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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地区重力场特征和岩石圈构造

蒋福珍1

(1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武汉市徐东路 154号 ,430077)

摘　要:利用重力 、地震层析成像等多种资料 ,并利用场分离 、正反演以及阻尼最小二乘法 、约束最小二乘法等

数学方法 ,对重力异常进行分离 , 用地震层析成像的结果作为约束进行反演 , 得到地壳上地幔不同深度的密度

分布和莫霍面深度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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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地区位于东经 98°～ 103°,纬度 23°～

33°,纵跨川 、滇 、藏 3 省。这个地区的地形起伏

大 ,高差达 5 000多 m ,东半部比西半部平缓 ,属

于著名的南北向活动构造带的南端 ,是中蒙经向

强地震带和巨大的地壳厚度变化带的一部分 ,是

挤压 、拉张和剪切都同样强烈的构造部位。

重力场是地球的重要物理场 ,可以直接反映

从地表到地心的质量分布 ,而且还包含了地球内

部各界面起伏的影响 。由于密度异常对重力的影

响是距离平方的倒数 ,决定了它主要反映浅部或

短波长的密度异常 ,对深部异常质量反映不敏感 ,

而且用重力异常反演密度异常 ,其解是非惟一性

的。只有用重力_地震进行联合反演 ,才能增加其

密度反演的可靠性。

1　反演方法

1.1　阻尼最小二乘法

反演的第一步是对地下模型进行参数化 ,即

确定待求解的 、能够代表地下介质特征的模型参

数的形式与数目 。在模型参数化之后 ,模型响应

F
1 ×m
和模型参数 θ

1×n
的关系(元素)可表示为:

f i =a ijθj ,
i =1 ,2 , …, m

j =1 ,2 , …, n
(1)

式中 , aij为参数核。式(1)用矩阵表示为:

F = Aθ (2)

式中 , A
m×n
=[ a ij ] 。若给定模型参数的初始向量

θ0时 ,则模型参数的修正向量为 X=θ-θ0 ,此修

正向量的响应 B′=AX 。

最小二乘反演的基本思想是使模型响应下与

实际观测数据 D
1×m
之间的偏差平方和为极小 。设

观测向量为 D ,那么 ,初始模型响应和实测数据

D之间的误差向量B为:

B =D -F0 (3)

若用 E表示B′和B之间的误差阵:

E =B -B′=B -AX (4)

要求累积平方误差 S=E
T
E 极小 ,必须满足:

 S
 X
=0 (5)

则
 S
 X =

 
 X(X

T
A

T
AX -B

T
AX -

X
T
A

T
B +BT

B)=0 (6)

S 对X求导后 ,可得到法方程或称正则方程:

A
T
AX = A

T
B (7)

模型参数的解即为:

　　　X=(AT
A)-1AT

B (8)

因为地球物理反演问题经常是奇异的或病态的 ,

解向量 X 发散 ,通常通过求解拉格朗日乘子问题

来解决 ,这时模型参数为:

X =(AT
A +βI)-1AT

B (9)

式中 , β为拉格朗日乘子(或称阻尼因子);I 为单

位矩阵。

假定每个棱柱体内的物性是均一的 ,这样密

度反演就变为线性问题。重复以上步骤 ,直到 k

次迭代 ,其结果满足预定要求 ,最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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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j =θ
0
j +∑

k

k=1
X

k
j (10)

1.2　约束最小二乘法

将地球介质离散成多面体的组合 ,在每个多

面体内密度异常为常数。密度异常分布与地面异

常的关系可用以下矩阵表示:

GM =g +e (11)

这里 G 是n×m 核函数阵;M 是m ×1密度异常

阵;g是 n ×1重力异常阵;e 是 n ×1观测噪声。

对式(11)的求解可在 L 2 范围极小‖e‖ =min的

条件下求解未知参量 M ,也就是通常的最小二乘

反演 ,即

e
T
e =(g -GM)T(g -GM) (12)

M 是最小二乘无偏估计 ,为:

M =(GT
g)-1G T

g (13)

　　对于重力反演问题 ,模型参数的个数 m 总是

大于观测数据的个数 n ,在这种情况下 ,式(11)是

未定的 ,即方程没有惟一解。为了克服这个困难 ,

需要对式(11)加必要的约束条件 ,对密度异常进

行约束的最佳选择则是地震波速度异常 。众所周

知 ,地震波速度与密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速

度与密度都极大地依赖于岩性 、孔隙度 、岩石年龄

等。可以说 ,密度差异紧密地伴随着速度差异。

一些实验室与野外测量结果表明 ,岩石密度与波

速是线性关系。

本文设密度异常 M 与速度异常 V存在某种

线性关系 ,即

PM = V (14)

式中 , P 矩阵表征了密度异常与速度异常的线性

转换关系。如果认为在岩石圈的地壳内或地壳

下 ,密度异常与速度异常的转换为常数 ,则有:

PM =β

1

1

…

1

M 1

M 2

…

Mm

=

V 1

V 2

…

Vm

(15)

式中 , β是密度_速度异常的转换系数。求解以下

带有约束条件方程的最小二乘解:

G
…
P
[ M] =

g
…
V

(16)

式(14)的最小二乘解在统计意义上是一种有偏估

计。

目前 ,地震学方法如地震层析成像的分辨率

不高 ,在一些区域射线路径太少 ,而地震测深的覆

盖面又很小 ,因而 ,在一些区域往往得不到速度异

常值 。在这种情况下 ,可采用平滑约束条件。如

果第 i 个离散区域内未有速度异常值或可靠性不

高时 ,约束方程式(15)用下式替代:

PM =β

1

1

…

1 -1

…

1

M 1

M 2

…

M 1

…

M 2

=

V1

V2

…

V1

…

V2

(17)

2　反演计算

由于重力异常中包含了从地心到地表物质的

不均匀信息 ,在进行岩石层密度反演时应扣除岩

石层以下的物质不均匀性的影响。从地面布格重

力异常中减去 2 ～ 6阶卫星重力场 ,即可得到岩石

层内物质不均匀产生的重力异常。再从此重力异

常中扣除岩石层中各界面的影响 ,所剩的重力异

常即为岩石层内密度不均匀产生的重力场。假如

已知界面的平均埋藏深度和界面上下的密度差

异 ,利用三维位场反演 ,其迭代公式如下[ 1] :

F[ h( r)] =F[ Δg]
2πGρ

ekz 0 -∑
∞

n =2

K
n-1

n !
F[ hn( r)]

(18)

式中 , Δg 为重力异常;F [ Δg] 为重力异常的谱

(或重力异常的傅立叶变换);G 为万有引力常

数;h为界面起伏;ρ为界面上 、下物质密度差;

K =2π
m
Ms

2

+
n
N t

2

为圆频率(波数);s 和 t

分别为沿 x 和 y 方向网格点距;m 和n 分别为 x

和 y 方向的总点数。

在给定初值后 ,由式(17)即可计算出界面起

伏的傅氏谱 F [ h( r)] , 反傅氏变换得到界面

h( r)。再正演计算 h( r)引力的重力异常理论值 ,

及其与观测重力异常的均方差 σ(小于某一给定

值),得到最终界面起伏 h( r)。

由岩石圈重力异常减去以上由于界面和地形

起伏产生的重力异常即可得到剩余岩石圈重力异

常 ,该异常可以认为是由岩石圈内密度不均匀所

产生的。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笔者收集了该地区 5′×5′平均重力空间异

常 、地形资料 ,2°×2°网格S 波层析成像结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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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沉积层界面 、莫霍面界面和 2°×2°岩石层

底界面深度资料 ,以备计算之用。

1)利用密度差和速度差之间的关系 , 由

式(14)将地震波速异常转换为密度异常 ,以此密

度作为初始值。

2)利用由岩石圈重力异常减去地形和各界

面产生的影响后所得到的剩余岩石圈重力异常进

行密度反演。在初始密度模型约束下 ,采用阻尼

最小二乘法 ,通过调节最小二乘阻尼因子 ,使解的

分辨率和方差达到平衡以期得到最接近真实地球

模型的解估计 ,经过 5 次迭代反演得到各种深度

(10km ～ 110km)的密度异常 。

计算结果有莫霍面深度图 、多种深度的密度

分布图等 ,本文省略了沿纬度和沿经度方向的密

度剖面图及布格异常图。

下面对三江地区的重力场特征 、密度侧向不

均匀及莫霍面展布态势进行分析。

3.1　三江地区重力场分布特征

三江地区的断裂分布如图 1所示。图 1很清

楚地显示了三江地区存在一菱形构造 ,称为康滇

　　1.鲜水河断裂(甘孜_乾宁);2.安宁河断裂(乾宁_西昌);3.断裂(西昌_

巧家);4.小江断裂(巧家_东川);5.东支(东川_个旧);6.西支(东川(嵩明)_

顺抚仙湖东岸);7.滇西带;8.腾冲_澜沧带;9.理塘_巴塘带;10.西藏察隅

带;11.武都_马边带;12.滇东带;

图 1　三江地区主要断裂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Main Faults in Sanjiang Region

菱形块体 ,此块体的东南 、南西 、北东皆为断裂带

所包围 ,只有北西方向有一缺口。笔者所计算出

的布格异常 、莫霍面深度以及岩石圈密度皆与三

江地区的构造格局有关。三江地区不管是构造格

局还是重力异常 、莫霍面深度或岩石圈密度侧向

不均匀分布 ,皆与青藏高原密不可分。

从青藏高原的布格异常图[ 2]上可见 ,青藏高

原与三江地区之间有一通道 ,即不是封闭的 ,这与

此处构造有一缺口是一致的 ,康滇菱形块体北西

部的负异常是由青藏高原负异常向南东延伸而来

的。青藏高原南北缘存在两条大的水平梯级带 ,

南边的梯级带比北边的变化激烈。这两条大梯级

带在构造上是深大超壳断裂的显示 ,也是青藏高

原南北主边界断裂所处的位置 。梯级带等值线的

走向在北边与西昆仑山 、阿尔金山 、祁连山走向吻

合 ,然后向东南 ,几乎与横断山脉平行。玉龙_龙

门断裂系是横断山脉与四川盆地的交接带。

三江地区的布格异常表现为整体负值(-(60

～ 580)×10
-5
m·s

-2
)。从东南的-180×10

-5
m

·s-2 ,东北的-140×10-5m·s-2 ,到西南的-60

×10-5m·s-2 ,几个方向全都向北西方向下倾至

580×10-5m·s-2 ,且为梯级带所环绕。北起川西

北部的松潘 、黑水 ,经雅安 、石棉至西昌 、盐源直到

云南丽江有一条宽达 150km 的重力梯级带 ,其总

体走向为北北东 ,北段与龙门山的走向有一交角 ,

中段与安宁河断裂走向吻合 ,但延伸至西昌分为

两支 ,一支伸向西南 ,另一支伸向东南 ,与则木河

断裂走向大致吻合。向东南的这一支 ,沿东川 、嵩

明 、宜良一线 ,其东侧重力异常等值线为北北东

向 ,但在其西侧等异常线则转折畸变为近东西向。

而且在该转折带上等异常线变得相对密集 ,从而

构成了总体走向近南北的滇东重力梯级带。小江

断裂则出露于该梯级带的西侧 。大的负重力异常

值显然反映了地壳均衡补偿的不足 ,其梯级带表

示失衡区 ,也即为构造运动活跃的地区 。地震多

的康定 、甘孜 、道孚 、巴塘 、理塘 、察隅 、丽江 、剑川 、

洱源 、永胜 、大理等地皆位于等值线拐弯处 ,特别

是丽江 、洱源 、永胜 、大理位于复杂的拐弯处。重

力场反映的是康滇块体内部地壳及上地幔密度相

对周边为低 ,地震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从重力

异常特征看 ,其等值线走向的展布与三江地区的

构造格局非常一致。

从不同上延高度的重力异常分布特征了解

到 ,则木河断裂埋藏最浅 ,鲜水河断裂和小江断裂

北段次之 ,安宁河断裂埋藏最深。

三江地区重力场分布表明了与大地构造和地

震的密切关系。按 Airy 均衡模式 ,三江地区康滇

菱形块体的北东 、南东 、南西处于失衡地带 ,地震

震中密集地落在菱形块体的周边 ,地震频度高 、强

度大 ,这种地震震中分布在形态上与布格异常分

布特征颇为相似。在均衡异常水平梯度较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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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地震活动性较强 。因此 ,重力异常变化大的地

带 ,即为地壳失衡的地带 ,特别是等值线拐弯处 ,

往往是潜在大地震集中的地带 。康滇菱形块体及

其周边是地震活动活跃的地区 ,应予以重点关注。

3.2　莫霍面深度

莫霍面深度(由重力 、地震联合反演而得)的

分布特征也与重力场分布特征类似 。由图 3可

见 ,莫霍面等深线图上呈现由南东的 30km 向北

西的65km倾斜的鼻状形态 ,也即由北西方向向

图 3　三江地区莫霍面

Fig.3　Moho Depth of Sanjiang Region

南东方向逐渐变薄。滇西北地区存在一个地壳较

厚地带 ,截断或扭转了喜马拉雅地壳陡变带 ,这可

能是深部地壳或岩石圈物质东移的标志 。

3.3　岩石圈密度分布及物质运动

据朱介寿教授和熊熊博士提供的最新地震层

析成像资料 ,按纬度 24°、26°、28°、30°及经度 96°、

98°、100°、102°、104°剖面绘制成图(略)。图 4为

绘制的深度为 50km 处的密度分布图。由图 4可

见 ,总体形态表现为一个向北 、向西倾斜敞开的箕

状幔坳。三江地区北边低密度层厚度达 70km ,至

南边则厚度减薄至 47km ,由东向西减薄 。深度为

10km ～ 70km 时 ,柴达木_巴颜喀拉_三江块体为低

密度区(见图 2),康滇菱形块体内低密度层厚于

周边 ,成都平原低密度层更薄 ,只有 27km 左右。

在成都平原地壳内深 50多 km 处有一高密度体 ,

此高密度体从纬度 30°延至 20°。川西地区正处

于密度变化大的地区;纬度 26°、经度 100°左右处

是低密度层由厚降薄的转折处 ,而且此深度处的

密度变化较复杂 ,说明这里的介质结构的水平差

异大 。此处相应于地表 ,正是丽江 、剑川 、永胜 、洱

源等地震多发区 。这表明 ,菱形块体内及其周边

是地震发生多的地方 ,据统计 ,绝大多数 7.25 ～ 8

级大震发生在菱形地块的边界和内部。

图 4　三江地区密度(深度:50km ,单位:g/cm3)

Fig.4　Density of Sang jiang Region

　　三江地区低速层埋藏较浅 ,壳内低速层不及

高原发育 ,地壳平均 S 波速度大于青藏高原 。岩

石层厚度较薄 。低密度 、低速层的产生主要是由

于地壳介质中存在着物质的部分熔融和相变等 ,

反映出它的岩石层相对为脆性 ,在挤压下其内部

容易发生断裂 。三江地区同时受到西边块体和东

边块体两个方向的水平挤压 ,加上较浅的上地幔

低速层成为岩石层活动的“软垫” ,为断裂产生和

活化提供了力源。也反映出这一地区的地壳重力

具有均衡补偿的特点 ,所以地壳构造活动也比较

活跃 ,大地震活动发生较多。

曾融生(1992)认为 ,西藏地壳受到印度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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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挤入后 ,由于北面塔里木的阻挡 ,地壳物质

向东流动 ,储存在东部的上地幔处。北部的阿尔

金 、昆仑 、鲜水河可能是较早时期高原物质东流的

北缘边界 。

按照物质东流的观点来看 , 110km 深度上的

密度不均匀图像的确反映了物质东流现象。另一

方面三江地区密度差异超过了 0.3g/cm
3
,一般来

说 ,造成介质密度变化的原因有两种可能:①由于

组成改变;②由于温度变化。一般情况下岩石密

度随温度的变化率为 0.01g/cm3/100℃。密度不

均匀的量级也说明 , 110km 深度上 ,在东部的低

密度物质不能由加热作用所说明 ,而只能由岩石

组成的变化来解释。以上分析也支持了青藏高原

地壳物质向东流入的观点 。

4　结　语

综上所述 ,从重力场特征 、莫霍面展布形态和

密度侧向不均匀分布的分析中 ,可得出如下初步

结论:

1)三江地区康滇菱形块体内部的物质有由

青藏高原下面物质向南东方向延伸而来的迹象;

2)三江地区地壳存在低速层 ,康滇菱形块体

的低密度层即低速层厚度大于周边地区 ,除了北

西方向;

3)从三江地区重力场特征及历史上地震发

生的情况看 ,地震容易发生在岩石圈内部密度 、重

力异常等值线展布的拐弯处 ,特别是复杂的等值

线拐弯处更是地震多发区 ,应予以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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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 Field Character and Lithosphere Tectonics

in Sanjiang Region

J IANG Fuzhen
1

(1　Insti tute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 ciences , 154 Xudong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7)

Abstract:The authors inverted densi ty anomalies on the different layer in the depth range of 10 ～

100 km in Sanjiang Region , using g ravity field that is t reated by separation and adjustment.The

results of combining other geophysical data to analyse the density data show that:1)The material

in Sanjiang Region possibly comes f rom the ex tension of the Qinghai_Tibet Plateau;2)Low veloc-

ity layer exits in the crust of Sanjian Region;3)The earthquake easily occurred at the inf lection

points of density and gravity anomalies in lithosphere , especially at the complex inflection.

(下转第 164页)

126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2 年



The Parallel Recursive Sub_optimal Sage Filter Based on SPRT

LIU Guangjun
1　WU Xiaoping

1　GUO J ing
1

(1　Inst itute of S urveying and Mapping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Zhengzhou ,

66 Middle Longhai Road ,Zhengzhou , China , 450052)

Abstract:Sage filter can simultaneously estimate the expectation valu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variance matrices of the unknown system and measurement noises.

But in practice , we find that there are of ten constant biases in the results of the classic sub_

optimal Sage filter , caused by the inaccurate estimation of the noise expectations.So a novel st ruc-

ture of tw o parallel filters that proceed simultaneously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This new st ruc-

ture can not only eliminate the result biases of the classic sub_optimal Sage filter but also provide a

more improved accuracy.

In addition , SPRT method is used to control the adjustment of the noise statistics , so as to

ameliorate the tracking performance of time_variant noises ,however , the classic Sage filter does not

sui t the dynamic sy stem of time_variant noises.Furthermore , the calculation burden is released and

the numerical stability is improved by applying SPRT.

Then a completely new parallel sub_optimal Sage adaptive filter is provided in this paper.The

specific characters of the new filter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 s:

1)There are always constant biases in the results of classic sub_optimal Sage adaptive filter ,

so a parallel f ilter st ructure of adding a concomitant filter is designed to eliminate these constant

biases;

2)SPRT testing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above parallel st ructure to test whether the statisti-

cal properties of the model noises are disturbed or not , so as to control the adjustment of the statis-

tics.Then the f ilter' s performance of tracking time_variant noises is signif 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calculation burden is also released.

In a w ord , the new adaptive Sage filter at tempts to innovate the standard sub_optimal Sage

filter , and make it practical.

Key words:Kalman filter;adaptive;SP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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