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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日云南鲁甸发生 犕Ｓ６．５地震，震源机制显示该地震为左旋走滑型，断层破裂面以北西向为

主，与昭通断裂带近乎垂直．本文基于三维重力反演技术，采用Ｃｒｕｓｔ１．０地壳结构模型和最新 Ｍｏｈｏ面深度模型联

合约束，反演得到了该地震震源区及周边的三维密度结构特征．反演结果表明：鲁甸地震震源区南北两侧块体运动

受到昭通断裂不同程度阻隔，在地质时间尺度上，昭通断裂北段地壳物质运移的阻挡能力相比南段更强．通过进一

步调查距离震中较近的流动重力测点的点值变化发现，从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大海村（Ｐ１）重力点值减小，

减小幅度达到１９μＧａｌ，而位于昭通断裂东北侧的江底（Ｐ５）重力点值同期变化显示为增加，其他距离较远测点在震

前重力变化不明显．综上结果对鲁甸地震的成因机制给出了初步解释．本文结果对于认识孕震区深部结构及地球

物理场时空变化特征具有一定的意义．对识别与局部重力变化有关的地震前兆也同样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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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日１６时３０分在云南省昭通市

鲁甸县发生了犕Ｓ６．５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震中

位置为２７．１°Ｎ，１０３．３°Ｅ．该地震已经造成了数百人

死亡，受灾面积可能达到１．４万ｋｍ２．该地震发震位

置，位于川滇交界东部，距离震源区最近的已知断裂

为近北东走向的鲁甸—昭通逆冲断裂，而通过本次

地震记录到波形资料反演得到的震源机制解显示，

该地震为左旋走滑型（刘超等，２０１４），余震分布显示

破裂面走向为近北西向．目前现有资料显示，本次地

震并未发生在已知断裂带上，是否与２０１３年四川芦

山犕Ｓ７．０地震相似，发生在隐伏断裂位置上（徐锡

伟等，２０１３）？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结合中国地震

科学台阵（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南北地震段南段项目获得最

新 Ｍｏｈｏ面结果为约束，利用ＥＧＭ２００８自由空气

重力异常数据计算得到的布格重力异常，对该地震

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壳内三维密度结构约束反演．但

从取得的三维密度结构结果上能否给出该地震震中

区的物性特征，并进一步对该地震发震构造给出模

型解释．

从２０１２年起，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针对

全国地震重点危险区进行了地球物理场强化监测，

在该区域已完成了多期强化流动重力观测工作，从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共完成６期重复测量．

而距离本次地震震中位置最近的大海村（Ｐ１）测点

仅１９．１ｋｍ，由该点流动重力观测获得的重力场变

化信号，由于距离震源区位置较近，因此，有利于揭

示在地震孕震过程中场源物性与结构变化．在此对

距离震中位置距离较近的６个测点重力点值变化特

点进行分析，对可能与地震孕育相关的重力场变化

给出物理解释．

本文结合流动重力加密测点的空间位置，选择

研究区在１０１—１０４°Ｅ，２６—２８．５°Ｅ区域内，区内已

知断裂、地形特征和重力测点分布以及本次地震的

主震和余震序列空间分布位置，如图１所示．在第二

部分详细对本次研究采用的三维重力反演方法、模

型建立和参考模型约束等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三部

分给出了三维密度反演结果和跨震中附近位置的三

维密度结构切片特征，并得到了一种相对于已知地

壳密度结构模型的“扰动”重力异常场，该异常场与

壳内剩余密度体分布密切相关，它与构造运动具有

更强的相关性，并对研究地震活动的长期趋势性具

有一定指示意义．第四部分就距离本次主震震中较

近的６个测点重力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五部

分对本文研究的两个问题的研究结果及可能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讨论．

２　重力三维反演原理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三维密度结构反演工作，数据以

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提供的自由空气重力异常为基础，

该模型提供高达２１６０阶的重力异常场球谐系数，模

型空间分辨率约５′，在中国大陆上的重力异常平均

精度优于１０．５ｍＧａｌ（付广裕等，２０１３；章传银等，

２００９）．首先对其进行地形校正和中间层校正，得到

布格重力异常，并采用５０ｋｍ高斯低通滤波得到区

域布格重力异常（如图２所示）．由于重力位场反演

在数学上属于典型的不适定问题，并且反演多解性

很强，因此，如何对反演过程施加合理的约束是反演

结果是否符合实际地质构造情况的重要保证．本研

究在全球Ｃｒｕｓｔ１．０模型基础上，结合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项

目根据接收函数方法反演得到的 Ｍｏｈｏ面精细结构

模型，给出了包含上地幔顶部，下地壳、中地壳、上地

壳和沉积层在内的五层结构三维模型，并以此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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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构造及重力测点分布

左上图蓝色实线标注了本文研究区位置，橙色实线为中国大陆活动地块边界位置，其中，ＷＣＢ：西域地块；ＴＰＢ：青藏地块；ＳＣＢ：华南地块．

图中蓝色实线为断裂分布，ＪＨＦ：金河—箐河断裂；ＮＮＨＦ：安宁河断裂；ＺＭＨＦ：则木河断裂；ＸＪＦ：小江断裂；ＮＨＦ：宁会断裂；ＺＴＦ：昭通断

裂；ＬＦＦ：莲峰断裂；黑色空心四边形为重力重复观测点位置，其中Ｐ１—Ｐ６为距离本次地震震中较近，本文重点讨论的测点，分别为

Ｐ１：大海村；Ｐ２：金塘；Ｐ３：大桥乡；Ｐ４：迤车；Ｐ５：江底；Ｐ６：鲁甸；图中背景起伏为研究区地形特征；红色五角星标注位置为本次鲁甸６．５级

地震的震中位置，周围黑色圆点为本次地震的余震序列分布；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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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ｇ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ｌｕ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ｅｆｔｍａｐ．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ｏｃｋ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ＷＣＢ：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Ｂｌｏｃｋ；ＴＰＢ：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ｌｏｃｋ；ＳＣＢ：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ｓｓｈｏｗａｓｔｈｅｂｌｕ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

ＪＨＦｍｅａｎｓＪｉｎｑｉ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ＮＮＨＦｍｅａｎｓＮ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ＭＨＦｍｅａｎｓＺｈｅｍｕｈｅｆａｕｌｔ；ＸＪＦｍｅａｎｓ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ＮＨＦｍｅａｎｓ

Ｎｉｎｇｈｕｉｆａｕｌｔ；ＺＴＦｍｅａｎｓＺｈａｏｔ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ＬＦＦｍｅａｎｓＬｉａｎｆｅｎｇｆａｕｌｔ．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ｈｏｌｌｏｗ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ｈｏｗａｓ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ｎａｍｅｄＰ１Ｐ６，Ｄａｈａｉｃｈｕｎ（Ｐ１），Ｊｉｎｔａｎｇ（Ｐ２），Ｄａｑｉａｏｘｉａｎｇ

（Ｐ３），Ｙｉｃｈｅ（Ｐ４），Ｊｉａｎｇｄｉ（Ｐ５），Ｌｕｄｉａｎ（Ｐ６）．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ｍａｐｉｓ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ｌｉｅｆ．Ｔｈｅｒｅｄｓｔａｒｍａｒｋ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ｏｆ

ＬｕｄｉａｎＭｓ６．５．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ａｔｔｈｅｒｅｄｓｔａｒａｒｅ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ｅｖｅｎｔ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始参考．在具体的三维反演技术方面，以 Ｏｃｃａｍ最

小构造反演原理（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７）为基础，

得到了基于高精度 Ｍｏｈｏ界面和地壳模型约束的最

优光滑三维密度结构模型．

２．１　布格重力异常

本文以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给出的自由重力异常模

型（Ｐａｖｌ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２）为基础，投影后异常

网格插值为１０ｋｍ 间距，在布格重力异常计算方

面，本文采用Ｆａ２ｂｏｕｇ计算程序（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地壳平均密度取２．７ｇ·ｃｍ
－３，并进行计算

得到布格重力异常，为了消除上地壳近地表的浅源

剩余密度异常的高频干扰，本文统一采用５０ｋｍ高

斯低通滤波方法，得到如图２所示的区域布格重力

异常，异常值变化范围在－１６３～－３５０ｍＧａｌ之间．

从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场特征上看异常最小值在西北

位置，存在一个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的趋势性背

景，这种趋势性特征与该区域的 Ｍｏｈｏ面起伏相一

致．在图２所示的区域布格重力异常中，其高频分量

部分受区域内构造控制较明显，如近南北向分布的

安宁河断裂带（ＮＮＨＦ）、则木河断裂带（ＺＭＨＦ）、小

江断裂带（ＸＪＦ）和莲峰断裂带（ＬＦＦ）都对应布格重

力异常的低值区，并在断裂两侧的重力变化呈高梯

度特征，这说明布格重力异常特征可以反映与断裂

构造相关的壳内剩余密度异常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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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图２中位于莲峰断裂带（ＬＦＦ）与昭通

断裂（ＺＴＦ）之间的区域布格重力异常进行分析．发

现存在一个与本次地震主震及余震分布方向相一致

的北西向“高低高”型异常特征，并且已知的余震

序列都位于重力异常低值区范围内．为此认为鲁甸

地震北向西破裂面两侧的布格重力异常高值区可能

对应两个上地壳内“高剩余密度”特征的微块体，在

青藏高原物质整体东移的过程中，受到北东向构造

阻挡，在地表形成了昭通逆冲断裂带（ＺＴＦ）．

２．２　参考地壳模型构建

如前所述，重力反演由于具有很强的多解性，因

此，对于反演问题，如何对模型施加有效的约束条件

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主要采用了Ｃｒｕｓｔ１．０（Ｌａｓｋ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提供的地壳分层模型（２０１３年７月发布，

模型空间分辨率１°）和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项目通过最新流

动地震台阵资料给出的高精度 Ｍｏｈｏ面起伏模型

（模型空间分辨率为０．２５°）为参考．建立了从０～

７０ｋｍ深度范围，垂向分辨率约２ｋｍ，水平分辨率约

１０ｋｍ的三维密度网格单元模型，包含沉积层、上地

壳、中地壳、下地壳和上地幔共５层结构的参考密度

结构，如图３所示．

在图３中结合本次地震发震震中位置，分别给

出了震中位置南北向剖面和东西向剖面的参考密度

结构模型．特别是，本次在构建地壳参考模型时，考

虑Ｃｒｕｓｔ１．０地壳分层模型的基础上，同时使用了最

新通过接收函数方法得到的 Ｍｏｈｏ面起伏模型．这

对于三维密度反演过程中地壳密度分布的分层特性

和深部 Ｍｏｈｏ面起伏引起的低频趋势性重力异常特

征，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约束效果．因此，对于本文的

地壳密度结构反演结果，其刻画的浅部密度不均匀

体分布特征应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并且有可能进一

步刻画出与断裂构造相关的中上地壳密度结构

异常．

２．３　三维重力反演原理

三维位场反演问题其技术手段都可以归结为求

解线性方程问题．其中，反演的模型网格几何结构确

定后，可以计算得到一个矩阵单元，不同的模型物性

参数与该矩阵相乘就可以得到观测重力异常，以（１）

式表示：

犌犿 ＝犱
ｏｂｓ， （１）

其中，犿是模型物性数据，犱ｏｂｓ是观测数据，犌是核矩

阵．如果将设计的三维地下网格剖分为 犕 个小块

体，观测数据为 犖 维向量，核矩阵犌 为犖×犕 矩

阵，一般情况下犕犖，即要反演的模型单元数目远

大于观测数据个数．因此，这种情况下该式的正演计

算是适定的，但是反演解是非唯一的．那么如何通过

改进模型目标函数或增加约束信息作为定解条件是

解决三维位场反演的关键技术问题．

本文使用的反演方法基于Ｏｃｃａｍ原理，反演结

果具有过渡连续和光滑等特性，也称最小构造反演，

通常反演结果与实际地质认识较一致．在该方法中，

定义了光滑度的概念，并引入一种深度加权函数，用

于克服反演结果的密度异常体分布更容易趋向地表

的“趋肤效应”．本研究采 用 ＵＢＣＧＩＦ 提供的

ＧＲＡＶ３Ｄ程序包完成本次三维密度结构反演（Ｌｉ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ａ，１９９８ｂ；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７４）．

在实际反演过程中，由于反演单元随着深度的

不断增加，位场的异常衰减迅速，因此，远离观测点

位置的网格单元对于异常贡献度很低，在反演过程

中经常表现为反演结果物性变化集中于观测平面附

近，这会与大多数真实的地质情况不符．在这里引出

深度加权函数就是为了抵消位场数据的衰减．将深

度加权函数加入反演目标函数可以使得在各个不同

的深度都有可能包含场源体，从而使反演结果更能

真实地反映地下地质情况．深度加权函数通常采用

如下形式：

狑
２

狉
（狕犼）＝

１
（狕犼＋狕０）β

， （２）

其中，狕犼是第犼个小块体的深度，β和狕０ 是可以调整

的参数，用于抵消核矩阵随深度的衰减，根据

ＧＲＡＶ３Ｄ软件和Ｌｉ等（１９９８ａ）的研究结果，通常对

于磁法反演问题β＝１，而对于重力反演问题β＝２．

而狕０ 可以通过程序自动计算得出，本研究通过对比

选择狕０＝１５ｋｍ，β＝２．

反演结果能否与观测的地球物理数据拟合是反

演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通常情况下，观测数据

可由公式（３）表示：

犱ｏｂｓ＝犱
ｔｒｕｅ
＋ε， （３）

其中，犱ｏｂｓ为实际观测数据，犱ｔｒｕｅ为真实的异常数据，ε

为噪声，噪声也包括由测量本身带来的误差．如果反

演模型完全精确地与观测数据一致，那么这个反演

结果同时重建出噪声和误差．因此，反演应该对于观

测数据的误差情况进行分析，并允许在一定的误差

范围内进行反演拟合．最终得到观测数据与模型拟

合数据之间的误差评价函数：

ｄ＝∑
犖

犻＝１

（犱
ｉｎｖ

犻 －犱
ｏｂｓ

犻
）

σ
２

犻

， （４）

其 中，犱ｉｎｖ为反演异常数据，σ犻为第犻个观测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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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区布格重力异常特征
基于ＥＧＭ２００８提供的自由空气重力异常模型计算，地壳参考密度取２．７ｇ·ｃｍ－３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ＧＭ２００８Ｆｒｅｅａｉ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ｃｒｕｓｔｉｓ２．７ｇ·ｃｍ

－３．）

图３　反演初始参考模型构建
（ａ）剖面为沿震中２７．１°位置由西向东的参考密度结构模型；（ｂ）剖面为１０３．３°从南向北的参考密度结构模型；图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参
考密度，其中用等值线标注了模型密度值，模型从上至下共分为５层，参考密度值分别取２．４６、２．６７、２．７４、２．９５ｇ·ｃｍ－３和３．４ｇ·ｃｍ－３，
其中分层几何模型以Ｃｒｕｓｔ１．０为参考，并考虑了Ｃｒｕｓｔ１．０给出的横向密度变化，其中 Ｍｏｈｏ面起伏结构由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结果给出；图中在

地表用红色箭头给出了主要构造位置、地震震中位置与剖面的交汇位置．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ｉｇ．３ａａｎｄ３ｂ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２７．１ｄｅｇｒｅｅｓ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１０３．３ｄｅｇｒｅ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ｌｓｏｍａｒｋｅｄ．Ｔｈｅｆｉｖｅｌａｙｅｒｓ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ｂｅｅ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ｉｓ２．４６，２．６７，２．７４，２．９５，３．４ｇ·ｃｍ－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ｌａｙｅｒｅ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１．０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ｈｏｒｅｌｉｅｆ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ｓａｔｔｗ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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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噪声／误差水平，犖 为观测数据个数．对于反演过

程中的收敛准则计算，一般认为当反演异常与观测

异常差值小于或等于观测误差即可，反演收敛阈值

水平与观测数据个数犖 相等．

２．４　反演网格单元设计

本研究反演网格单元在垂直方向采用３级变尺

寸形式，距离地表１５ｋｍ范围内，模型单元高度为

５００ｍ，共３０层；然后将模型高度加宽到１ｋｍ 尺

度，共设计３５层；最后，设计１０层２ｋｍ尺度的网

格，这样在垂向上共分为７５层，总厚度为７０ｋｍ．在

水平方向，东西南北分别采用３层辅助网格，主要是

为了减小可能产生的边界效应，其单元尺寸从边界

起分别为２０、１０ｋｍ和５ｋｍ．模型核心部分的网格

单元水平尺寸统一为５ｋｍ．最后设计犡 方向网格

数为８２，犢 方向的网格数为７６，网格共计单元个数

为４３６２４０个，而用于反演的观测数据个数为５４６７个．

网格选择５ｋｍ单元尺寸与布格异常的分辨能

力有关．垂向变尺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突出上地壳浅

层孕震层的结构特点；另外，Ｍｏｈｏ面起伏结构由于

约束可信度较高，因此，在深部适当加大了网格尺

寸．根据设计的网格形式，我们采用数据重采样方

法，对参考地壳三维模型数据体进行了重采样，采样

原则依据选择临近点拟合方式，确保得到最小畸变

模型．

３　三维密度结构反演结果

在反演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用区域布格重力异

常结果作为拟合异常，而是取２．２节建立的参考地

壳模型正演计算布格重力异常与基于ＥＧＭ２００８模

型计算的区域布格重力异常之间的差值结果，作为

反演拟合用重力异常（如图４所示）．这里将这个差

值异常定义为壳内密度不均匀体引起的“扰动”重力

异常．该异常反映的是实际地壳密度结构与参考地

壳密度结构之间的差异性，在本文已知较好 Ｍｏｈｏ

界面模型的约束下，该异常更多反映地壳内部剩余

密度体的分布．

根据图４中给出的壳内“扰动”重力异常，可以

看出与图２所示的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差异较大．其

中，以安宁河断裂（ＮＮＨＦ）为分界，东西重力异常差

异性十分明显．而以北东向的莲峰断裂（ＬＦＦ）和宁

会断裂（ＮＨＦ）为界，重力异常变化也呈现一个高梯

度变化背景，东南侧的重力异常呈负值明显小于西

北侧．进一步观测震中区位置，在昭通断裂带（ＺＴＦ）

西北侧与莲峰断裂（ＬＦＦ）之间所夹的区域内，存在

一个北西向重力异常低值区，而本次地震的主震和

余震分布恰好位于这个重力异常低值区内．

另外，在图４中给出了１９７６年以来的 犕ｗ５．０

以上历史地震分布，其中，走滑型地震１２次，逆冲型

地震１次，拉张型地震１次．从这些地震的震中位置

分布特征可以看出，以北东向的莲峰断裂（ＬＦＦ）和

宁会断裂（ＮＨＦ）为界的北东向重力异常梯级带，东

南侧为这些中等强度地震的多发区．另外，安宁河断

裂（ＮＮＨＦ）西侧的重力异常高值区西侧边缘也多发

生中等强度地震．而从这些地震的震源机制多为走

滑型特征来看，研究区内各个构造块体由于受到青

藏高原的侧向挤出或物质东流效应造成的这种差异

性运动，很可能是导致这些地震发生的构造因素背

景．从图４中的历史地震与重力异常之间关系看出，

壳内剩余重力异常较大地区或剩余密度差异较大地

区，在异常边界周围容易发生中等强度以上地震．

应用图４所示的重力异常进行三维反演．在反

演过程中，对观测模型的数据误差估计设置为５

ｍＧａｌ，小于中国大陆异常平均精度（章传银等，

２００９），主要考虑到反演地区地形复杂，数据精度变

化较大．另外，为了更好利用参考模型约束，选择在

反演过程中，指定每个单元的反演密度值分布在一

个范围内．该范围的确定统一采用一个标准，及

Ｍｏｈｏ面深度以下单元密度变化在参考模型值的±

０．０５ｇ·ｃｍ
－３之间，而 Ｍｏｈｏ以上单元范围在参考

值基础上的±０．２ｇ·ｃｍ
－３范围变化．一般在反演过

程中收敛速度较快，具体速度与数据误差水平设置

有关，误差水平设置的不合理会影响收敛速度和浪

费不必要的计算资源．最终，得到了如图５所示的三

维密度结构，在图５中，结合本次鲁甸６．５级地震震

中位置，分别进行了震中深度的水平密度结构切片

和沿东西、南北方向的垂直密度结构切片．

根据图５给出的密度结构信息，认为壳内主要

剩余密度物质在上地壳内呈非均匀分布，其中以图

５ｂ中的安宁河断裂（ＮＮＨＦ）为分界，地壳东西密度

有明显差异，在上地壳内部西侧密度较东部高，而中

下地壳存在一个高密度结构隆起，这可以解释该断

裂西部的高重力异常特征．而对于图５ｂ中 ＮＮＨＦ

断裂西侧中下地壳内部的密度界面变形，本文认为

可能与青藏高原下地壳物质东流受阻，在此处形成

明显的堆积有关．图５ｂ中显示的本次地震震中位置

处也存在一个上地壳内部较小尺度的低密度结构异

常，可能对应壳内低速体，与孕震构造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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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壳内剩余密度异常体重力异常特征

图中白色实线分别对应图５ｂ和５ｃ中的剖面位置，图中标注了１９７６年以来的犕ｗ５．０以上地震分布共计１４次，

其中黑色圆点表示走滑型地震共计１２次，红色表示逆冲型地震共计１次，蓝色表示拉张型地震共计１次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ｏｒ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ａｓ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ｉｇ．５ｂａｎｄ５ｃ．Ｔｈｅ１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ｈｉｃｈ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犕ｗ５．０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６

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ｂｅｅｎｍａｒｋ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１２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ａｎｄｔｈｅ１ｔｈｒｕｓｔ（ｒｅｄｄｏｔ）ａｎｄｔｈｅ１ｎｏｒｍａｌ（ｂｌｕｅｄｏ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在图５ｃ中的震中区密度结构与图５ｂ类似，特别在

ＺＴＦ与ＬＥＦ断裂之间都存在明显的上地壳剩余低

密度体的非均匀分布，而中下地壳内部这种密度不

均匀性不明显，推测可能是在下地壳主要以界面变

形为主产生重力异常．最后，回到图５ａ所示的震源

深度１２ｋｍ密度结构切片，在震中区位置密度结构

特征为一个小尺度北西向低密度异常凹陷，从密度

结构上可以看出ＺＴＦ断裂作为一个逆冲型断裂系

统，明显对壳内密度结构过渡起到阻挡作用，其中跨

ＺＴＦ北段和南段的密度差异可以看出，这种由于阻

挡地壳物质运移而形成的逆冲断裂系统由于在断裂

延伸方向上存在强度上的差异，可能是形成这次北

西向左旋走滑为主犕Ｓ６．５主震的构造基础．

４　区域重力场变化特征及发震机理

分析

本文研究区范围，如图１所示，我们在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０６月期间布设了多条跨断层的测

线，其中测点总数达到８４个，在地震之前共完成了

６期重复测量，每次测量均采用ＬａｃｏｓｔｅＲｏｍｂｅｒｇＧ

型＃１４７和＃５７０两台相对重力仪进行同点位观测，

测量流程研究依据中国地震局流动重力测量规范，

对观测数据进行各种校正后（气压校正、固体潮校

正、仪器漂移改正、仪器高校正），采用统一平差方法

获得每个测点的每期重力点值信息．图６给出了距

离震中最近的Ｐ１—Ｐ６测点的重力点值序列，具体

测点位置参考图１中的标注，图６中每个测点的点

值变化均以该测点的第一个测值为基准，图６ａ—ｆ

给出了每个测点位置的点值变化序列．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６

月期间，Ｐ１测点和Ｐ５测点的重力变化呈相反变化，

本文认为是前述北西向构造活化运动的指示性异

常．而在这期间Ｐ２、Ｐ３和Ｐ４测点变化不明显，Ｐ６

测点的变化受到２０１３年３月重力变化扰动有关，尚

处于恢复阶段，且最近两期重力差分变化不大．结合

第３部分对密度结构反演得到的结果，提出了如图

７所示的发震机制模型．

图７中用Ａ和Ｂ两个单元表示昭通断裂（ＺＴＦ）

西北侧的两个块体模型，其中Ａ块体受到ＺＴ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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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三维密度结构反演结果

（ａ）反演结果在１２ｋｍ深度的水平密度结构切片；（ｂ）反演结果沿２７．１°Ｎ的垂向切片；（ｃ）反演结果沿１０３．３°Ｅ的垂向切片；

图中用黑色等值线标注地壳密度值，单位为ｇ·ｃｍ－３；蓝色相对于低密度体结构；红色为相对高密度体结构．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３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１２ｋｍｄｅｐｔｈ；（ｂ）ａｎｄ（ｃ）ａｒｅ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２７．１

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１０３．３ｄｅｇｅｒｅ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ｗｉｔｈｂｌａｃｋｃｏｌｏｒ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ｒｋ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ｉｓ

ｇ·ｃｍ－３．Ｔｈｅｂｌｕｅｃｏｌｏ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ｏｄｉｅ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ｃｏｌｏ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ｏｄｉｅｓ．

段阻挡较弱，整个受青藏块体北西向运动控制的物

质运移跨过断裂，而Ｂ块体受到ＺＴＦ的北段较强阻

挡，整体北西—南东向运动速率较慢，长期以来不断

形成地壳内部应变积累，在震前３个月尺度左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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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震源区周边流动重力测点点值变化

（ａ—ｆ）分别表示Ｐ１—Ｐ６测点的重力点值变化，具体测点位置参考图１标注，测点名称分别为Ｐ１：大海村；Ｐ２：金塘；Ｐ３：大桥乡；Ｐ４：迤车；

Ｐ５：江底；Ｐ６：鲁甸；图中每个测点给出了点值平差精度，并用虚线表示±２０μＧａｌ变化为参考；Ｐ４点的前两次测量和Ｐ５点的第一次测

量，由于点位遭破坏因而数据缺失．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ｅａｃｈ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ｅａｒｔｏｔｈ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ａ—ｆ）Ｓｈｏｗ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Ｐ１—Ｐ６，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ｒｋｅｄｉｎＦｉｇ．１．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ｓａｒｅ

Ｄａｈａｉｃｈｕｎ（Ｐ１），Ｊｉｎｔａｎｇ（Ｐ２），Ｄａｑｉａｏｘｉａｎｇ（Ｐ３），Ｙｉｃｈｅ（Ｐ４），Ｊｉａｎｇｄｉ（Ｐ５），Ｌｕｄｉａｎ（Ｐ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ｅａｃ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ｈａｓａｌｓｏｍａｒｋ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ｇ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２０μＧａｌｓｈｏｗａｓｔｈ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ｔｗｉｃｅｏｆＰ４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ｏｆＰ５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ｉｓｓｅｄ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ｍａｒｋｓｔｏｎｅｂｙ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图７　鲁甸犕Ｓ６．５地震发震机制模型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ｕｄｉａｎ犕Ｓ６．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于在Ｂ块体前缘形成较大应变积累，开始出现反向

运动．相比而言，Ａ块体则继续南东向方向运动，最

终形成在鲁甸震中以左旋走滑机制为主的北西向破

裂及余震分布．其中，Ｐ１点位于 Ａ块体内部，主要

是由于挤压变形而引起地表抬升，引起的重力减小；

而Ｐ５点位于Ｂ块体前缘，而由于在震前开始出现

反向运动，原地表变形状态由挤压隆升转为拉张下

降，引起的重力回升，从而产生了图６所示的重力场

变化模式．

５　结论和讨论

通过分析震源区及周边重力异常和反演密度结

构特征，理解构造运动规律和发现地壳物质可能的

运移模式；而结合一定时间尺度流动重力测量获得

的重力场变化，可以分析潜在发震构造的可能前兆

异常，对于认识地震发震规律和研判震情形势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从以上两方面工作开展研究，得到的

主要结论如下：

（１）由该地震震源机制及余震空间分布位置来

看，该地震发震构造为北西向左旋走滑断裂．从布格

重力异常特征上可以看出该地震震源区位置及周边

处于北西走向低值带范围内，可以作为解释震源区

构造走向的重力异常场依据．

（２）从布格重力异常为基础反演得到的三维密

度结构特征上看，位于莲峰断裂（ＬＦＦ）与昭通断裂

（ＺＴＦ）之间的区域位置上，存在上地壳密度异常体

分布，高密度异常体边缘与地震震源位置一致；图

５ａ给出的震源深度水平切片密度结构信息，在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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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带两侧分布的密度结构异常体形态有显著差

异，在位于昭通断裂带南侧的密度结构变化没有显

著受到断裂影响，而在北侧的密度结构则显著受到

断裂阻挡，这种差异性阻挡模式与本次地震的发震

机理存在一定联系，而图５ｂ和５ｃ同时都显示出在

上地壳内的重力异常与密度体不均匀分布有关，而

在中下地壳重力异常产生更多与密度界面变形

有关；

（３）由流动重力重复测量得到的重力场变化特

征说明，该地震震前２０个月近震中区位置重力场年

变率小于１５μＧａｌ，小于汶川、玉树等地震给出的结

果（祝意青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２），这可能与震级大小、震源

机制及发震构造有关；

（４）从近震源区不同空间位置的重力点值变化

结果来看，断层破裂面两侧的重力异常短期变化趋

势明显相反，这能作为识别构造活化或解耦运动的

标志，可作为判定潜在走滑型地震的前兆特征之一；

（５）对比在南北带地区的历史地震震例，本次地

震的短期重力前兆显著小于其他大地震前的重力场

变化特征，这说明地震前重力场变化成因机制复杂，

在不同地区不同震源类型和构造背景下，重力场变

化幅值特点指示的强震风险程度具有一定差别，因

此，不能采用简单的经验关系进行地震危险性判断；

（６）综合该区三维密度结构特征和震前重力场

变化资料分析，在川滇交界复杂构造体系下的地壳

物性结构差异性非常显著，作为研究长期地震风险

性问题，除了通过地表已知活动断裂空间位置来判

断强震发生位置，还需要结合区域布格异常等其他

地球物理场资料来对地壳深部结构与差异性特点进

行评估，发现可能存在的深部隐伏断裂；而通过短期

定点流动重力重复观测获得的重力场变化，有可能

观察到近震源位置的构造短期活动信号，特别是相

邻测点的差异性重力变化特征，更有可能具有作为

评价构造活动短期标志性前兆异常资料使用．

本次地震是云南地区１４年以来发生的震级最

高地震，根据地震活跃周期理论或统计历史地震平

静时间分析，该地震极有可能是又一次打破多年地

震平静，标志在该地区又一次地震活跃幕开始的典

型地震（张国民等，２００５；易桂喜，２００８；闻学泽等，

２０１３；邓起东等，２０１４）．因此，以该地震为例来剖

析和认识其深部构造特征及震前地球物理变化具有

重要意义．另外，本文研究结果对识别与局部重力变

化有关的地震前兆也同样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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