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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期 陈　石等：华北地区热均衡、重力均衡与深部构造

１　引　言

华北地区是现今我国最古老的克拉通断块系统

之一，该地区地壳形成的证据可追溯到４０亿年左

右．历史上华北克拉通体系曾受到了不同规模的破

坏（东部破坏西部基本保持稳定），其峰值约在１２０～

１３０Ｍａ之间．华北克拉通破坏的动力学机制与太平

洋板块的俯冲密切相关，主要由于深部地幔热物质

的上涌，岩石圈地幔发生大规模破坏和不同程度的

减薄，断裂和岩浆活动都十分活跃，导致大范围的地

壳运动产生了众多块状断陷和隆起［１］．

在近代历史上，华北地区曾经发生过多次灾难

性大地震．根据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对华北ＧＰＳ测点水

平运动的研究表明［２］，华北地区内部构造块体以刚

性运动为主，应变累积速率在较低水平，现阶段比较

稳定［３］；在块体边界带上的差异性运动不大，除鄂尔

多斯块体的北边界表现为压性运动外，其余边界主

要均表现为张性活动．但根据更短时间内（几年尺

度）的跟踪发现，地壳运动的时间分布是不均匀的，

东、西部构造应力存在明显的差异性［４］．

华北地区的构造演化历史表现为前寒武纪活

跃、古生代稳定直至中新生代再活跃的过程．中生代

侏罗纪晚期，由于太平洋俯冲引起了地幔物质上涌，

岩石圈拉张减薄．之后在早第三纪晚期，由于印度与

欧亚板块碰撞，以北东东向挤压为主，形成现在块体

构造的基本特征［５，６］．华北地区构造演化史中，由于

大规模深部物质上涌和岩石圈拉张减薄等构造运

动，伴随着强烈的热事件和之后的重力均衡调整过

程［７］，形成了现今的高原、大山、平原和丘陵等不同

地貌特征的次级构造单元．华北地区的岩石圈减薄

主要与该区中、新生代以来的岩石圈拉张、地幔热隆

升、构造热冷却等地球动力学过程有关［８］．但中、新

生代以来的这几种深部地球动力学过程分别产生多

大的地壳减薄量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本文依据均衡学原理，考虑重力和地热两

种作用力，依据华北地区地热流测量数据［９～１１］，岩

石圈热结构参数和多条地震剖面速度结构模型为基

础开展热均衡研究．主要针对构造热冷却导致的地

壳减薄过程，重点构建岩石圈热结构模型，结合重力

均衡原理，通过研究地壳减薄过程中的重力均衡调

整、地热流和地形之间的关系，定量计算构造热冷却

过程导致的地壳减薄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第

二部分应用最新的全球重力场模型ＴｏｐｅｘＶ１８．１数

据，计算得到了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反演了华北地区

的 Ｍｏｈｏ面分布特征；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本文使

用的热均衡方法原理；第四部分，针对华北地区１０

个次级单元块体的热均衡特点进行了详细对比计

算，并选择了空间均匀分布已有的６１个地热流测点

数据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对本文结果进行了详细

的讨论和分析．

２　华北构造背景和重力异常场

华北地区现代构造运动十分活跃，断层活动性

强，整个区域内以张性形变为主，是典型的断块构造

系统［１２］，区内由深大断裂分隔为胶辽断块、冀鲁断

块、太行断块、鄂尔多斯断块、豫淮断块和内蒙断块

６大断块单元．嘉世旭（２００５）应用华北及其周边开

展的多条人工地震宽角反射／折射深地震（ＤＳＳ）剖

面研究表明［１３］，华北古大陆经过中、新生代多期构

造运动后，形成多个内部次级块体结构，按地壳结构

特点可分为三类：西部的鄂尔多斯盆地地壳结构简

单、基底完整，中部隆起的太行山、阴山和燕山地区

地壳中下部有轻微速度逆转，地壳厚度增加；东部裂

陷盆地地壳结构复杂，基底下陷、破碎，具有低速特

征，地壳减薄横向结构差异明显．根据深地震测深研

究结果［１４］，岩石圈横向不均匀性特征显著，壳内低

速层发育，Ｍｏｈｏ面起伏较大．复杂的断裂系统和构

造活动带，将华北地区分成了众多次级的块体单

元［１５］．根据华北地区的断层活动特点和地震活动

性［１６］，可以以安阳—菏泽—临沂活动构造带、唐

山—河间—磁县活动构造带为界，进一步将华北平

原２级活动地块划分为３个３级活动地块，其分别

为太行山地块、冀鲁地块和豫淮地块（如图１所示）．

一般认为，区域重力异常分布特征与构造分区有

直接的相关关系，通过研究区域重力背景场特征，可以

划分构造边界位置和断裂带走向等．本文重力数据来

源于最新全球海陆卫星重力场模型ＴｏｐｅｘＶ１８．１
［１７，１８］，

该数据除高纬度地区外已经基本覆盖全球，并对海

陆接边地区的数据进行了较好的融合处理．此数据在

中国大陆部分主要来源于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网格化精度

可以达到１′×１′．本文提取了华北地区（１０８°Ｅ～１２４°Ｅ，

３０°Ｎ～４３°Ｎ）的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数据，如图２所

示．图２中标注的主要活动断裂带
［１９］，历史地震震

中位置和构造块体分区数据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自由

空气异常有较好的相关性．另外，图２中的自由空气

重力异常特征与地形也呈一定相关关系，其中华北

５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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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由于地壳平均密度偏低，存在新生代巨厚沉积，

广泛发育数千米厚的低速层和电性高导层，因此存

在大面积的低值重力异常［２０］．另外，一些断陷盆地

和基底凹陷区对应低重力异常，如太原盆地和关中

盆地等．高自由空气重力异常与密度较高的古老基

底出露区对应较好，如燕山和胶东地区等．

图１　华北地区地形、历史地震和构造边界分布

图中黑色实线代表活动断裂带，红色虚线代表次级活动地块和构造边界，其中字母含义如下：１活动地块：鄂尔多斯活动地块（Ｋ１），华北平

原活动地块（Ｋ２），鲁东黄海活动地块（Ｋ３）；太行山次级活动地块（Ｋ２１），冀鲁次级活动地块（Ｋ２２），豫淮次级活动地块（Ｋ２３）；２活动构

造带：秦岭—大别山活动构造带（Ｄ１１），张家口—北京—蓬莱活动构造带（Ｄ１２），山西断陷盆地带（Ｄ２１），郯庐断裂带（Ｄ２２），安阳—

菏泽—临沂活动构造带（Ｄ３１），唐山—河间—磁县活动构造带（Ｄ３２），活动地块和构造带边界引自韩竹军等（２００３）［１６］

Ｆｉｇ．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ｈｅｒｅｄ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ｏｃｋ．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ｏｆ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ｏｃｋｓ（ＡＢ）：ＥｒｄｏｓＡＢ （Ｋ１），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ＡＢ（Ｋ２），Ｌｕｄ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ｈａｉＡＢ （Ｋ３），

Ｔａｉ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Ｂ（Ｋ２１），Ｊｉｌｕ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Ｂ（Ｋ２２），Ｙｕｈｕａｉ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Ｂ（Ｋ２３）；２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Ｚｏｎｅｓ（ＡＴＺ）：Ｑｉｎｌｉｎｇ

ＤａｂｉｅＡＴＺ （Ｄ１１），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ｎｇｌａｉＡＴＺ （Ｄ１２），Ｓｈａｎｘｉ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ｉｎｚｏｎｅ（Ｄ２１），ＴａｎＬｕ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Ｄ２２），ＡｎｙａｎｇＨｅｚｅＬｉｎｘｉ

ＡＴＺ（Ｄ３１），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ＨｅｊｉａｎＣｉｘｉａｎＡＴＺ（Ｄ３２）．ＡＢ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ｚｏｎ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１６］

图２　华北地区自由空气重力异常（ＴｏｐｅｘＶ１８．１）

图中黑色实线为主要活动断裂带，黑色虚线为构造块体边界．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ｅａｉ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ｌｏｃｋ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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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异常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地球物理数据模

型，包含了多种异常场源信息．一般研究深部构造问

题，通常需要对数据进行局部和区域异常场分离．区

域异常特点由于一定程度上剔除了浅部的高频干扰

因素，与深部构造起伏和断裂系统分布有更好的一

致性．为了更好地了解华北地区重力异常背景场信

息，认识观测到的重力变化，我们对华北地区的自由

空气重力异常，分别采用向上延拓、功率谱分析后，

确定最佳分离参数，采用滑动平均方法进行了区域

异常的分离处理．在区域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场基础

上，结合ＧＴｏｐｏ３０数字地形模型，采用频率域地形

改正方法，计算得到了华北地区的布格重力异常场

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中的区域布格重力异常上看，异常特征

表现为明显的分块结构特征．异常总体形态呈东正

西负分布，异常形态和北东向分布的断裂带较一致．

鄂尔多斯活动地块（Ｋ１）整体布格重力异常为负，太

行山次级活动地块（Ｋ２１）正处于布格重力异常过

渡的梯级带附近，其西部位于两个地块之间的山西

断陷盆地（Ｄ２１），区域历史地震十分活跃；冀鲁次级

活动地块（Ｋ２２）整体布格重力异常高于西部，正负

相间分布，异常走向与北东向和北东东向的断裂带

一致；豫淮次级活动地块（Ｋ２３）内的主要断裂带走

向为东西向或北西西向，区域内在阜阳东侧有一条

明显的近南北向重力异常梯级带；鲁东黄海活动地

块（Ｋ３）以郯庐断裂带为界，以东呈现整体的布格重

力异常高值分布．整个华北地区内由于断陷盆地形

成了复杂多样化的构造特点，裂解、热隆升和差异性

沉降形成了盆地内部坳陷和隆起相间的地壳分块格

局，区域布格重力异常正是反应这些构造历史演化

的“活化石”．

对于整个华北地区，大多数中、强地震活动主要

发生在华北北部和鄂尔多斯周边与新生代裂陷边缘

有关的构造区域，主要分布于三类地区：环鄂尔多斯

块体周边断陷带、张渤断陷带及华北裂陷盆地内部

的次级块体构造边缘．这种块体边缘接触带地区的

地壳厚度变化剧烈，在物性和深部构造上存在明显

的差异性．本文以区域布格重力异常为基础，采用频

率域密度界面反演算法，参考华北地区的人工地震

反演剖面解释结果，最终通过多个模型对比，选择平

均界面深度３５ｋｍ和壳幔密度差０．３２ｇ／ｃｍ
３ 为参

数的模型，迭代反演得到了图４所示的 Ｍｏｈｏ界面

深度分布，与人工地震剖面解释结果趋势一致．从地

壳深度分布结构上看，华北地区内部的二、三级次级

块体边界存在明显的地壳结构变化，特别是山西断

陷盆地内部地区的地震震中分布与地壳深度变化相

关性明显，在地壳厚度变化明显地区，地震活动强

烈，在地壳厚度梯级带周围地区更容易发生地震

活动．

通常研究地震活动，更趋向用均衡重力异常来

解释［２１～２３］，因为均衡重力异常在布格重力异常基础

上去掉了地壳界面起伏的影响，主要反映了壳内异

常场源引起的重力异常；以均衡运动观点，地壳总是

趋向更均衡的方向发展，均衡异常大小直接与构造

活动或地震活动相关［２４，２５］．对华北地区均衡重力异

常的研究结果表明［２６，２７］，华北均衡重力异常波长小

于３００ｋｍ的高频成分，即中小尺度的地表非均匀

负荷有较大的重力影响，是破坏华北地区均衡状态

的主要因素．对华北岩石圈构造的综合研究表

明［２８］：华北地台整体上处于亚均衡状态，局部补偿

是主要的，均衡补偿深度大于莫霍面深度，约５０ｋｍ．

本文也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对本文使用的数据

体进行了Ａｉｒｙ均衡异常校正，得到了如图５所示的

华北地区的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常图．从图５的区域均

衡重力异常特征情况看，异常形态同断裂分布较一

致，去掉了东正西负的地壳起伏的趋势背景后，图５

能较好地反映壳内横向密度分布的不均衡性．

一般认为均衡重力异常起伏是地壳和地幔应变

程度的标志，图５中的均衡异常正负变化梯级带处

多有强震发生．由于华北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偏低，

上地幔顶部的强度和黏性系数小，容易发生深部热

物质的流动，中下地壳的黏滞流体产生的累积应变，

产生较高的地壳不均衡性，对应明显的均衡重力异

常起伏特征．图５的均衡重力异常中，整个鄂尔多斯

活动地块（Ｋ１）和豫淮次级活动地块（Ｋ２３）区域内

变化不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岭—大别山活动

构造带（Ｄ１１）内无明显的均衡重力异常变化，这也

许与该区内地震活动性低有一定联系．而在张家

口—北京—蓬莱活动构造带（Ｄ１２）内的均衡重力异

常特征变化复杂，主要以正均衡异常为主，正负异常

交替分布．主要表现在首都圈地区，京南大兴—房山

为均衡重力异常高值区，京北密云—怀柔为均衡重

力异常低值区．三河—唐山—秦皇岛为均衡重力异

常高值区．而天津—保定—沧州一带对应均衡重力

异常低值区．整个均衡重力异常与上地幔密度分布

较一致，渤海—冀中地区岩石圈薄、密度小，而郯庐

断裂东侧和京西北的山区和汾渭断陷盆地周围的山

区呈相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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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华北地区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场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图４　华北地区 Ｍｏｈｏ面深度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Ｍｏｈ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３　热均衡方法原理

通常Ａｉｒｙ或Ｐｒａｔｔ均衡理论认为，在均衡面以

上由于地形负载和横向密度分布的差异性，会引起

重力作用下的均衡调整．这种地表地形和深部均衡

面起伏之间，往往呈镜像关系．但是，由于岩石圈热

状态和结构的差异性特征，特别是由于岩石圈拉张

减薄后的热物质上涌，对地壳产生类似于热胀冷缩

的作用效果［２９］．在全球地热流分布图中，经常可以

发现地表热流的观测值与地形呈一定正相关趋势，

但这种趋势对大陆岩石圈情况较为复杂．本文收集

了华北地区地表热流观测数据、由地震反射方法得

到的块体单元平均速度结构、深度参数和岩石圈各

层热参数模型估算值，来计算岩石圈热结构，采用地

热－重力均衡综合分析方法
［３０，３１］研究其岩石圈热

均衡模式［３２］．

温度场计算采用瞬态热传导方程．在不考虑对

流项情况条件下，其方程可表示为：


２犽犜

狓
２ ＋


２犽犜

狔［ ］２ ＋犃（狓，狕）＝ρ犮
犜

狋
， （１）

其中：犽为热导率（Ｗ·ｍ－１·Ｋ－１），犜为摄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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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为放射性元素生热率（Ｗ·ｍ－３），ρ为密度，犮为

比热（取１２００Ｊ·ｋｇ
－１·Ｋ－１）．通常对于稳态问题，

可以去掉方程右端项，对方程进一步简化可以得到

一维稳态热传导问题的解析公式（２）．由于大陆岩石

圈内部热传导和放射性生热占主要导作用，考虑到

构造理论模型的一般性需要，本文采用公式（２），用

于构造理论分层地热标准参考模型．

犜（狕犻）＝犜犻－１＋
狇犻－１Δ狕犻
犽犻

－
犃犻Δ狕

２
犻

２犽犻
， （２）

其中犜犻－１为第犻层顶部的温度，狇犻－１为第犻层顶部热

流，Δ狕犻为第犻层厚度，犽犻为第犻层热导率，犃犻为第犻

层生热率．

地表至上地幔岩石圈的热过程通常认为热传导

占主导机制，而在地幔中由于热对流作用，这种单纯

的热传导占优假设将不合适，地震学研究表明在岩

石圈与下地幔接触的部分存在可能由于部分熔融而

导致的地震低速带，因此，在岩石圈底部有对流主导

的热传递机制出现，此时，用热传导方程（２）构造岩

石圈低温线的方法将不再合适，在岩石圈底部，通常

人们用岩石绝热梯度公式（３）来表达岩石圈底部的

热状态．

犜（狕）＝犜ａ＋狕
犜

（ ）狕 犛

， （３）

其中：狕为深度，犜ａ可以取１５７３Ｋ，这时的地幔绝热

梯度约为０．３Ｋ／ｋｍ
［２４］．

从高温高压实验结果表明［３３，３４］，岩石热导率犽

随温度犜 和压力犘 变化而变化，一般在等压条件

下，岩石热导率犽随温度升高而减小．ＭｃＫｅｎｚｉｅ对

海洋和大陆岩石圈热结构的研究给出了地幔岩石圈

由于温度、压力的变化对热导率犽影响的经验公

式［３５］，及其相关系数：

犽Ｈ（犜）＝
犫

１＋犮犜
＋∑

３

犿＝０

犱犿（犜＋２７３）
犿， （４）

其中，犫＝５．３，犮＝０．００１５，犱０＝１．７５３×１０
－２，犱１＝

－１．０３６５×１０－４，犱２＝２．２４５１×１０
－７，犱３＝－３．４０７１×

１０－１１．

本文研究岩石圈热均衡问题的理论分层地热模

型将依据公式（２）、（３）、（４）构建．其中，由于需要同

时计算热导率犽和温度犜，因此，采用牛顿迭代法

求解．

按照大陆热均衡研究理论和方法［３０，３１］，可以通

过地表高程和热流的相关关系来研究热均衡问题．

对于大多数地球参数测量而言，高程测量相对容易，

因此，常用作各种地质、地球物理建模和数值模拟的

重要参数条件，而现今观测的高程量是曾在地质演

化过程中已被多次改造，通常说的重力均衡、热沉

降、构造拉张、对流剥蚀等多种地球动力学过程都将

对现今高程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Ｈａｓｔｅｒｏｋｌ（２００７）

提出的均衡分析技术［３０，３１］，可以较好地对由于密度

差异产生的重力均衡量进行校正，恢复在热均衡过

程中由于地温梯度变化对区域高程变化产生的相关

关系，进而为认识区域热均衡历史提供定量依据．在

重力热均衡方法中，假设各种校正后得到剩余高程

为εｒｅｓ，而剩余高程可以表示为观测高程量εｏｂｓ和各

种校正量之和的形式，如公式（５）．

εｒｅｓ＝εｏｂｓ－ ΔεＴ－ΔεＣ±［ ］… ， （５）

其中，ΔεＴ 为由于温度变化产生的地形缩放量，而

ΔεＣ 为由于横向密度差异、重力作用引起的均衡调

整量．在一些地质、地球物理资料丰富的地区，还可

以引入更多物理过程产生的校正量代入（５）式．对于

公式中的ΔεＴ 量的计算可以根据公式（６）得到．

ΔεＴ ＝α∫
狕
ｍａｘ

０

犜（狕）－犜ｒｅｆ（狕［ ］）ｄ狕， （６）

其中，α为岩石热膨胀系数，本文取３．０×１０
－５Ｋ－１，

犜（狕）为计算区域的地温结构，而犜ｒｅｆ（狕）为标准化参

考地温结构，可以取现今或过去某一区域的地温结

构作为参考标准．积分上限狕ｍａｘ为岩石圈底界深度．

在本文研究的华北地区，取值为狕ｍａｘ＝１８０ｋｍ．对于

公式中的组份均衡调整量ΔεＣ 的计算可以通过图６

的组分均衡模式图来进行计算，根据重力均衡理论，

可以给出形如公式（７）的等式关系．

ρ′ｃ犵犺′ｃ＝ρｃ犵犺ｃ＋ρｍ犵犺ｍ， （７）

其中，ρｃ为计算区的地壳平均密度，犺ｃ 为计算区的

地壳平均厚度，ρ′ｃ为标准参考区的地壳平均密度（取

图６　地壳重力均衡模式调整示意图
［３０］

（ＬＯＣ为补偿深度，ＭＳＬ为平均海平面）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ｓｅｄ

ｉｎ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３０］

（ＬＯ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

ＭＳ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９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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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０ｋｇ／ｍ
３），犺′ｃ为标准参考区的地壳平均厚度（取

４０ｋｍ），ρｍ 为在均衡面之上的地幔物质密度（取

３３４０ｋｇ／ｍ
３），犺ｍ 为在均衡面之上的地幔物质厚度．

我们可以将公式中的地幔物质厚度犺ｍ 表示为公式

（８），其中，Δε为组份均衡调整量．

犺ｍ ＝犺′ｃ－犺ｃ－Δε， （８）

将公式（８）代入（７）式，化简后得到公式（９）：

Δε＝犺′ｃ １－
ρ′ｃ

ρ
（ ）

ｍ

－犺ｃ １－
ρｃ

ρ
（ ）

ｍ

， （９）

另外，上面讨论中的地壳平均密度ρｃ 的确定，我们

以地震Ｐ波平均速度与密度的经验公式（１０）给

出［３６］，地壳平均厚度犺ｃ 可以根据地震解释模型结

果给出．

ρｃ＝犪＋犫犞ｐ， （１０）

本文中犪取４００，犫取３８２．

４　华北块体单元热均衡分析

中国大陆地区现今热流不但地势高的青藏高原

表现为高热流（＞８０ｍＷ／ｍ
２），而且地势较低的东

部沿海也表现为较高热流（６０～７５ｍＷ／ｍ
２），较类

似于北美大陆的情况．热流分布整体格局而言，主要

为东高、中低，西南高和西北低，产生这种格局主要

受中、新生代岩石圈构造热活动控制
［１１］．本文共收

集研究区范围内的华北地热流测量数据 Ａ类测点

１５１个，由于热流测点空间位置分布极其不均匀（如

图７中等值线所示），因此，首先通过 Ｋｒｉｇｉｎｇ空间

数据插值方法，将热流数据插值到１°×１°的空间网

格节点上（如图７所示），作为整个区域的热流平均

值；其次，去掉其中空间位置分布较近，并且热流值

相差很大的数据点；最后，选取了６１个热流数据测

点进行分析（分布如图７中的红色菱形图标）．

本文设计的华北地区岩石圈结构分为５层
［３７］，

沉积层热导率犽取２．２Ｗ／（ｍ·Ｋ），生热率犃 取

１．０８μＷ／ｍ
３；上地壳、中地壳和下地壳的热导率犽

分别取３．０、２．７５、２．５Ｗ／（ｍ·Ｋ），生热率犃 分别

取１．２５、０．８３、０．４μＷ／ｍ
３；岩石圈地幔热导率犽计

算方法根据公式４取得，生热率犃取０．０３μＷ／ｍ
３．

本文计算了一维华北岩石圈地温线，如图８ａ所示，

地表热流为４０，５０，…，１２０ｍＷ／ｍ２ 的９条曲线，计

算间隔为１０ｍＷ／ｍ２，等熵关系依据公式（３）．我们

根据公式（６），计算了理论的由于温度变化产生的地

形缩放量，并用图８ｂ给出了同热流理论关系．一般

内陆地区参考标准均衡模型的热流值多选择

４０ｍＷ／ｍ２，但是由于华北地区的平均热流值偏高，

因此，分别选择热流值为５０ｍＷ／ｍ２（图８ｂ中的黑

色虚线）和６０ｍＷ／ｍ２（图８ｂ中的黑色实线）的两个

参考模型作为标准．

华北地区由于现今典型的断陷型块体构造特

点，不同地块单元之间的差异性明显．因此，本文依

据现有对华北地区１０个典型次级块体单元之间的

地震勘探资料为参考［１３］，根据上述的热流平均值和

平均高程，统计了对每个块体进行热均衡分析需要

的模型参数，见表１．

表１　华北地区１０个次级地块热均衡分析模型参数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犪狋犪狊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犺犲狉犿犪犾犻狊狅狊狋犪狊狔

犿狅犱犲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犳狅狉狋犺犲狀狅狉狋犺犆犺犻狀犪

地块名称

／缩写

平均热流

（ｍＷ／ｍ２）
Ｍｏｈｏ深度

（ｋｍ）［１３］
平均高程

（ｍ）

Ｐ波平均

速度犞ｐ
［１３］

（ｋｍ／ｓ）

鄂尔多斯

块体／ＯＲＤ
６５．６５ ４０ １１１３．８９ ６．２５

阴山隆起／ＹＳＵ ６１．８３ ４４ １３８９．９７ ６．２５

太行隆起／ＴＨＵ ５５．５９ ４２ ５７０．９０ ６．２５

燕山隆起／ＹＡＳ ３９．４９ ４０ １３５９．２８ ６．２

鲁西隆起／ＷＳＤ ５５．１１ ３４．５ １４９．２３ ６．２５

河淮盆地／ＨＨＢ ６３．２０ ３４ ４１．０８ ６．１

冀中坳陷／ＭＨＢ ７５．８７ ２９ ２３．８０ ５．９

沧县隆起／ＣＸＵ ６４．６８ ３３ ４．８１ ６．１５

唐山震区／ＴＳＥ ５４．９５ ３２．５ １０５．６５ ６．１

苏南台褶带／ＳＪＵ ７２．８４ ３１．５ ３．５８ ６．２

　　现今每个块体单元的热流和高程关系如图８ｂ

中菱形块体所示，本文应用热均衡理论分析方法，将

表１中各参数带入公式（９），计算得出每个块体单元

相对于标准参考模型，由于密度差异和地壳厚度，在

重力作用下产生的均衡调整量．去掉重力均衡作用

引起的地表高程变化，恢复了高程热流关系，如图

８ｂ中的方形标志．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每个块体单元

的密度和地壳取值对计算结果的敏感性关系，在图

８ｄ中，给出了平均地壳密度和地壳厚度在可能取值

范围内的重力均衡产生的高程变化等值线图，其中，

标出了零值线位置，零值线表示与参考对比的标准

模型之间由于重力均衡作用产生的高程变化相差为

零，零值线左边的等值线为正，代表重力均衡作用使

该区地表高程向正方向调整，而零值线右边情况相

反．图８ｄ中方形图标给出了１０个块体单元在给定

地壳密度和深度后的重力作用均衡调整量．对华北

１０个次级块体单元对比计算后，文本又分别对选取

均匀空间分布的６１个地热流测点进行了计算，结果

０７８２



　１１期 陈　石等：华北地区热均衡、重力均衡与深部构造

图５　华北地区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常

Ｆｉｇ．５　Ａｉｒｙ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图７　华北地区地热流测点及热流平均分布特征

图中红色菱形标志为热流测点，等值线为华北地区热流分布，背景为１°×１°热流平均值．

Ｆｉｇ．７　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ｓｕｒｖｅ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ｒｅｄｄｉａｍｏ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１°×１°ｈｅａｔｆｌｏｗ．

如图８ｃ所示，图中的菱形代表原始观测的高程热

流关系，方形为去掉重力均衡作用对地表高程影响

后的高程热流关系，同时给出了标准热结构模型下

的理论参考高程热流关系．

从图８ｄ所示的１０个块体的重力均衡作用引起

地形的调整量与每个块体单元的平均高程存在一定

关系，鲁西隆起（ＷＳＤ）和苏南台褶带（ＳＪＵ）由于重

力均衡作用相对于参考标准均衡模型产生一定隆

起，阴山隆起（ＹＳＵ）和太行隆起（ＴＨＵ）由于平均地

形较高，重力均衡作用使其产生一定的下陷．这与重

力均衡理论所表达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从图８ｂ计算

的１０组块体结果看，除燕山隆起（ＹＡＳ）和冀中坳陷

（ＭＨＢ）两个块体恢复的地形热流关系不明显外，其他

块体都比较好地符合标准参考模型（６０ｍＷ／ｍ２）的理

论曲线．从计算结果看，通过有效的重力均衡校正，

有助于恢复热流高程关系，了解该区域的热均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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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热流结构和块体热均衡调整

（ａ）理论模型岩石圈等温线结构；（ｂ）华北次级块体热均衡调整模式；（ｃ）华北地区

６１个测点的热均衡调整模式；（ｄ）地壳平均密度和厚度与重力均衡调整关系．

Ｆｉｇ．８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ｓｔｉ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Ｔｈｅｏｒｙ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ｂ）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ｓｔｉ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ｂｌｏｃｋ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ｓｔ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６１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Ｔｈｅｉｓｏｓｔａｓｔｉ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ｅａ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态．从图８ｃ的较均匀分布于华北地区的６１组实测

地热流点的热流高程恢复关系上看，恢复后的地形

分布特点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参考曲线拟合，这也说

明了经过中新生代的华北块体各个单元之间的均衡

关系较复杂，不同区域不同块体单元差异性特征显

著，但是从华北地区现有数据恢复的热流高程关系

特征看，选择６０ｍＷ／ｍ２ 作为标准参考模型开展对

比研究是比较合适的．

５　结论和讨论

华北地区在中新生代曾经经历十分活跃的构造

运动，由于地幔上隆或地壳拉张作用形成了整个岩

石圈形变，造成水平方向上的强烈伸长和垂直方向

上的强烈减薄．当进入热沉降阶段，构造热冷却导致

岩石圈收缩、地表沉降，由于横向密度的差异和地壳

厚度不同，在重力作用下的均衡作用也从未停止．而

现今形成的断陷块体单元，已经被多种地球动力学

过程改造，包括：重力均衡、风化剥蚀、河流搬运、沉

积等，原有的热流高程相关关系遭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破坏．

本文依据全球重力场模型ＴｏｐｅｘＶ１８．１数据，

计算了华北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反演了 Ｍｏｈｏ界面

分布特征，通过收集的区域速度结构模型和岩石圈

热参数构建了理论岩石圈参考模型，并利用该区已

经得到的地热流测量结果，开展不同块体单元之间

和各测点的热演化和区域均衡对比分析，计算了该

区均衡校调整量．根据计算结果表明，文中给出的华

北地区五层岩石圈结构合理，采用的热均衡分析方

法可以恢复由于地壳和岩石圈减薄产生的热均衡调

整量．所得主要结论如下：

（１）在华北地区的岩石圈和地壳减薄过程中，由

２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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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构造块体单元之间横向密度结构的差异性引起的

非均匀重力均衡作用，导致了热流高程关系与理论

关系不相符，通过重力均衡校正技术，可以有效地去

除在当前相对均衡状态下，由于横向密度和地壳结

构变化导致的热流地形关系非协调变化量；通过建

立一个标准岩石圈热结构模型，可对比分析各个单

元和测点的热流高程关系，实现从现今观测的地表

热流、高程数据入手，直接开展区域动力学过程的对

比研究．

（２）本文研究在历史构造热冷却过程中，对比华

北地区１０个块体单元由于平均密度和地壳厚度的

差异，块体单元之间的重力均衡作用产生相对大约

２．０ｋｍ的地形差异（图８ｄ）．而由于地表区域平均

热流不同，可以产生约１．０ｋｍ的地形差异（图８ｂ）．

因此，横向构造密度差异产生的重力均衡量作用要

大于热均衡作用的影响，重力均衡力是主要改变华

北地区地形特征的作用之一．

（３）从重力异常场特征和反演得到的 Ｍｏｈｏ面

分布特征上看，Ｍｏｈｏ面的变形剧烈区域地震活动

性明显，同时这些地区的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常梯度也

较大．这些区域也与华北地区现在的各个活动块体

单元之间的边界位置一致，从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这

些次级块体单元不但地表的地球物理特征存在差

异，而且深部构造特征也不尽相同．

本文在实际计算中，对横向密度结构差异性约

束，主要参考前人的地震剖面解释成果，从地壳平均

地震波速和密度之间的线性关系考虑，对各个块体

单元之间的对比研究只在平均意义下是较可靠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华北地区地壳减薄是岩石圈张

裂过程中拉伸、地幔上隆以及张裂后构造热冷却等

综合地质作用的结果，我们只通过地热和重力两种

均衡作用考虑了热冷却收缩形成的地壳减薄量，并

且通过重力均衡量校正技术恢复了热演化中由于横

向密度和地壳结构不均一产生的地表高程调整量，

虽然结果与理论曲线趋势较一致，但计算的均衡调

整量级仅局限于距离现今较近扩张条件下的构造演

化过程．此外，在华北地区地壳减薄过程中，由于高

热流、多期构造拉张减薄对地壳产生的横向差异性

影响，在不同地区均衡持续时间不同，因此，这是出

现了有些地区的热流高程分布无法和标准曲线拟

合的原因之一．

本文方法依据热胀冷缩原理和重力均衡原理，

计算了两种均衡校正量．但实际地质演化过程中还

要考虑一些局部测点的测量误差，浅部放射性元素

产热率的异常，特别是华北地区地壳减薄区域，浅部

的局部高温区域由断裂构造活动诱导的岩浆活动，

从而产生个别地区的高热流背景的影响．这也是大

陆比大洋热均衡更复杂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未来研

究中，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扩展该方法的校正量

计算范围，将更多的地质演化作用及物理过程考虑

进来，参与计算，恢复热效应影响，分析地热史，为建

立地质模型过程中的参数选区提供数据基础和定量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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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匿名论文评审专家给出了诸多十分中肯

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朱日祥，郑天愉．华北克拉通破坏机制与古元古代板块构造

体系．科学通报，２００９，５４（１４）：１９５０～１９６１

　　　ＺｈｕＲＸ，ＺｈｅｎｇＴＹ．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犆犺犻狀犲狊犲

犛犮犻．犅狌犾犾．（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９，５４（１４）：１９５０～１９６１

［２］　黄立人，杨国华，王　敏．用速度场得到的华北地区活动块

体及变形．地震学报，２００３，２５（１）：７２～８１

　　　ＨｕａｎｇＬＲ，ＹａｎｇＧＨ，Ｗａｎｇ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ｏｃｋ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ｉｎ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３，２５（１）：

７２～８１

［３］　沈正康，王　敏，甘卫军等．中国大陆现今构造应变率场及

其动力学成因研究．地学前缘，２００３，１０（Ｓｕｐｐｌ．）：９３～１００

　　　ＳｈｅｎＺＫ，ＷａｎｇＭ，ＧａｎＷＪ，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狉狅狀狋犻犲狉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３，１０

（Ｓｕｐｐｌ．）：９３～１０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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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０，４３（５）：６５７～６６５

　　　ＪｉａｎｇＺＳ，ＺｈａｎｇＸ，ＣｈｅｎＢ，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ｃ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ｉｎ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ｓｔｏｆ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０，４３

（５）：６５７～６６５

［５］　马杏垣，刘和甫，王维襄等．中国东部中、新生代裂陷作用和

伸展构造．地质学报，１９８３，５７（１）：２２～３２

　　　ＭａＸ Ｙ，Ｌｉｕ Ｈ Ｐ，Ｗａｎｇ Ｗ Ｘ，ｅｔａｌ．Ｍｅｓｏ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ｔａｐｈｒｏｇｅｎｙ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犃犮狋犪

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３，５７（１）：２２～３２

［６］　嘉世旭，张先康，方盛明．华北裂陷盆地不同块体地壳结构

及演化研究．地学前缘，２００１，８（２）：２５９～２６６

　　　ＪｉａＳＸ，ＺｈａｎｇＸ Ｋ，ＦａｎｇＳ 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ｒｉｆ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ｉｎ．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狉狅狀狋犻犲狉狊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１，８（２）：２５９～２６６

３７８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４卷　

［７］　马杏垣．重力作用与构造运动．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８９

　　　ＭａＸＹ．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８］　Ｚｅｙｅｎ Ｈ，ＤéｒｅｒｏｖáＪ，Ｂｉｅｌｉｋ Ｍ．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ｒｐａｔｈｉａｎ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ａｔｆｌｏｗ，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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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１３４（１２）：８９～１０４

［９］　汪集，黄少鹏．中国大陆地区大地热流数据汇编．地质科

学，１９８８，（２）：１９６～２０４

　　　ＷａｎｇＪＹ，ＨｕａｎｇＳＰ．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ｄａｔａ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８，（２）：１９６～２０４

［１０］　汪集，黄少鹏．中国大陆地区大地热流数据汇编（第二

版）．地震地质，１９９０，１２（４）：３５１～３６６

　　　ＷａｎｇＪＹ，ＨｕａｎｇＳＰ．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狔犪狀犱

犌犲狅犾狅犵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０，１２（４）：３５１～３６６

［１１］　胡圣标，何丽娟，汪集．中国大陆地区大地热流数据汇编

（第三版）．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１，４４（５）：６１１～６２６

　　　ＨｕＳＢ，ＨｅＬＪ，ＷａｎｇＪＹ．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ｄａｔａｉｎ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１，４４（５）：６１１～６２６

［１２］　张文佑，张　抗，赵永贵等．华北断块区中、新生代地质构造

特征及岩石圈动力学模型．地质学报，１９８３，５７（１）３３～４１

　　　ＺｈａｎｇＷＹ，ＺｈａｎｇＫ，ＺｈａｏＹ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ａｎｄ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

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ｆａｕｌｔｂｌｏｃｋｒｅｇｉｏｎ．犃犮狋犪

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３，５７（１）：３３～４１

［１３］　嘉世旭，张先康．华北不同构造块体地壳结构及其对比研

究．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５，４８（３）：６１１～６２０

　　　ＪｉａＳＸ，ＺｈａｎｇＸ Ｋ．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ｂｌｏｃｋ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５，４８（３）：６１１～６２０

［１４］　段永红，张先康，方盛明．华北地区上部地壳结构的三维有

限差分层析成像．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２，４５（３）：３６２～３６９

　　　ＤｕａｎＹＨ，ＺｈａｎｇＸＫ，ＦａｎｇＳＭ．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

ｃｒｕｓｔａ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２，４５（３）：３６２～３６９

［１５］　王椿镛，张先康，吴庆举等．华北盆地滑脱构造的地震学证

据．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９４，３７（５）：６１３～６２０

　　　ＷａｎｇＣＹ，ＺｈａｎｇＸＫ，ＷｕＱＪ，ｅ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ｉ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４，３７（５）：６１３～６２０

［１６］　韩竹军，徐　杰，冉勇康等．华北地区活动地块与强震活动．

中国科学（Ｄ辑），２００３，３３（Ｓｕｐｐｌ．）：１５３～１６７

　　　ＨａｎＺＪ，ＸｕＪ，ＲａｎＹＫ，ｅ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ｏｃｋ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犛犲狉犻犲狊犇）（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３，４６（Ｓｕｐｐｌ．）：１５３～１６７

［１７］　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ＤＴ，ＳｍｉｔｈＷ ＨＦ．Ｍａｒｉｎ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ｒｏｍ

ＧｅｏｓａｔａｎｄＥＲＳ１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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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１０２（Ｂ５）：１００３９～１００５４

［１８］　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ＤＴ，ＳｍｉｔｈＷ ＨＦ．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ｏ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ｓｈｉｐｄｅｐｔｈ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犛犮犻犲狀犮犲，

１９９７，２７７（５３３４）：１９５６～１９６２

［１９］　邓起东，张培震，冉勇康等．中国活动构造基本特征．中国

科学（Ｄ辑），２００２，３２（１２）：１０２０～１０３０

　　　ＤｅｎｇＱＤ，ＺｈａｎｇＰＺ，ＲａｎＹ Ｋ，ｅｔａｌ．Ｂａｓ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犛犲狉犻犲狊犇）（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２，３２（１２）：１０２０～１０３０

［２０］　蒋福珍．华北地区重力场变化与构造运动的关系．地壳形变

与地震，１９９８，１８（１）：３８～４５

　　　ＪａｎｇＦＺ．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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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８，１８

（１）：３８～４５

［２１］　方盛明，冯　锐，田长征等．亚洲中部地区均衡重力异常特

征及地震活动性．地震学报，１９９７，１９（６）：６５０～６５４

　　　ＦａｎｇＳＭ，ＦｅｎｇＲ，ＴｉａｎＣＺ，ｅ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７，１９

（６）：６５０～６５４

［２２］　方盛明，冯　锐，谢志诚等．亚洲中部地区岩石圈均衡补偿

深度和弹性板模型反演结果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９９，４２

（增１）：１１５～１２２

　　　ＦａｎｇＳＭ，ＦｅｎｇＲ，ＸｉｅＺＣ，ｅｔ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ｆｏｒ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ｌａｂ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ｒｅｇ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９，４２（Ｓ１）：１１５～１２２

［２３］　方盛明，冯　锐，李长法等．亚洲中部地区地幔上部密度非

均匀性研究．科学通报，１９９７，４２（６）：６３３～６３７

　　　ＦａｎｇＳＭ，ＦｅｎｇＲ，ＬｉＣＦ，ｅｔ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

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Ｒｅｇ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７，４２（６）：６３３～６３７

［２４］　殷秀华，史志宏，刘占坡等．华北北部均衡重力异常的初步

研究．地震地质，１９８２，４（４）：２７～３４

　　　ＹｉｎＸＨ，ＳｈｉＺＨ，ＬｉｕＺＰ，ｅｔａｌ．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犌犲狅犾狅犵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２，４（４）：

２７～３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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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ｅｎＳ，ＷａｎｇＱＳ，ＺｈｕＹＱ，ｅｔ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ａｔ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犆犺犻狀犲狊犲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１１，５４（１）：２２～３４

［２６］　冯　锐，王　均，郑书真等．论华北地区的均衡状态

（一）———方法和局部补偿．地震学报，１９８７，９（４）：４０６～

４１６

　　　ＦｅｎｇＲ，ＷａｎｇＪ，ＺｈｅｎｇＳＺ，ｅｔ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１）—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７，９（４）：４０６～４１６

［２７］　冯　锐，张若水，郑书真等．论华北地区的均衡状态

４７８２



　１１期 陈　石等：华北地区热均衡、重力均衡与深部构造

（二）———复合补偿与深部构造．地震学报，１９８８，１０（４）：

３８５～３９５

　　　ＦｅｎｇＲ，ＺｈａｎｇＲＳ，ＺｈｅｎｇＳＺ，ｅｔ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８，１０（４）：３８５～３９５

［２８］　冯　锐，郑书真．对华北岩石圈构造的综合研究．科学通报，

１９８７，（２２）：１７２４～１７２７

　　　Ｆｅｎｇ Ｒ，Ｚｈｅｎｇ Ｓ Ｚ．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７，（２２）：１７２４～１７２７

［２９］　何丽娟．岩石圈流变性对拉张盆地构造热演化历史的影响．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２，４５（１）：４９～５５

　　　Ｈｅ Ｌ Ｊ．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ｎ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２，４５（１）：４９～５５

［３０］　Ｈａｓｔｅｒｏｋ１Ｄ，ＣｈａｐｍａｎＤＳ．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ｓｙ：

１．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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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１１２：Ｂ０６４１４

［３１］　Ｈａｓｔｅｒｏｋ１Ｄ，ＣｈａｐｍａｎＤＳ．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ｓｙ：

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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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１１２：Ｂ０６４１５

［３２］　ＣｈｅｎＳ，ＺｈａｎｇＪ，ＳｈｉＹ 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犃狆狆犾犻犲犱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０８，５（２）：９９～１０６

［３３］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ＡＭ．Ｍａｎｔｌ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ｆｒｏｍ ｐｈｏｎｏｎ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ｓ．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９９９，２８３

（５４０８）：１６９９～１７０９

［３４］　ＸｕＹ，ＳｈａｎｋｌａｎｄＴＪ，Ｌｉｎｈａｒｄｔ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ｏｌｉｖｉｎｅ，ｗａｄｓｌｅｙｉｔｅａｎｄｒｉｎｇｗｏｏｄｉｔｅｔｏ２０

ＧＰａａｎｄ１３７３Ｋ．犘犺狔狊．犈犪狉狋犺犘犾犪狀犲狋．犐狀狋犲狉．，２００４，１４３

１４４：３２１～３３６

［３５］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Ｄ，ＪａｃｋｓｏｎＪ，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Ｋ．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犈犪狉狋犺犪狀犱 犘犾犪狀犲狋犪狉狔

犛犮犻犲狀犮犲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００５，２３３（３４）：３３７～３４９

［３６］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ＮＩ，Ｍｏｏｎｅｙ Ｗ 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ｇｌｏｂａｌｖｉｅｗ．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１９９５，１００（Ｂ６）：９７６１～９７８８

［３７］　臧绍先，刘永刚，宁杰远．华北地区岩石圈热结构的研究．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２，４５（１）：５６～６６

　　　ＺａｎｇＳＸ，ＬｉｕＹ Ｇ，ＮｉｎｇＪ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２，４５（１）：５６～６６

（本文编辑　胡素芳）

５７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