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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地震灾害频发，２００８年汶川犕Ｓ８．０地震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汶川地震发震构

造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上，该断裂带在发震前长期闭锁，在汶川震中附近没有明显的小震活动和地表位移等前兆现象．

本文以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５年的四期流动重力测网资料为基础，应用重力位场方法反演下地壳密度变化，开展深部孕震过

程研究，结果表明：在汶川震前以震中２００ｋｍ范围内，马尔康测点重力变化最大，超过１００×１０－８ ｍ／ｓ２，并在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间有聚集性小震群活动．根据本文反演的下地壳密度变化结果，判断其震质中位于该区附近，与汶川震中不重

合．该区孕震期间重力场显著变化值与深部莫霍面结构相关性强，大范围明显的重力场变化预示着深部动力学环境

的改变，可作为地震前兆异常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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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重力场是地球基本物理场之一，随着重力测量

技术［１，２］的不断进步和反演技术［３，４］方法的改进，观

测数据的精度、质量、覆盖范围和解释方法不断提

高．定期流动重复相对重力测量，经过校正和处理后

的数据，可以反映区域重力场非潮汐变化特征．这种

相邻两期资料差分重力异常主要与测量间隔期内的

地表垂直形变、地壳密度结构改变、深部物质运移和

构造变形等因素有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国内外科学家就发现在大

震前后区域重力场会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地球物理现

象，相继也提出了各种引起重力场变化的孕震模式，

主要有地壳上升模式、密度变化模式、膨胀扩容模

式、质量迁移模式、莫霍面变形模式、断层位错和蠕

动模式．陈运泰等研究了１９７５年海城地震和１９７６

年的唐山地震前后的重力场变化［５］，发现这种重力

场变化，如仅用高程变化解释远远不足以拟合重力

场变化的量级，由此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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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释

孕震期地面重力场变化和描述地下质量变化的范

围，类似于地震学中的震中概念，可以用“震质源和

震质中”模式来解释［６］（如图１所示），即地下孕震体的

形变有效的质量变化中心，即震质源（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ｏｉｄ）．以

及震质源在地面上的投影，即震质中（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ｏｉｄ）．

通过研究１９８２～１９９８年京津塘张地区的震质中与

震中分布关系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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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实际观测到的重力

变化最大地方不一定是未来发震的地方［７］，２００８年

的汶川地震前的重力变化极大值位置也与震中位置

不重合．

对重力构造学研究结果表明［８］，由于地表高程

的起伏差异，地形变化对地壳产生不均匀荷载，这作

为改变地壳结构的主要力源之一，使得地壳内物质

做水平扩展运动．由于地壳内物质分布不均匀特性，

在地壳内常常存在重力横向剪切柔化层或壳内柔

层，常与探测得到的高导低速层相对应，由于重力作

用对地壳内物质的长期作用，在地壳内部出现剩余

质量和能量积累．这种重力作用下的壳内物质运动

在受到阻挡后，可以在地表形成挤压、推覆、逆冲与

走滑构造．根据阻挡的前缘边界条件不同，可以分为

三类：强阻式前缘、弱阻式前缘和差异阻滞式前缘．

第一种强阻式前缘，在地表表现为逆断层分布特征，

以龙门山地区为典型代表；第二种弱阻式前缘，在地

表对应正断层分布特征，以华北地区为典型代表；第

三种差异阻滞式前缘，在地表常对应走滑断层分布，

以鲜水河地区为典型代表．本文研究地区对应的前

缘边界条件类型为强阻式．

图１　震质源与震质中模型
［６］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ａｎｄ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ｏｉｄ

　　２１世纪的重力观测技术手段和测网覆盖已经

大幅进步，在汶川地震前，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已

经开展了４期流动重力观测（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测网如图２ａ所示，测网观测数据质量高，平均误差

精度在２０×１０－８ ｍ／ｓ２ 以内，具备得到区域重力场

变化特征的数据基础．另外，本研究使用的莫霍面深

度数据来自于在该区开展天然地震接收函数方法［９］

或人工地震测深方法计算得到的莫霍面深度作为已

知莫霍面数据，如图２ｂ所示．

本文以汶川震前十年期间的４期流动重力
［１０，１１］

观测数据为基础，通过分析地表形变、莫霍面构造特

点，统计对比测点上重力变化大小、高程与莫霍面之

间的关系，发现在发震前的不同时段的重力差分变

化图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局部重力变化幅值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间，在川西高原的马尔康一带最大重

力增幅超过１００×１０－８ ｍ／ｓ２，如果用地表高程变化

解释重力值增加，需要有高达３０ｃｍ～５０ｃｍ高程变

化，而这与该区的大地测量学和ＧＰＳ观测资料结果

不能一致［１２］．因此，本文考虑对于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

８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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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流动重力测网、莫霍面深度和历史地震分布

（ａ）流动重力测网和区域地震活动性；（ｂ）莫霍面深度分布．（ａ中黑色三角为流动重力测点，ｂ中黑色三角为已知莫霍面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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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和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常

（ａ）区域布格重力异常，（ｂ）区域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常．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ＢｏｕｇｕｅｒａｎｄＡｉｒｙ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前的重力变化与该区的深部物质运移关系密切，对

比测点的观测结果发现，局部重力场变化幅值与地

表高程和深部莫霍面起伏关系密切，为了进一步查

明震质源迁移规律和震质中位置，本文又采用了重

力反演方法计算了震质源和震质中时空分布特征．

１　区域构造和重力场时空演化

对于汶川地震的成因解释从宏观上认为［１３～１７］：

由于印度板块的推挤造成的青藏高原物质的东移，

在龙门山断裂带区域由于较软的松潘—甘孜地块向

东南运动，受到了密度较高的刚性四川盆地阻挡，这

种构造运动在龙门山断裂带上产生了持续的应力集

中，最终由于积累应力释放，发生大地震．而对于这

种青藏高原物质东移的过程，主要观点认为是由于

青藏高原不断被推挤隆升，地壳增厚变形，由于重力

和热作用，造成下地壳物质流变性增加，在持续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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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作用下，下地壳拖动着上地壳运动，物质不断沿

青藏高原东缘向四周扩散，在龙门上地区由于刚性

的四川盆地阻挡形成了高角度的龙门山逆冲断裂体

系．对于下地壳物质运移模式，有学者认为上下地壳

存在解耦运动模式，下地壳运动的速度比上地壳

快［１８］．从构造地质学角度提出了地壳型块体和岩石

圈型块体两种运动形式［１９］，这两种块体类型主要关

键的区别在于地壳型块体的下地壳部位存在较软并

容易变形的薄弱层（壳内柔层），并将川滇菱形块体

划分为典型的地壳型块体．另外，也有些学者认为是

耦合运动的，对龙门山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地

壳缩短［２０］等．

从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图上看（图３ａ），异常整体

上自东向西减小，整个青藏高原东缘重力异常梯级

带明显与龙门山断裂带走向一致．布格重力异常特

征表明，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深部构造明显存在差

异．而均衡异常图（图３ｂ）相比布格重力异常，在龙

门山断裂和小江断裂带上，均衡重力异常对应的梯

级带更明显．均衡异常
［２１～２３］整体上表现为，在马尔

康以西的川西高原上和四川盆地内部基本处于均衡

状态，这和以前认识比较一致．从地震活动性上看，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属于构造板块边界，地处南北地

震带，历史强震多发，图３中标注出了历史６级以上

地震分布和已知断裂带分布位置，从断裂带走向特

点上看，断裂带绕四川盆地分布；从断裂带性质上

看，除龙门山为逆冲推覆性质外，其它多为走滑性质

图４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测点重力变化、地形与莫霍面深度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ｖ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Ｍｏｈｏｄｅｐｔｈ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

０５１１



　４期 陈　石，等：汶川犕Ｓ８．０震前区域重力场变化与震质中研究

（如鲜水河断裂），而多数地震多发在走滑断裂带上．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项目在该区开展了多期

流动重力测量工作，在汶川地震之前已经开展了４

期测量，测网共建立１０８个测点，这使得我们可以了

解整个区域的重力时空变化特点．本文整理出了４

期测量有效数据连续的测点共计８２个，相邻两期的

差分重力变化结果如图４ａ－ｃ所示．除此之外，将每

个测点的高程数据和莫霍面深度数据分别用图４ｄ

和４ｅ表示．从震前的３副差分重力变化图像上看，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在区域范围内整体上重力变化不明

显，仅有个别测点变化大于６０×１０－８ ｍ／ｓ２，主要围

绕青藏高原东北缘呈扇形分布，其它地区测点重力

变化基本在２０×１０－８ ｍ／ｓ２ 水平；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区

域内的大范围内出现重力变化，重力值变化超过１００

×１０－８ｍ／ｓ２ 的测点有雅江测点１１５．８×１０－８ ｍ／ｓ２

和马尔康测点１１０．７×１０－８ ｍ／ｓ２，整体异常变化趋

势主要表现为围绕四川盆地大范围的重力异常增加

和四川盆地内的重力减少，对比发现重力异常增加

多的地方与地形高呈正相关，而从已知的莫霍面资

料看，在大部分测点处于较均衡的状态，除距离龙门

山断裂带较近的汶川测点外，基本都存在地形高和

莫霍面深的镜像关系，因此，在这段时间的重力异常

变化幅值增加较大的地方，其下部的莫霍面深度也

较大；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整个区域内的大部分测点重

力异常出现反趋势变化，即原来大幅重力异常增加

的测点，重力异常出现减小，但减小幅度不成正北，

如图４ａ和４ｂ所示．

有关重力场变化与震级的关系，郭宗汾等利用历

史京津塘张地区较大地震前的重力资料，归算出了最

大重力变化与地震震级之间的关系［２４，２５］，如下式（１）：

Δ犵ｍａｘ＝２２．５（１．２３６
犕
－１）， （１）

其中犕 为震级，Δ犵ｍａｘ单位为１０
－８ ｍ／ｓ２，代表区域

内最大重力场变化值，如果按照公式１计算，犕 为８

级，Δ犵ｍａｘ 的值为１２２．５５×１０
－８ ｍ／ｓ２．虽然不能把

这个经验公式直接套用到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去解释

观测到的重力场变化与地震震级的关系，但是至少

可以对比说明不同震级的地震前重力场变化量级大

小情况．

以郭宗汾等提出的修正的联合膨胀模型（ＭＣＤＭ）

来解释这种震前区域重力变化特征［６，７］，在２００２～

２００２年时间段应该对应地下介质在受压状态下的

初始膨胀阶段直至达到最大应变临界值，这段时间

内的重力变化来自于介质的密度变化和空间几何构

形变化，重力异常距离震质中越近增加越多；随后，

地下介质接近蠕变状态，进一步的膨胀来自于新发

展的微破裂，这时整体而言体积保持不变，最大应变

达到临界值后，密度改变保持常数，因此这段重力异

常表现为随距离震质中越近，下降越快特点，这段的

特征与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观测到的震前大范围内的区

域重力异常下降特征吻合．在这之后，将伴随微破裂

发展成主破裂后应力释放引起的流体侵入过程为主

导，致使空隙超压、大范围的破裂，引起主震的发生．

从图４的不同时段重力变化特征、地形和深部构造

对比发现，在莫霍面深度越深的位置，孕震期的重力

场变化幅值增加越快，这可能与青藏高原流变性较

强的下地壳带来的东流物质堆积有关．由于长期的

构造作用，引起了莫霍面不断变形，在构造应力变化

后，更容易在这些位置产生大的应力高，并引起大的

应变量和密度增加．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了重力位

场物性连续分布反演方法，计算了等效下地壳厚度

上的密度变化特点，研究孕震期间内的震质源迁移

过程规律．

２　方法原理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是利用重力场变化反演质量

分布规律［２６］，主要以震前流动观测到的重力场变化

为基础，应用震质源模型（如图１），研究震前若干年

内的深部物质上涌和迁移规律．由于震前没有观测

到该区域的垂直形变明显变化，因此，假定从下地壳

物质运移过程引起的质量变化是重力场变化的主要

原因．

对于质量变化的物理模型可以用质量守恒方程

（式２）描述如下：

ρ
狋
＝－

Δ

·（ρ狌）＝－ρ

Δ

·狌－狌·ｇｒａｄρ， （２）

式（２）中ρ为密度，狋为时间，ρ／狋为密度对时间的

变化率．狌为位移对时间的一阶导数，仔细观察上

式，可以发现公式（２）代表质量守恒的连续性方程．

密度场的时间变化与介质的体应变和密度梯度变化

相关．一般地壳内密度变化不十分剧烈，上式右端第

二项很小常可以忽略，而右端第一项表示的体应变

和地壳密度的乘积与左端的密度变化程线性关系．

通过公式１可以估算反演得到的下地壳等效密度变

化同体应变之间的关系，这就可以将重力场变化同

地壳应变状态之间建立物理联系．

本文研究区选择在９９°Ｅ ～１１０°Ｅ，２４．５°Ｎ～

３９．０°Ｎ范围内，整个区域采用ＵＴＭ投影，将经纬度

坐标转换为以ｋｍ为单位的三维直角坐标系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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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演．由于本文主要考虑下地壳物质迁移过程引

起的密度变化是观测到重力场变化的主要原因，因

此，考虑等效压缩质源在２０ｋｍ至４０ｋｍ范围内，

并采用长宽高为２０ｋｍ尺度的六面体单元对其进

行剖分．为了减少边界效应的影响，对模型边界范围

四周各扩展２００ｋｍ，并进行模型单元剖分．在地表

将观测到的测点重力变化插值到２０ｋｍ网格间距

位置上，分别对地表观测的不同时期的时变重力数

据进行反演，计算得到地下每个２０ｋｍ尺度单元上

的密度变化，以单元密度的连续变化趋势来研究震

质源和震质中的分布范围．

３　计算结果

本文首先选择了在研究区范围内４期测量全部

具有有效数据的８２个测点，做统计分析，得出如图

４所示．然后，应用重力位场线性反演方法，分别求

得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的

震质源分布图像，以及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和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较长周期的震质源分布图像，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中的反演结果可以发现，研究区内等效

下地壳密度变化图５ａ所示的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期间，

除个别点值密度有超过０．１ｋｇ／ｍ
３的变化外，整体

图５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下地壳密度变化

（图中用红色圆圈标注了以汶川为中心２００ｋｍ参考范围，黑色三角为流动重力测量点位，

断裂带用黑色实线表示，犡和犢 方向单位为ｋｍ，采用ＵＴＭ投影）

Ｆｉｇ．５　Ｄ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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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密度变化都不超过±０．０５ｋｇ／ｍ
３，在雅江测点

有一个约０．１５ｋｇ／ｍ
３ 的密度减小，但分布范围不

大；值得注意的是从南到北，沿大通、河口、通渭、宁

强、南充、盐源一带出现了小范围测点的弓形密度增

加区域，幅值都在０．１ｋｇ／ｍ
３ 左右，这表明沿着青藏

高原东缘的弓形区域内，有深部物质的不断剩余堆

积产生．图５ｂ所示的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时间段内，雅江

至马尔康一带出现了大范围的密度增加，而图５ａ中

出现弓形密度增加区域，几乎全部出现密度减小，大

范围的密度增加意味着深部物质应力和应变状态发

生改变，介质体应变增加，出现深部高密度异常，而

弓形串珠状的小范围减小代表孕震体的介质膨胀、

密度较小过程．图５ｃ所示的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时间段

内，出现了区域性的密度减小过程，质源变化范围集

中在北部的马尔康、九寨沟、青川一带而且有一定规

模，变化幅值达到０．２ｋｇ／ｍ
３．特别是以马尔康为代

表的质源密度变化最大区域，随着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时

间段内的密度增加到该段时间的密度减小，意味着

其深部物理过程发生改变，即达到最大应变后出现介

质蠕变、破裂过程，整个体积发生膨胀过程．按照上

面的公式２估算，如果取地壳平均密度为２８００ｋｇ／ｍ
３，

密度年变化为０．１ｋｇ／ｍ
３，对应的体应变量级可以

达到约３×１０－５．这样的量级与数值模拟得到的结

果也基本一致［２７］，．

从较长时间尺度分析，等效下地壳密度变化，图

５ｄ所示的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间雅江、马尔康一带出现

介质等效密度增加，增加区域围绕四川盆地西南缘

分布．更长时间尺度图５ｅ所示的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整

个区间的累计等效密度变化主要特征，表现为以汶

川北东向对称分布的北东向九寨沟、青川一带的密

度减小和西南方向的新都桥、西昌一带的重力增加．

从整个密度变化特点上分析，围绕四川盆地其南部

地区的下地壳介质较北部地区更容易发生形变，产

生大范围的重力异常．

４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流动重力观测资料

为基础，采用位场反演方法得到了等效下地壳密度结

构变化特征．通过对比不同时间段内的空间密度变化

特征发现，在汶川地震前的不同时间段内下地壳介质

密度变化速率不均衡，初步结论认识总结如下：

（１）重力场在非稳态变化过程时间段内，对高程

和深部构造变化具有敏感性，在地壳介质流变性较

强易发生变形或地壳厚度更厚的地方容易出现大范

围重力场值升高．

（２）孕震期重力场具有非单调变化特征，区域性

的重力单调增加后的大幅减小，表明下地壳介质性

质发生变化．

（３）地震孕育过程中，膨胀是基本的物理特征之

一，孕震体膨胀、介质密度减小、地面上隆都对应重

力场的减小，但这种减小如果出现在区域重力场增

高的背景下，是更可靠的地震前兆异常．

（４）均衡重力异常背景场与孕震期重力变化有

一定关系，在正负重力均衡异常梯级带区域，与深部

质源边界较一致（图３ｂ）．

（５）汶川地震前的大范围重力场变化，与青藏高

原下地壳介质流变性质密切相关，下地壳物质的运

移速率差异，容易引起深部物质的堆积和形变，当达

到介质应变临界值时将出现蠕变和微破裂状态，之

后应力释放将伴随着流体侵入使断裂滑动产生主震．

关于汶川地震孕震过程震质中的判定，本文认

为主要集中在马尔康一带，不仅由于该区出现了最

大重力正异常，而且该区也出现了重力增高后的大

幅降低，这意味着深部介质达到最大应变临界状态

接近了蠕变并伴随微破裂出现，物理过程发生了转

变；从构造特征上面看，该区域位于龙门山断裂西北

部的川西高原上，图２ｂ所示的深部莫霍界面较其北

部和北东部都深，均衡重力异常为正，这都反映了该

区深部介质的不均衡特性．图６ａ表示龙门山地区深

部震质源与 Ｍｏｈｏ面起伏关系图，图中蓝色部分代

表下地壳区域，黑色箭头代表下地壳流动方向，下地

壳流从青藏高原流出遇到四川盆地阻挡后，长期在

龙门山下方堆积，造成了莫霍面的持续变形，地表不

断隆升出现反均衡运动．在这种构造动力学背景下，

出现了图４和图５所示的地表观测重力变化和下地

壳介质密度变化特点．对于汶川地震前的重力场变

化解释，其震质源位于川西高原的马尔康一带，与震

中不重合，在深部构造环境上面看，马尔康下部的地

壳厚，四周的地壳刚性强，莫霍面的下凹使得物质容

易在此堆积，产生更大的体应变和质量变化．从地震

活动性分析，在马尔康及其周边地区，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

初犕Ｓ３．０以上小震活动频率变化性不大，但是２００４年

初至２００５年底有很多空间聚集性分布的小地震发生

（图６ｂ），导致这２年期间小震活动频率大幅提高（图

６ｃ），这也正说明震质中周围由于介质达到应变临界

值时出现蠕变和微破裂过程，而可能导致生这种小地

震的发生，这种聚集型小震对于识别震质中位置和划

分孕震程度都是至关重要的表征现象之一．

３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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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龙门山地区深部震质源模型和小震时空分布

（ａ）汶川地震前震质源模型和 Ｍｏｈｏ面分布关系［２０］，（ｂ）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汶川震中２００ｋｍ范围内３级

以上小震空间分布图，（ｃ）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汶川震中２００ｋｍ范围内３级以上小震 ＭＴ活动图

Ｆｉｇ．６　Ｄｅｅｐ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本文通过汶川地震前的区域重力变化，以震质

源模型来分析深部物质运移规律和反演下地壳等效

密度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汶川地震前的区域重

力场变化特点与 Ｍｏｈｏ面分布具有相关性，反演得

到的下地壳等效密度变化结果显示，在马尔康地区

下部区域是质量变化中心，即震质源位置，马尔康地

区对应震质中，并与实际发震的汶川震中位置不重

合．从震前的小震活动性分析，该地区在２００４年初

至２００５年底有聚集性小震活动特点，且该时间范围

内地表重力场出现了从增到减的反向变化，这些特

征应作为地震前兆异常并结合深部地球动力学过程

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研究成果对震前认识重力场变

化规律和指导地震预报具有重要意义．

致　谢　研究过程中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高孟潭研究员和楼海研究员进行了多次有益的讨

论，文中使用的莫霍面深度资料由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研究所吴建平研究员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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