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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山断裂带及其周边地区重力场 

和岩石层力学特性研究 

陈 石 徐伟民 石 磊 卢红艳 郭凤义 

(中国北京 100081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摘要 继 2008年汶川I M。8．0地震之后 ，2O13年 4月 20日又发生 了芦 山 Ms7．0地震 ，两次 

地震的发震构造同属龙门山断裂带．根据最新的重力和地形资料，采用岩石层弹性板模型， 

计算 了龙 门山断裂带及其周边地 区的二维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分布 ，并从岩 石层 的力学特征 

分析 了穿过两次地震震 中位置的重力剖面特征 ；结合 以往在该地 区的研究成果 ，分析 了岩石 

层 的力学变形 问题．结果表 明，以龙 门山为界 ，四川I盆地所在的扬子板块弹性厚度 为 33(±4) 

km，龙 门山西北 的松潘 甘孜地块 的弹性厚度 为 13(±4)km，两侧岩 石层存在 明显的力学 

强度差异．包括两次地震震 中范 围的龙 门山断裂 带南部 区域 的有效 弹性厚 度值小 于北部地 

区，说明该区域的岩石层更容易发生变形，可以解释在构造上具备强震发生的岩石层动力学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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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 field and lithospher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Longmenshan fault zone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Chen Shi Xu W eimin Shi I ei Lu H ongyan Guo Fengyi 

(Institute o
,t Geophysics，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f3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A{ter the 2008 W enchuan M s8．0 earthquake，a M s7．0 earthquake OC 

curred in Lushan County．Sichuan Province，on April 20，2013． The seis— 

mogenic structure of the two earthquakes both belong to Longmenshan fault 

zone．By using the latest gravity and topography dataset，this paper calculates 

2D lithospheric effective elastic thickness of the I ongmenshan fault zone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with lithospheric elastic plate mode1． Based on the litho— 

sphere mechanical propertie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gravity profiles which 

across the two epicenters are analyzed．And combining with previous researches 

in the area．the lithospheric mechanica1 deformation iS also analyzed． The r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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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s show that，with the boundary of Longmenshan，the effective elastic thick— 

ness of Sichuan basin located on the Yangtze Plate iS about 3 3(± 4)km，where— 

as that of the Songpan—Garze block iS about 13(_--4-4)km at the northwest of 

Longmenshan．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lithospheric mechanical strength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or the two blocks． The effective elastic thickness of the 

southern I ongmenshan region (including the scope of the two earthquake epi— 

centers)is less than the northern，suggesting that the southern region is more 

prone to lithospheric deformation．which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lithospheric 

dynamic conditions for great earthquake occurrence in tectonics． 

Key words：W enchuan earthquake；Lushan earthquake；effective elastic thick 

ness of lithosphere；gravity anomaly；Longmenshan fault 

引言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 M 8．0地震和 2013年 4月 20日芦山Ms7．0地震时问仅相隔 5 

年，发震构造都位于龙门山断裂带．这两次地震都具有非常严重的破坏性，给我国人民的 

生命财产造成 了巨大损失．汶川地震后 ，国内外学者对龙 门山断裂带及其周边地区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芦山地震发生后 ，许多学者从两次地震 的时空分布关系、发震机制、深 

部结构特点、主余震之间关系等方面展开了讨论(陈运泰等，2013；刘杰等，2013；王卫民 

等，2013)．这两次地震震源机制都为逆冲型，震中深度都为 19 km左右(张勇等，2009；刘 

杰等，2013)．两次地震都属于典型的板内大地震，都是由于印度板块向北推挤造成青藏高 

原东缘(以龙 门山为界)与扬子地块发生碰撞而最终导致的此类逆冲型地震 (郑勇等， 

2013)．从龙门山地区的历史地震活动性上看，地震活动性并不强．在龙门山南段地区历史 

上仅记录到 3次 ≥6．0的地震．在芦山 M 7．0主震后，M ≥5．0的余震发生 了 4次 (刘 

杰等，2013)．在对龙门山南段的地震危险性估计时采用平衡地震矩方法．首先，用 GPS数 

据计算龙门山断裂带及其周边地区主要断层的走滑速率；其次，根据地震目录估算主要断 

层上的地震矩释放程度 ；最后 ，给 出区域 内每个主要断层上 的地震矩累积或释放程度估 

计 ，亦 即通过平衡每个断层上地震矩累积和释放来估计地震危险性程度．研究认为由于该 

区域地震活动性不强，导致较大的应变积累没有得到应有的释放 ，构成 了此次芦山地震 的 

必要条件之一(Wang et nz，2010)． 

从青藏高原东缘的松潘 甘孜地块至四川盆地的扬子地块地形变化可以看 出，以龙门 

山为界存在约 4 km的地形落差．由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图可以看出，龙门山两侧的重力异 

常差异高达 200×10 m／s。．巨大的地形起伏和重力异常差异也表明在龙门山断裂带及其 

周边地区存在明显的构造变形和深部结构变化．根据对四川盆地沉积层年代和厚度分布研 

究，发现在盆地内部中新生代沉积厚度最大可达 lO km．沉积厚度最深处位于四川盆地西 

侧，多为中生代沉积 ；而新生代沉积仅集中在四川盆地西南部 ，最深为 700 m左右(Burch- 

fiel et al，2008)．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沉积特征上看 ，沿龙 门山断裂 的南北 区域应该具 

有不同的岩石层变形特征和演化历史．通过重力方法计算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进一步讨 

论相关的岩石层动力学的问题已经十分成熟．目前已有学者通过重力异常剖面研究青藏高 

原南缘地区的岩石层变形与动力学演化问题(Jin et al，1994，1996)；通过重力导纳方法研 

究该区域的重力均衡异常问题(陈石等，2011)；通过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方法来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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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周边地区的岩石层动力学问题(Chen et al，2013)等． 

本文以岩石层弹性板模型为基础 ，通过计算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的方法，研究龙 门山 

断裂带两侧的岩石层构造差异特征；通过模型计算与实际观测的重力异常之间的对比，反 

演等效 的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变化 ；最后根据反演结果 ，进一步分析跨震 中剖面异常特征 

和岩石层刚度变化对地震危险性 的影响． 

1 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的计算方法 

岩石层长期变形演化特征与其力学强度具有密切的关系 ，通常可以用岩石层刚度或岩 

石层有效弹性厚度来表征岩石层的力学强度特征．岩石层刚度 D与有效弹性厚度 T 之间 

的关系可表示为 

D 一 ㈩  

式中，E为杨氏模量 ， 为泊松 比． 

不同地区的岩石层通常具有不同的刚度特征 ，如果岩石层用一个弹性板来近似，在给 

定刚度参数后 ，可以计算弹性板 的挠曲变形特征 ，并进一步计算其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和布 

格重力异常．岩石层弯曲变形的大小可以用一个变形参数 a来表示，a值可用于估算造山 

带边缘的前陆盆地宽度和地形挠曲变形大小(Turcotte，Suchubert，2002)等： 

d i  4／ 一 (2) ,
10 一

4D 
,

g_ 

式中， 为地幔密度 ， 为盆地 内沉积物密度． 

众所周知 ，重力异常是 由于地形在岩石层之上的加载作用引起岩石层底部挠曲而产生 

的，因此，在给定岩石层刚度或有效弹性厚度等力学参数后 ，就可以算出岩石层挠 曲变形 

量 ，进一步可以计算模型重力异常．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和布格重力异常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W atts，2001)： 

Ag ⋯ ( )===2~G(p ～ p )H (k)e (1一 (k)e ) (3) 

AgH0u (是)一一 2aG(p 一 )H (忌) (志)e (4) 

式中，k为波数；H(k)为地形谱，即实际地形在频率域的表示；Ag(k)为重力异常谱，可以 

通过 Fourier逆变换计算，得到空间域 的重力异常；Ag ⋯ (k)为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 

AgB。 (忌)为布格重力异常；10。为地壳密度；G为万有引力常数；t为地壳厚度；d为地形 

起算平面到异常计算平面的距离(本文采用的高程和计算异常平面同为大地水准面，此时 

d===0)； ( )为均衡响应函数，该函数是一个频率函数，表征不同波长特征岩石层的变形， 

采用下式计算 ： 

( )一『 +1] (5) Ll
,iOm—  g 

通过式(3)、(4)给定地形谱和岩石层力学参数后，即可计算不同模型参数的理论重力 

异常；再通过与实测重力异常比较，求最小均方根误差，即可获得不同区域的岩石层刚度 

或有效弹性厚度的参数估计．本计算中，E一95 GPa， 一0．295，ID 一3 120 kg／m。，l0 一 

2670 kg／m。， 一2 400 kg／m。，t一30 km．以上参数的选取参考了 Jiang以及 Fielding的 

结果．他们认为，青藏高 原东缘地 区的 丁 值非常之低 约为 7 km (Fielding，McKen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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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力学参数． 

另外 ，本文还选择了横跨汶川地震震中的 ww 剖面和芦山地震震 中的LL 剖面．通过 

对比两条剖面上地形、重力异常和不同岩石层参数模型的理论曲线关系，来认识和分析发 

震震中构造的岩石层力学特点 ，为进一步分析强震危险区特征提供科学依据．为了进一步 

对该区域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需要将经纬度坐标转换为平面坐标，因此，本文均采用 

兰伯托(I ambert)投影进行坐标转换，投影中心经度为 102．5。E，纬度为 32。N．以下各图 

中，均采用投影后的平面坐标． 

本研究中使用的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数据 (TOPEX V20．1版本 )和地形数据 (SRTM— 

Plus V15．1版本)，均来 自TOPEX最新提供的全球重力异常数据库①，原始数据 网格精度 

为 l ，网格点 问距约为 2 km (Sandwell，Smith，1997，2009；Smith，Sandwell，1997)．本 

研究主要关注 由于地形加载引起的岩石层挠曲变形．这个过程中岩石层相当于一个低通滤 

波器，即由于岩石层具有一定抗弯刚度，对于小尺度的地表地形加载不能使岩石层底部产 

生挠曲变形．而且浅部由于地壳不均匀密度分布而产生的高频重力干扰也不在本文的模型 

考虑之 中，因此 ，在进行二维频率域模型计算之前 ，对 自由空气重力数据(图 2)和地形数 

据都采用 50 km高斯低通滤波器进行滤波，并对 自由空气异常数据进行了中区和远区地形 

校正及 中间层校正处理 ，最后得到布格重力异常(图 3)．再根据式 (3)和式(4)，分别计算 

了不同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下的模型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和布格重力异常． 

从 图 2的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可以看出，在龙 门山断裂带西北侧的青藏高原东缘边界位 

置存在 明显的重力正异常 ，其异常幅度最大约为 100×10 m／s ，且正异常在靠近龙 门山 

断裂带一侧最大．这说明由于印度板块持续向北推挤引起 的青藏高原东缘地 区不断向龙 门 

山一带水平运动，但由于受到扬子地块的阻挡 ，在龙门山一带引起了大规模的地壳横向缩 

短变形，并导致地壳持续增厚，堆积大量物质，大量物质的盈余形成了重力正异常带．同 

时，从图 2中也可以发现在四川盆地内分布着大范围的自由空气负异常带 ，盆地西边界的 

负异常明显大于东部 ，其 中以盆地西南角新生代沉积区负异常值最大，最大值超过 120 

×10 m／s。．其异常形态与图 1中的盆地沉积厚度正相关．自由空气重力正异常意味着区 

域物质相对盈余，而负异常表示相对亏损．四川盆地内部正是由于沉积物质密度小于地壳 

平均密度，且重力异常与沉积厚度相关说明了重力负异常主要 由于低密度盆地沉积引起 ， 

并且盆地下方的地幔物质上升不足以弥补质量较轻的盆地沉积． 

图 3中的布格重力异常是在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基础上 ，经由地形校正和中间层校正后 

得到 ，由于布格重力异常中已经去掉地表地形起伏 的影响，因此，该异常主要的低频成份 

是由深部地壳界面起伏引起的(由于地幔物质与地壳物质之间存在密度差)．从图3中可以 

看出，龙 门山断裂带正处于布格重力异常梯度带上 ，整个青藏 高原东缘地 区均为负异 常， 

四川盆地异常大于青藏高原．从异常大小可以看出，正是 由于地形对岩石层 的垂 向加载作 

用 ，引起 了挠 曲变形 ；由于弹性板受到垂 向重力均衡作用 ，形成 了所谓的“山根”；又 由于 

地壳物质密度小于地幔密度 ，从而引起物质相对亏损，最终在地势高的地区形成大面积的 

负异常区．但是在盆地 内部 由于沉积层密度较小于地幔上涌物质 ，最终形成 了高异常区． 

而对于龙 门山断裂带虽然其地形较高 ，但是 由于存在地壳横 向挤压作用 ，部分地表物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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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完全均衡状态(产生对应的“山根”)，因此 ，在龙门山地 区形成 了布格正负异常过渡 

区和布格异常高梯度带 (图 3中的 B和 C区)． 

3 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估算结果和剖面分析 

本文为研究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不同地块之问和龙门山断裂带南北段 的岩石层力学特性 

差异 ，将研究区划分为 A，B，C和D 区域．首先对这 4个区域的重力异常进行了理论模型 

计算．分别计算 了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 T 不同的 15组模型的理论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和布 

格重力异常．其中第一组厚度为 1 km，最后一组为 61 km，中间相邻两组之差为 4 km．分别 

将每组数据与实际观测的重力异常进行对比，求最小均方根误差下的模型厚度值，即作为 
一 个区域的最佳值．图4是对 A，B，c和D区域分别计算的均方根误差变化结果(其中使 

用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和布格重力异常的计算结果趋势类似，图4结果为 自由空气重力异常 

理论模型和观测模型的均方根误差)．图 4a是 A与 D 两个 区域的对 比结果 ，图 是 B与 

C两个 区域的对 比结果． 

图 4 研究 区 A，B，C和 D 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1 )反演结 果技误差 曲线 

Fig．4 Inversion results and error curves of lithospheric effective 

elastic thickness( )in the regions A，B，C and D 

A区代表的青藏高原东缘松潘 甘孜块体的最佳拟合 T 值为 13 km，D区代表的四 

川盆地的扬子块体拟合 T。值为33 km．由拟合的最佳岩石层弹性厚度可以看出，四川I盆地 

内部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刚度)明显高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也就是扬子地块较硬，这也 

正是为何由于两个地块的碰撞而在龙门山地区产生大范围地壳横 向缩短的原因之一．在以 

龙门山变形带为主体的B和c两个区域内，B区的最佳拟合 r厂 值为 21 km，C区的最佳拟 

合 T 值为 33 km．这说明如果把两个区域看作一个整体，B区的岩石层刚度小于C区，C 

区与四川盆地平均的岩石层刚度相当．一般造山带的岩石层弹性厚度较小 ，而对于古老而 

稳定的克拉通而言岩石层弹性厚度较大．在变形强烈的地区岩石层弹性厚度一般小于变形 

较弱地区．从 B区和 C区的拟合结果上可以看 出，龙 门山断裂带的南段变形要强于北段． 

这也可 以从 四川I盆地现有沉积物年代上推断 ，因为只有在南段对应 的四川盆地西南角存在 

新生代沉积，才能够说明该区域在新生代存在明显的岩石层挠曲，进而才会形成较新的新 

生代前陆盆地沉积地层序列．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岩石层弹性厚 度变化如何影 响重力异常，以及两者之间的关 系特 

点，我们选择了横跨震中位置，且跨过变形较强烈 B区的两个剖面进一步深入研究．图 





7OO 地 震 学 报 

图5b，e分别为选择的不同岩石层 丁 值理论模型(实线)与实际自由空气重力异常(虚 

线)的曲线对 比；图 5c，f分别为选择 的不 同岩石层 ，， 值理论模型(实线)与实际布格重力 

异常(虚线)的曲线对比．从图 5b，C中可以发现，随着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 T 值逐渐增 

加，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两侧的重力异常变化趋势正好相反．在四川盆地一侧随着 T 值 

增加，重力负异常值减小，异常绝对值增加，这体现在盆地内部沉积层密度较低，由于受 

到地幔均衡力作用，岩石层被迫向上弯曲变形，随着 T 值增加岩石层的抗弯刚度变大，这 

种挠曲变形受到抑制，但这时盆地内的低密度沉积得不到地幔高密度物质的弥补，使得重 

力负异常值不断减小；而在青藏高原一侧这种情况则正好相反，这种机制体现在随着 T。 

值的增加 ，岩石层底部变形受到抑制，无法形成对应的低密度“山根”，因此 ，重力异常不 

断增加．这种高原与盆地之问的均衡机制差异随着 T 值变化对自由空气重力异常和布格 

重力异常产生的影响趋势是相似的．图 5b，C中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之间有一个变化趋 

势转折交叉点，该点位于剖面起点约 220 km处．该点可以看作高原与盆地之间的分界线， 

也是岩石层刚度变化最大的位置．在该点左边的高原地区我们可以看出实际观测的重力异 

常与 T ===9 km的红线模型曲线较接近 ；而在该点右边的盆地地区，实际观测的重力异常 

与 T 一33 km的绿线模型曲线较接近．这种差异性正好体现了盆山结合带之问的岩石层力 

学差异性特征．也就是说 ，如果要研究一个复杂区域范围内的 值 ，有必要使用变刚度模 

型来进行拟合．特别是在盆山结合带地区，不同刚度或 T 值 的模型曲线差异不大，因此， 

可能需要划分较细单元进行拟合． 

另外 ，仔细观察 图 5b高原与盆地之 间的模 型曲线和实际观测异常曲线特征 ，在距离 

剖面起点约 180 km处 ，实际观测的异常曲线要远 高于 T 一9 km 的红色曲线，与 T 一53 

km 的蓝色曲线相近．这种现象表现出的局部重力异常远高于整体接近 丁。值模型计算的重 

力异常值 ，可以看做一种局部的地形未得到均衡补偿(形成“山根”)．在力学机制上可能是 

由于两个块体之间的推挤而产生的岩石层板下加载的构造应力所致，由于地形形成时间很 

短，还没有经过一定的地质时间尺度变化得到均衡补偿．因而并不能局部地认为该区的岩 

石层刚度或有效弹性厚度 T 很高 ，这可以避免与我们在宏观上对于造山带处 ，r 值应该较 

小的认识产生矛盾．所以要理解 T 的物理意义，往往要综合理解地质和地球物理等多方 

面的因素而做出解释．特别是对于小尺度的区域计算 T。值变化实际意义可能不大，因为 

只有在一定规模尺度下区域重力势能对岩石层变形才能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那些 

小尺度地形或局部区域较为急剧的变化可能主要因远程板块的相互挤压或下地幔对流拖曳 

等非垂向作用力对局部岩石层变形作用而引起，那么这种情况下仅仅用一个岩石层有效弹 

性厚度 T。来解释岩石层的力学状态就不再合适了．对比图5b与图5e，我们也可以看到类 

似的现象．这种情况往往也在地表伴随逆冲型构造中出现．而对比剖面上的两次地震震中 

的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两次大地震的震 中都 出现在盆山岩石层接触带位置 ，即岩石层有效 

弹性厚度变化最大的位置．在汶JIi地震 的 ww 剖面上 ，震中位置接近盆山岩石层 交接位 

置 ；而芦山地震的LL 剖面上 ，震中位置更接近于盆地方向．因此，这个结果可能对未来强 

震危险区的判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 以上对图 5的剖 面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对于整条剖面采用单一的有效弹性厚度 

T。值来拟合整条剖面上的重力异常可能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在二维波速域内，采用滑 

动窗 口的方法 ，分块拟合了研究区覆盖范围上的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变化，窗 口大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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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以弹性板均衡和岩石层挠 曲变形理论为基础，解释了岩石层力学强度特征和与现今 

岩石层动力学演化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方法，基于自由空气重力异常与布格重力异常 

估算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的结果基本一致，得到青藏高原东缘地区 值为 13(±4)km， 

四川I盆地内部的T 值为 33(±4)km．对该区域已有研究结果主要包括：Jordan和 Watts 

(2005)采用布格重力异常估算包括四川I盆地在内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 T 值在 20 45 

km之问，而青藏高原 内部的 T 值在 5 35 km之 间变化．Braitenberg等(2003)估计整个 

青藏高原的 T 值在 1O 30 km之间．Jiang和 Jin(2005)采用变 刚度模型得到的结果估计 

四川I盆地的 T 值约为 45 km，而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 T 值在 36—38 km之间．Fielding 

和 McKenzie(2012)通过二维导纳法分析得到的青藏高原东缘 值非常低约为 7 km．本 

文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结果在范围上一致，但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时空分辨率 

也不完全一致 ，所以 T。绝对值略有差异．综上所述，本文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 

1)通过重力异常可以对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进行估算，对比不同地区的 ，厂 值可以研 

究岩石层的变形演化问题．本文计算的龙门山及其周边地区的T 值变化，发现以龙门山 

构造活动带为边界 ，两侧 T 值存在显著不 同．四JII盆地所在的扬子地块力学强度明显高 

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从整体计算得 到的 T 值变化看 ，扬子地块 的岩石层平均 刚度大于 

松潘 甘孜地块 16倍左右． 

2)由于青藏高原不断受到印度板块的向北推挤 ，且扬子地块的岩石层较硬 ，因此 ，在 

龙门山地 区形成了大规模的地壳横向缩短和地形隆升 ，导致了靠近龙 门山地区出现局部 自 

由空气重力高异常区．且从岩石层弹性均衡模型分析，这部分质量并没有在深部得到补 

偿，即该区尚处于非均衡状态．从龙门山南北地区的局部 T 值变化看，其北段的T 值大 

于南段，这一点与四川盆地仅在西南部存在新生代沉积一致，即在新生代龙门山南段的岩 

石层可能还在不断变形． 

3)对不同空间尺度 丁 值估算问题．使用不同的模型和方法可以得到不同的岩石层有 

效弹性厚度(re)估算结果．丁 的绝对值并不具有确定性意义 ，因为采用的计算模型和方法 

不同，T 值会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不同地区 T。值之间的相对差异，可用于评价不同地区 

的岩石层差异性演化特征．在大尺度的空间范 围内，重力势能是岩石层变形演化的首要因 

素，但是对于小尺度的区域性问题，需要考虑板块问相互挤压的横向作用力及壳幔边界的 

对流拖曳作用等，因此选择合适的尺度和区域来评价的差异性特征是解释岩石层动力学问 

题的关键．我们得到的龙门山地区的复杂 丁 变化结果，就需要根据其具体地质与地球物 

理相关条件进行分析和解释． 

4)龙门山恰好处于盆山结合带部位，紧邻四川I盆地西缘前陆盆地的中新生带沉积厚 

度最深区．从本文得到的结果可 以看出，在龙门山构造带南部区域 的 T 值更接近 于青藏 

高原东缘地区的丁 值，而北部区域的 T。值更接近于四川盆地岩石层 丁 值．从两个跨过 

震中的重力剖面分析结果看，两次地震都发生在不同 T 模型变化的盆山特征交接点附近． 

由于在这个交接点附近 的 T 值变化对重力异常影响不显著 ，因此，在二维变 T 模型反演 

结果中，都出现了局部的最小 RMS反演结果为高 T 值，进而形成了局部的 值变化梯 

度带．根据这两次地震经验，可以为以后对潜在震源区危险性评价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5)通过重力异常方法 ，结合岩石层弹性板理论还可以研究前陆盆地、造山带在不同地 

质演化史中的岩石层变形问题．在掌握一定 的沉积层物性资料后 ，可以进一步通过弹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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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方法恢复盆地的构造演化历史，反演和计算不同地质时期的 T 值随时问变化特征． 

在本文的研究中，对于岩石层有效弹性厚度估算仅采用了较为简单的弹性板模型，并 

没有考虑板下加载作用、岩石层非弹性刚度系数 、力学各 向异性参数 、地壳分 层密度模型 

等因素，因此，所得到的值仅适于评价在地质时间尺度上的变形问题和对比大尺度下不同 

区域岩石层的构造演化差异性问题．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对于认识重力异常与岩石 

层演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两个震源区剖面的模型与实测结果分析，可以进一 

步解释发震区域的岩石层力学特点，这对于潜在震源区危险性判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研究过程中得到了美国密苏里大学刘勉教授在方法和思路方面的指导；在评审过 

程中，评审专家给出了有益的建设性意见．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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