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５４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１年１月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５４，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１

陈　石，王谦身，祝意青等．青藏高原东缘重力导纳模型均衡异常时空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１，５４（１）：２２～３４，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４

ＣｈｅｎＳ，ＷａｎｇＱＳ，ＺｈｕＹＱ，ｅｔ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ａｔ

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１１，５４（１）：２２～３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

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４

青藏高原东缘重力导纳模型均衡异常时空特征

陈　石１，王谦身２，祝意青４，蒋长胜１，王武星３，

卢红艳１，刘端法１，郭凤义１

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２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３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６

４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　青藏高原东缘地处南北地震带，在卫星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图上对应明显的正负异常梯级带变化特征，沿

着异常梯级带分布多条深大断裂，属于构造单元的边界区域．本文利用重力导纳分析方法，计算了该区重力导纳模

型均衡异常背景场；通过与Ａｉｒｙ模型和弹性板模型的均衡重力异常特征对比，结合地震活动性分布特点，评价均

衡重力异常计算结果和选择计算参数；在此基础上，对比和分析了横跨青藏高原东缘边界南北三条剖面上的均衡

异常响应特征；以此均衡重力背景场为参考，进一步解释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流动重力观测得到的重力异常场的时空

变化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导纳模型均衡异常更适用于构造边界等反均衡作用区，可反映壳内介质的横向不均衡分

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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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青藏高原地区的构造动力学环境属于陆陆碰

撞带，随着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不断北向汇聚和挤

压，造成高原隆升，随着高原物质运移与周围块体的

作用，形成了高原物质东移和一系列走滑断裂系统．

ＧＰＳ观测获得的青藏高原地壳运移规律研究表

明［１］，青藏高原地壳底部物质向东绕喜马拉雅东构

造节运移呈顺时针旋转［２］．这种运动模式的成因在

于，青藏高原存在黏滞系数较低的下地壳，物质向

东、东南流动并拖曳上地壳做类似运动，其物质东流

在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由于受到华南地块等刚性块体

的阻挡［３］，形成了局部挤压推覆构造带及其前陆盆

地系统，龙门山推覆构造带就是这种作用下的典型

产物之一［４］．

龙门山断裂带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属川西高原

和四川盆地边界，由３～４条北东向断裂组成，是巴

颜喀拉地块与华南地块的分界带，同时也属于南北

地震带的一部分（图１ａ）．长期以来龙门山断裂带的

地震活动性不明显，地质上认为是闭锁区域，这种闭

锁状态导致应变能量长期积累，成为２００８年汶川地

震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该区域不但地形变化剧烈

而且在自由空气重力异常上表现为在分界带以东为

正，以西为负的特征（图１ｂ），变化幅度从几十毫伽

到上百毫伽．对龙门山均衡重力异常的研究表明
［５］，

在青藏高原东缘的龙门山山脉，没有因为均衡运动

而下降，反而出现山脉不断隆升的反均衡运动，这表

明地下构造作用明显．对汶川地震的成因解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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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了汶川 犕ｓ８．０

级特大灾害性地震的发生．

本文基于重力导纳技术对以 Ａｉｒｙ模型为基础

的均衡异常校正方法加以改进，并以青藏高原东缘

地区的卫星重力场数据为目标实验该方法．研究了

龙门山地区的反均衡运动在导纳均衡异常上的响应

特征，通过对比历史地震分布和时变重力场的空间

特征，进一步对导纳均衡计算参数选择方法给予评

价，最后以三条横跨龙门山断裂带的北西向剖面详

细分析了各种参数的曲线特点．

２　区域动力学背景与重力场变化

均衡重力异常反应了地壳内的不均衡程度，对

中亚［６～８］和华北地区［９～１１］的均衡研究表明，均衡重

力异常变化程度与地震活动具有一定相关性［１２，１３］．

王谦身等［１４，１５］研究龙门山地区的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

常特征表明，在四川盆地内部和川西高原的马尔康

以西均处于较均衡状态，重力均衡异常主要集中于

龙门山断裂体系之上．这也正表明了该区域壳内密

度的极度不均衡性，存在发生构造运动的趋势背景．

Ｃｌａｒｋ和Ｒｏｙｄｅｎ等
［１６］的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下

地壳物质向东运移受到四川盆地阻挡，分别向东南

和东北部运移，由于上下地壳解耦作用，下地壳物质

的运动速度比上地壳快，数值动力学模拟表明高原

东流物质囤积对龙门山上盘的作用不断加强［１７］．在

大尺度动力学研究方面，应用ＧＲＡＣＥ卫星重力
［１８］

月差分数据，可以研究有关质量运移产生的重力变

化［１９］，这种变化与地球流体圈层的质量迁移、冰川

均衡调整和地震等现象有关［２０］．而区域重力场的变

化与震前孕震环境变化的关系和有关的下地壳物质

运移证据，近年来也不断得到证实．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我国最早在京津唐张地区［２１～２３］开展中美合作，

研究区域重力场变化与地震活动性关系，提出了震

质中［２１］概念和对孕震期重力变化解释的联合膨胀

３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４卷　

模型，几十年来固定台站连续的重力观测和地面流

动重复测量资料表明，地震前后震源区存在地表重

力变化异常．特别是龙门山地区在汶川地震前，通过

地表流动重力测量［２４］发现该区从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累

积重力变化幅差最大约２００×１０－８ ｍ／ｓ２，大震前存

在明显的区域性的重力场变化［２５，２６］．

本文应用来自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４期的流

动重力观测数据（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２７］，给出

了重力场差分变化和累计变化图像（图２，３）．从图

２ａ的累积重力变化图像中可以看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

期间，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围绕四川盆地周围存在区

域性的重力场增加，最大增幅达到６０×１０－８ｍ／ｓ２，

图１　研究区地形、重力异常和历史６级以上地震分布图

（ａ）　研究区地形及断裂带分布；（ｂ）研究区卫星自由空气重力异常（Ｔｏｐｅｘｖ１８．１）

Ｆｉｇ．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ｒｏｍＴｏｐｅｘＶ１８．１），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２　研究区累积重力变化图

（ａ）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重力场变化；（ｂ）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重力场变化．

图中黑色实线为断裂带分布，白色实线为行政省区界，虚线为研究剖面位置，菱形方框为流动

重力测点位置，红色方框为研究剖面起始点位置，右下角图例注释了６级以上历史地震分布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９８ｔｏ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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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反映了高原下地壳物质东移是由于四川盆地的

阻挡而产生的物质侧向挤出的运动过程；图２ｂ中较

长尺度的重力正负异常变化梯级带中心位置在汶川

附近，异常梯级带走向变为北西向垂直于龙门山构

造带．从图３的差分重力变化图像上可以看出，三段

重力差分图像变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图

３ａ中的重力异常变化幅度较小，正异常区集中在青藏

高原东缘前部，重力异常增加幅值约为３０×１０－８ ｍ／

ｓ２，正负异常梯级带为北东向，延汉中—雅安一线呈

东正西负分布；图３ｂ中异常变化幅度显著增大，重

力增大区域主要集中在马尔康至西昌一带，重力幅

度最大增加约为１００×１０－８ ｍ／ｓ２，正负异常梯级带

方向为近南北向，延松潘、雅安至西昌一线呈西正东

负分布；图３ｃ中的异常变化发生龙门山南段增大和

北段减小的趋势，减小最大幅度达到９０×１０－８ ｍ／

ｓ２，正负异常梯级带方向为北西向，延马尔康、成都

至重庆一线呈南正北负分布．图３所示的重力差分

变化图像显示的十年尺度重力异常特征主要表现为

正负异常梯级带方向从北东向至北西向的转变，变

化体现了高原物质东移，受到四川盆地阻挡后在十

年尺度上表现出多期复杂的重力场变化，其中异常

梯级带方向的不断发生变化与孕震区构造应力场变

化、介质蠕变和地下流体运移规律密切相关，震前异

常趋势的非线性变化和正负异常反转是非常值得关

注的地震前兆重力异常特征．

本文研究区域选择为（９９°Ｅ～１１０°Ｅ，２４．５°Ｎ～

３９．０°Ｎ），基于全球卫星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数据和

高程模型，计算得到该区域的布格重力异常，以大陆

布格重力导纳模型为基础，考虑岩石圈刚度和弹性

厚度对均衡补偿作用的影响以及板下加载对均衡异

常的响应模式，通过不同计算参数得到不同的均衡

异常特征，对比地震活动性分布来评价均衡异常参

数选择的合理性．

３　方法原理

根据均衡和冰期后回弹研究表明，大陆和海洋

的岩石圈特性从宏观尺度上可以用弹性板模型模

拟［２８～３０］．如果不同尺度的地形作为荷载施加在岩石

圈上，岩石圈可以对其作出不同的响应，并可以用有

效弹性厚度（ＥＥＴ）来表征岩石圈承受荷载的能力．

由于岩石圈具有一定抗弯刚度和有效弹性厚度，可以

承担小尺度荷载作用而不发生弯曲，即布格（Ｂｏｕｇｕｅｒ）

响应；而长时间尺度的地表荷载作用，岩石圈可能表

现出流体特征，逐渐趋向于Ａｉｒｙ均衡模式，即Ａｉｒｙ

响应．在此将重力导纳模型原理和基于导纳模型的

均衡异常校正方法进行扼要阐述．

３．１　重力导纳模型

对于Ａｉｒｙ均衡模型，由地形高程可以直接计算

山根的深度．而弹性板均衡模型考虑岩石圈具有一

定的等效弹性厚度（ＥＥＴ），对小尺度地形荷载有抗

变形能力，一般地温梯度较高的地区和造山带附近，

弹性厚度比较小，而一些克拉通地区弹性厚度较大．

重力导纳方法对于不同的均衡假说模型，可以根据

岩石圈的均衡响应函数给出理论导纳公式．

３．１．１　均衡响应函数Φ（犽）

采用弹性板模型研究岩石圈的均衡特性时，

Ｗａｔｔｓ
［３１］引入均衡响应函数来计算不同尺度地形范

围的响应特征：

Φｅ（犽）＝
犇犽４

Δρ犵
＋（ ）１

－１

均衡响应函数

其中，犇为岩石圈刚度，犽为波数，Δρ为密度差，犵为

重力加速度，犇定义为：

　　犇＝
犈犜３ｅ

１２（１－υ
２）
，

其中，犈为杨氏模量，υ为泊松比，犜ｅ为等效弹性板

厚度．Φｅ（犽）函数特点为对于不同的弹性板厚度，当

犜ｅ趋于０，即犇趋近于０时，Φｅ（犽）趋近于１，可以称

为Ａｉｒｙ响应，这时岩石圈弹性板完全不抗弯，发生

非弹性变形，产生对应的“山根”，这时计算的均衡异

常与Ａｉｒｙ均衡模型计算的异常相同；而当犜ｅ 趋近

于∞，即犇趋近于∞时，Φｅ（犽）趋近于０，可称为布

格响应，这时岩石圈弹性板刚度∞，任何板上载荷都

不能产生“山根”的补偿，这时计算的均衡异常与布

格异常一致．

３．１．２　重力导纳模型公式

岩石圈对于地上荷载作用发生弯曲变形，为了

表征岩石圈发生变形和地表荷载关系，可以定义一

个由于板弯曲变形引起的重力异常和地形之间的函

数，即重力导纳（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ｍｉｔｔａｎｃｅ）如式（１）．

重力导纳是波数犽的函数，由于重力异常和地形都

是直接可以观测的物理量，因此，重力导纳可以通过

实际观测计算得到．另外，对于不同的理论均衡假说

模型，可以根据岩石圈的均衡响应函数给出理论重

力导纳的公式：

犣（犽）＝
Δ犵（犽）

犎（犽）
， （１）

其中，犣为导纳，Δ犵（犽）为波数域的重力异常，犎（犽）

为波数域的地形．

５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４卷　

对于不同地质构造区域，可以采用不同的均衡

研究模型．通常在大陆区域可采用布格重力导纳模

型，本文研究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所处的龙门山地

区由于存在反均衡模式，因此，岩石圈底部构造应力

作用必须考虑．本文采用了板上、下加载组合模式如

图４所示，即大陆布格重力导纳的组合模型来研究

不同参数的均衡异常特征．

犣（犽）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ｕｒｉｅｄ＝

－２π犌ρｃｅ
－犽犣狋

犎２ｂ／Φ′ｅ（犽）＋犎
２
ｔΦｅ（犽）

犎２ｂ＋犎
２［ ］
ｔ

， （２）

其中，

Φｅ（犽）＝
犇犽４

（ρｍ－ρｃ）犵
＋（ ）１

－１

，

Φ′ｅ（犽）＝
犇犽４

ρｃ犵
＋（ ）１

－１

，

犽＝ 犽２狓＋犽
２

槡 狔，犳Ｌ ＝
犎ｂ（ρｍ－ρｃ）

Φｅ（犽）ρｃ犎狋
．

公式中犣（犽）为波数域导纳函数，犣ｔ为地壳平均厚

度，犽为平面上的波数；定义参数犳Ｌ，表示板下与板

上加载贡献的比值；犎ｔ 为板上加载对地形的贡献

量，犎ｂ为板下加载对地形的贡献量，两者的和与观

测地形相等，具体含义如图４所示；犌为万有引力常

数；ρｃ为地壳平均密度；Φｅ（犽）为均衡响应函数．

３．２　重力导纳模型均衡异常计算方法

重力导纳模型均衡异常Δ犵ｉｓｏｓｔａｓｙ 为大陆布格重

力异常Δ犵与根据导纳方法计算出的理论重力异常

Δ犵ｃ的差值，如公式（３）所示，表明实际情况下的布

格重力异常和模型异常之间的差异，即实际观测区

域内的不均衡程度．

Δ犵ｉｓｏｓｔａｓｙ＝Δ犵－Δ犵Ｃ ＝Δ犵－犜
－１ 犣（犽）·犎（犽［ ］），

（３）

公式中，犜－１为Ｆｏｕｒｉｅｒ逆变换，犣（犽）为模型导纳，

犎（犽）为地形谱．

４　研究区重力均衡异常计算

本文采用ＧＴｏｐｏ３０高程数据（ｈｔｔｐ：／／ｅｄｃｄａａｃ．

ｕｓｇｓ．ｇｏｖ／ｇｔｏｐｏ３０／ｇｔｏｐｏ３０．ａｓｐ）对Ｓａｎｄｗｅｌｌ等
［３２］

最新公布的全球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数据（ＧｌｏｂａｌＲａｗ

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Ｖ１８．１，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ｔｏｐｅｘ．ｕｃｓｄ．ｅｄｕ／

ｗｗｗ＿ｈｔｍｌ／ｍａｒ＿ｇｒａｖ．ｈｔｍｌ）进行了布格校正，得到

了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如图５ａ所示．在我国大陆地

区该数据主要基于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中国大陆的总

体精度为１０．５×１０－５ｍ·ｓ－２
［３３］．图５显示在研究

区布格重力异常特征从东向西呈阶梯状减小，布格

重力异常均为负值，在川西高原上面负重力异常达

到了－５００×１０－５ｍ·ｓ－２，四川盆地内部重力异常为

－１００×１０－５ｍ·ｓ－２．沿着龙门山断裂带，存在明显

的布格重力异常梯级带，这表明川西高原和四川盆

地的密度差异明显，表现为以龙门山逆冲断裂带为

分界，整个南北地震带区域的强烈断裂活动和地震

活动．

４．１　补偿深度的选择

通常计算Ａｉｒｙ均衡异常，要选择补偿面深度，

冯锐等［９，１０］对华北地区的研究表明，不能简单地用

地壳厚度作为补偿面深度．王谦身等
［１４］对龙门山

地区剖面均衡异常的研究参考了四川盆地地壳厚度

图４　大陆布格导纳均衡计算模型示意图（修改自 Ｗａｔｔｓ，２００１
［３１］）

其中：犣ｔ为地壳厚度，犎ｉ表示变形前变形前板上地形，犠ｉ表示变形前初始变形前等效板下变

形，犎ｔ表示变形后由于板上加载剩余的地形，犠ｔ表示变形后板上加载引起的等效板下变形，犠ｂ

表示变形后由于板下加载的等效剩余变形，犎ｂ表示由于变形后板下加载引起的板上地形．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Ｂｏｕｇｕｅｒａｄ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ｍｏｄｅｌ

ｉｎ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Ｗａｔｔｓ
［３１］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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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ｋｍ，最终选择３９ｋｍ作为补偿深度．而本文采用

导纳模型计算的Ａｉｒｙ均衡异常，统计了均衡异常的

最值、中值、均值、均方差、均方根等统计参数．其中，

均方差和均方根的统计表明，选择补偿深度为４０ｋｍ

时的均方差和均方根最小，这与王谦身等在２００９年

的剖面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本文对研究区内的

补偿深度选择为４０ｋｍ，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常如图５ｂ．

布格重力异常图５ａ整体上异常从东向西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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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盆地深部构造存在明显差异．图５ｂ的 Ａｉｒｙ均

衡异常图相比布格重力异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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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以前的认识

比较一致．

图３　研究区差分重力变化图

（ａ）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重力场变化；（ｂ）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重力场变化；（ｃ）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重力场变化．

图中黑色实线为断裂带分布，白色实线为行政省区界，虚线为研究剖面位置，

菱形框为流动重力测点位置，红色方框为研究剖面起始点位置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ｖ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ｄｉｎｔｗｏ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图５　布格重力异常（ａ）和Ａｉｒｙ模式均衡异常（ｂ）

Ｆｉｇ．５　Ｂｏｕｇｕｒ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ａｎｄＡｉｒｙ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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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布格导纳模型均衡异常计算

根据Ａｉｒｙ均衡假说，在龙门山下部应该存在较

深的山根，随着均衡调整龙门山的应该降低，而四川

盆地应该隆升，但是根据李勇等［５］研究表明，龙门山

地区仍然在处于不断隆升的过程；青藏高原的物质

东流、上下地壳解耦合、下地壳流等假说和ＧＰＳ观

测结果以及流动重力观测得到的重力场差分变化图

像，均表明在青藏高原东缘及其周边断裂带地区尚

处于活跃的地质构造运动之中，而Ａｉｒｙ均衡假说相

比过于简化．因此，龙门山地区的均衡校正模型，必

须综合考虑板上和板下对岩石圈的作用贡献，采用

式（２）的导纳计算模型在该区域更符合实际情况．在

青藏高原地区，研究区的地形和重力异常的关系，

Ｗａｔｔｓ等
［３１］计算的有效弹性厚度（犜ｅ）为１０～２０ｋｍ，

Ｊｉｎ等
［３４］对青藏高原中部的研究使用板上板下作用

比犳Ｌ＝１～３分别进行了讨论．本文依据大陆布格重

力导纳模型，利用式（２）和（３）计算了犜ｅ 从１０～３０，

犳Ｌ 从０～４的１５组模型，取出９组结果见图６．

图６是导纳模型异常计算结果，从纵向上看图

６ａ，图６ｄ，图６ｇ都是不考虑板下作用的弹性板模

型，岩石圈弹性厚度逐渐增加从１０～３０ｋｍ，即岩石

圈刚度逐渐增加，从异常特点上看逐渐出现东部向

西部的异常递减趋势；表现出由Ａｉｒｙ响应趋向布格

响应的过渡，随着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增加均衡异

常逐渐趋向布格异常；而从横向上看图６ａ，图６ｂ，图

６ｃ是在相同岩石圈弹性厚度情况下，考虑板下加载

作用后的异常特征，主要特征表现为在龙门山断裂

带和四川盆地周边异常明显增强，并且在川西高原

和四川盆地出现了明显不同的异常响应特点，以龙

门山为界出现明显的正负异常梯级带．由地震活动

性分布特征也可以看出，对于相同的岩石圈厚度，考

虑板下加载作用后，整个南北地震带强震分布位置，

与正负异常梯级带对应位置更加一致，其中图６ｉ的

趋势最为清楚．为了进一步对比异常特点，我们分别

横跨龙门山断裂带东西穿越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

从北向南取了三条综合研究剖面，提取剖面异常对

比研究跨越不同构造单元的异常响应特征．

４．３　综合研究剖面

跨龙门山断裂带从北向南分别取三条综合研究

剖面，即玛曲（Ｐ１位置）至黔江Ａ１Ａ２（图７）剖面经

过松潘、北川跨龙门山断裂北段；班玛至石阡Ｂ１Ｂ２

（图８）剖面经过马尔康、汶川震中跨四川盆地和甘

孜至遵义Ｃ１Ｃ２（图９）剖面经过鲜水河断裂带、龙

门山断裂带南段、四川盆地南部边缘．三条研究剖面

分别取地形数据、流动重力测量数据、卫星自由空气

重力异常数据、分离后的区域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数

据、区域布格重力异常数据、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常数

据和导纳模型多参数控制的均衡重力异常数据，共

１１种参数对比研究，主要研究不同构造背景下对导

纳模型参数的动力学响应特点．

Ａ１Ａ２剖面（如图７所示）从松潘至北川（Ｐ２

Ｐ３）地形高程由３５００ｍ下降至１０００ｍ直至龙门山

断裂前段（Ｐ４）下降到７００ｍ左右，Ｐ２至Ｐ３中间对

应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正负梯级带变化最大位置，同

样，对应负布格重力异常梯级带；在各均衡异常参数

控制下，均对应异常强烈过渡带位置．对比不同的均

衡异常曲线发现，川西高原上的玛曲（Ｐ１）至松潘

（Ｐ２）相比四川盆地位置，不同参数下的均衡异常响

应完全相反，弹性厚度和板下贡献参数变化在川西

高原和四川盆地部分反映敏感，只考虑弹性厚度变

化时，随着弹性厚度犜ｅ增加，异常趋势与布格异常

变化趋势靠近，反映了岩石圈刚性增加后表现出承

受变形能力增强．随着板下作用力对导纳模型异常

贡献的增加，在川西高原位置，逐渐表现出了均衡异

常向正向增加，相反在四川盆地位置均衡趋向负异

常方向，而随着岩石圈厚度犜ｅ 的增加这种趋势更

加明显．大范围的正均衡异常地球物理意义在于补

偿面之上的物质相对盈余，负均衡异常表示物质相

对的亏损，地壳的调整趋向于逐步均衡，正负异常变

化最剧烈的梯级带位置，常常代表“物质交换”活跃

位置，地震发生可能性较大．从流动重力测量得到的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的长期累积重力变化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的短期重力变化相比，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的短期重力

变化量更大，这种增大的趋势从川西高原的松潘

（Ｐ２位置）以东增加趋势明显，与均衡正负异常梯级

带位置一致．

Ｂ１Ｂ２剖面（如图８所示）从川西高原马尔康向

东至汶川地形变化较 Ａ１Ａ２剖面更明显，在汶川

（Ｐ３位置）东西５０ｋｍ距离内高程从４１００ｍ降至

６００ｍ范围，剧烈的地形变化对应显著的重力异常

变化．自由空气重力异常由正转负，分离后的区域自

由空气重力异常趋势与Ａｉｒｙ模型计算的重力异常

形态接近，相对于大尺度范围内，地形的荷载与岩石

圈弯曲产生的均衡响应引起的补偿作用相互消减，

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空气异常等价于Ａｉｒｙ均衡异常

也体现了壳内的不均匀特性．应用导纳模型计算，各

均衡异常参数控制下，随着板下贡献的增加，异常在

汶川（Ｐ３位置）出现明显的转折性变化，川西高原均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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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多参数导纳模型均衡重力异常对比图

（ａ）犜ｅ＝１０，犳Ｌ＝０；（ｂ）犜ｅ＝１０，犳Ｌ＝２；（ｃ）犜ｅ＝１０，犳Ｌ＝４；（ｄ）犜ｅ＝２０，犳Ｌ＝０；（ｅ）犜ｅ＝２０，犳Ｌ＝２；

（ｆ）犜ｅ＝２０，犳Ｌ＝４；（ｇ）犜ｅ＝３０，犳Ｌ＝０；（ｈ）犜ｅ＝３０，犳Ｌ＝２；（ｉ）犜ｅ＝３０，犳Ｌ＝４．

Ｆｉｇ．６　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ｗｉｔｈ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衡异常增加，四川盆地均衡异常减小．从流动重力得

到的差分重力变化图像看，在短期内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

汶川以西的重力场变化相比１９９８年累计的变化幅

度更明显．在Ｐ２至Ｐ３位置的重力场变化与犳犔＝４

时的均衡重力异常变化（绿色曲线）高点相一致，表

明应用导纳模型计算均衡异常作为背景场，来评价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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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剖面Ａ１Ａ２的综合异常变化趋势图

剖面从西向东，Ｐ１位置为玛曲；Ｐ２位置为松潘（岷江断裂）；Ｐ３位置为北川（平武—青川断裂）；Ｐ４位置为龙门山断裂前段；Ｐ５位置为黔

江；（ａ）剖面中Ｐ１至Ｐ２对应的均衡异常趋势在考虑板下作用后响应相反，见图中绿线组和黑线组，不同参数计算的均衡重力异常以Ｐ３为

分界线，在高原和盆地响应模式相反；（ｂ）Ｐ２至Ｐ３位置的自由空气异常变化最大与地形变化趋势对应；（ｃ）２００２至２００５年间重力场的变化，

在Ｐ２位置向东增加明显．

Ｆｉｇ．７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１Ａ２

和解释时变重力场变化更具有针对性．

Ｃ１Ｃ２剖面（如图９所示）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

段，经过甘孜与鲜水河断裂和汶川—茂汶断裂相交，

过四川盆地南部边界后直至遵义．从地形上看由汶

川—茂汶断裂和灌县—安县断裂控制的Ｐ３和Ｐ４

位置的地形变化最为剧烈，高程由４０００ｍ过渡到

１０００ｍ左右，但趋势相比Ｂ１Ｂ２剖面较缓．对应的

区域自由空气异常缓慢过渡下降，布格异常缓慢上

升．在Ｐ３位置为各模型参数均衡异常变化趋势的

转换点，均衡异常变化趋势特征与前两个剖面相似．

在四川盆地内均衡异常对计算参数的敏感性，高于

川西高原，在四川盆地的东部边缘靠近Ｐ６位置出

现第二个均衡异常趋势转换节点．

５　讨论与结论

本文采用重力导纳模型研究青藏高原东缘地区

的均衡重力背景场．从卫星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分离

了区域背景场，并进行了布格校正得到了区域布格

重力异常．从原始数据上看，Ｓａｎｄｗｅｌｌ等（２００９）发

布的全球１分网格精度的重力异常数据在中国大陆

部分数据来源为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在整个中国大陆

重力数据的覆盖和质量有较大提高．研究过程中使

用的导纳模型输入为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区域布格

重力异常校正未考虑地形密度的横向变化．

另外，对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由于位于构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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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剖面Ｂ１Ｂ２的综合异常变化趋势图

剖面从西向东，Ｐ１位置为班玛；Ｐ２位置为马尔康；Ｐ３位置为汶川震中；Ｐ４位置为灌县—安县断裂；Ｐ５位置为新津—成都—德阳断裂；Ｐ６

位置为龙泉山西缘断裂；Ｐ７位置为石阡；（ａ）多组均衡异常在Ｐ３位置出现转折，随着板下贡献增加，川西高原均衡异常增加，四川盆地均

衡异常减小，均衡异常极大值向西转移在Ｐ２至Ｐ３位置中间；（ｂ）Ｐ３位置中心５０ｋｍ范围伴随地形的剧烈变化，自由空气异常明显由正转负；

（ｃ）重力场累积变化峰值集中在Ｐ２至Ｐ３位置．

Ｆｉｇ．８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１Ｂ２

界，深部结构和动力学背景以龙门山断裂带为分界

东西差异较大，很难用同一组导纳模型参数对整个

区域进行均衡校正，根据前人研究成果［３４］本文采用

９组不同的模型参数，对比研究表明单一模型参数

异常结果很难反映整个研究区的均衡特点，但是对

于不同的区域根据历史地震活动性和流动观测重力

场变化结果联合分析，可以选择合适的导纳模型参

数，导纳模型异常也可以为区域地震活动性预测和

分析重力场变化的成因提供一定依据．

通过本文研究过程，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１）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以龙门山断裂体系为

边界，由于四川盆地的阻挡使青藏高原东移物质向

南北分流，传统的Ａｉｒｙ均衡异常无法解释龙门山东

西部高原和盆地的反均衡运动，对于考虑板下加载

的导纳模型较Ａｉｒｙ均衡异常在龙门山地区异常趋

势更加明显，随着板下贡献的增加，均衡异常正负变

化边界围绕四川盆地周围分布，对比地震活动性特

点，此模型结果相比Ａｉｒｙ均衡更能体现出实际地壳

内的横向不均匀性特征．

（２）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５年的四期流动重力测量

数据差分变化图像上分析，青藏高原物质东流引起

的重力异常增加，在２０００年后比较明显，由于刚性

四川盆地阻挡，异常增加主要集中在川西高原的马

尔康至昆明向南，在四川盆地内增加不明显．如果以

Ａｉｒｙ均衡异常作为重力背景场，很难解释这种阻挡

的动力学背景．考虑板下加载和岩石圈弹性厚度后，

板下加载贡献大的导纳模型均衡异常场特征更能体

现出四川盆地周边的不均衡性特点，特别是犜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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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剖面Ｃ１Ｃ２的综合异常变化趋势图

剖面从西向东，Ｐ１位置为甘孜；Ｐ２位置为鲜水河断裂；Ｐ３位置为汶川—茂汶断裂；Ｐ４位置为灌县—安县断裂；Ｐ５位置为华容山断裂；Ｐ６

位 置为遵义；（ａ）Ｐ３位置为各模型参数均衡异常变化的转换点，变化趋势较前两个剖面平缓；（ｂ）由于地形变化较缓，由西向东自

由空气重力异常缓慢下降，四川盆地内部平缓；（ｃ）重力场变化趋势从长期（红线）看川西高原变化幅值大于四川盆地，而短期相反（绿线）．

Ｆｉｇ．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１Ｃ２

３０ｋｍ，犳犔 为４的模型，在鲜水河断裂带上都对应出

现了均衡异常梯级带．

（３）由于岩石圈深部构造的横向不均匀性，研究

区域内存在复杂的地质构造和断裂体系，整个区域

用相同参数计算均衡异常很难反映整个区域的不均

衡背景，因此，通过结合历史地震活动性来分析不同

区域均衡异常合理性选择区域性最优参数是可行

的，本文图６中给出的ｆ和ｉ模型对于解释南北地震

带的不均衡背景比较合适．

（４）通过导纳模型计算得到重力均衡异常分析，

在不均衡异常背景上如果出现与均衡异常变化正相

关的重力场变化，即向更加不均衡趋势发展，表明地

壳内的应变线性累积增加，应力不断集中，该区地震

危险性加大．特别是当重力场变化梯级带方向出现

较快变化，表明地下介质最大应变达到临界状态，部

分介质可能接近蠕变状态，进一步的膨胀可能引发

新的微破裂，直到发震．

综上所述，本文以导纳模型计算均衡重力异常，

并以此为背景场，与流动重力场测量得到的重力变

化联合分析区域地震活动危险性，对丰富强震预报

前兆手段和改进思路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是目前

流动重力场测量的变化量在微伽级别，而均衡重力

背景场异常大小在毫伽级别，相差３个量级，即流动

重力观察到的重力场随时间变化量相比均衡异常背

景变化是十分微小的．也就是说，均衡调整作用的时

间过程相当漫长至少为千年尺度，而现阶段能获得

的重力场变化仅为十年尺度，因此，如果单纯用均衡

异常上的空间变化去解释流动重力观测到的短时间

重力场变化，会有失偏颇．但以区域均衡异常作为背

景场，去考虑板块之间、构造单元之间和深部物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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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性等问题是可行的，进而为研究地震活动的危

险性提供一些重力学依据是合适的．

致　谢　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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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论文评审专家给出了有益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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