2条， 

即阿尔金带，两侧地块分别为青藏和西域(中段)；西昆仑带，两侧地块分别为青藏和西域(西段)。 

另外，涉及 5条二级活动地块边界，分别为：喜马拉雅带位于拉萨块体南缘，喀喇昆仑一嘉黎带位 

于拉萨和羌塘地块之间，玛尼一玉树带位于羌塘和巴颜喀拉地块之间，东昆仑带位于巴颜喀拉和 

柴达木地块之间，南天山带位于塔里木和天山地块之间。 

本文研究的新疆于田Ms 7．3地震发震位置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西昆仑地震带和阿尔金地 

震带交汇处，震源机制显示，该地震以拉张为主兼具走滑分量(尹光华等，2008)。该地区及周边 

地震活动性显示，7级以上地震仅有 3次，分别是 1996年喀喇昆仑山口西 7．1级地震和 1924年 

民丰2次 7．3级地震[图2(a)]。李志海等(2009)认为，该地震发生在 1996年以来新疆南部及邻 

区7级地震有序分布的空段。蒋长胜等(2009)通过研究于田 7．3地震，发现在震前确实存在 

“加速矩释放”(AMR)现象，而且出现 AMR现象的空间区域与震中位置似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从地球动力学角度分析，该地区由于南部印度板块不断向北推挤，引起岩石圈上地幔物质 

长期不断向北部运移，引起质量和能量不断累积，由于受到塔里木盆地的阻挡，在青藏地块和 

西域地块的边界带地区形成大面积的地表隆起。在区域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上对应一连串连续 

的正负异常梯级带[图2(b)]，这表明，在深部地壳内存在大范围的密度差异同时伴随着强烈 

的深部结构变化。图2(b)显示的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梯级带，与青藏和西域两大一级地块边界 

带位置对应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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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梯度导数法可以有效地圈定质源体边界位置，对于判断未来强震可能发生的危险区具有一 

定指导意义。主要取得以下结论。 

(1)大震发生后的反思告诉我们，在大震来临前，几年尺度内的剧烈的重力场变化，与可能 

是否发生地震有一定关系。 

(2)重力位场异常变化强的地带与潜在的地震危险区具有一定相关关系，通过有效的边缘 

识别算法可以更加准确地圈定重力异常梯级带位置，可为进一步研究和划定危险区位置提供 
一 定依据。 

(3)重力场变化与重力场背景，从解释原理上不一致，但是背景场的应用和加权相关分析， 

对于缩小危险区范围和提高预报准确性，有一定指导意义。 

(4)通过相关分析将不同资料之间的共性保留，差异性抵消；通过位场的边缘检测技术，可 

以更好地确定可能的危险区位置；灵活运用这两种技术可以将区域发震危险性在空间得以表 

示，也可给出一种危险区发震可能性的概率估计。 

另外 ，对于不同时问尺度的累积重力变化场 ，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技术 ，可以定量判断局 

部异常变化特征的相关程度。然而，单纯的空间相关运算虽能给出一定程度异常相似性的定 

量指标，但失去异常的幅值变化特性。本研究给出一种加权空间相关运算方法，可以有效地将 

异常幅值变化考虑到相关运算中。 

最后，得到新疆于田Ms 7．3地震及其周边区域 Airy均衡异常与重力场变化的相关关系， 

但由于绝对重力控制点少，全部测量点不能有效控制测网精度，因此，边界处的重力变化可靠 

性不强。本研究尝试采用加权的空问相关法得到区域介质的差异特征。从图 6(b)的数据看， 

由于加权和归一化计算，得到的异常危险区范围减小。本研究结果对于应用重力场变化去跟 

踪震情和提供会商预报意见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由于地震孕育和发生机理十分复杂，并不是 

所有地震的发生位置都与重力场变化位置具有完全一致性关联。因此，以重力场信息为基础 

的加权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只能提供一种概率意义下的强震危险分布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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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 ate the characteristic of density anomaly source of gravity 

variation before Ms 7．3 earthquake，Yutian，Xinj iang 

Chen Shi1~，Zhu Yiqing ，Jiang Changsheng”，Xu Weimin”，Lu Hongyan and Guo Fengyi 

1) stitMte 0f Geophysics，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1，China 

2)Second Cru 锄̂ f。r g。”d Application Center，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xi an 710054，China 

Abstract 

his paper based on the gravity variation dataset from the Proj ect of China Crust Movement 

Measuring Network between 1998 2005，and combined with the gravity field model of EGM 

2008 as the regional background field．Research for the features of gravity filed variation be- 

fore M 7．3 earthquake，Yutian，Xinjiang，according to the seismogenic model，using the 

Dotentia1 field continuation and spatial derivation methods，try to estimate the boundary of 

densitv anomaly source before earthquake．Meanwhile，in this paper，we proposal a spatial 

weighted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for obtain probability estimates On earthquake in hazard 

Zn13e。 

Key words：hypocentroid，spatial correlation，potential field continuation，boundary of density anoma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