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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间绝对重力和相对重力观测资料获得中国大陆重力场空

间动态变化结果，分析研究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中国大陆重力场变化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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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是研究板块特别是板内现代运动和

形变最理想的区域，尤其是青藏高原的隆起、西部

南北向缩短，更是各国科学家关注的热点。“中国

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以下简称网络工程）是“九

五”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之一。经过４～５ａ的中国

地壳运动观测，取得了丰富的ＧＰＳ观测与重力观

测资料［１］。利用网络工程观测资料，并在中国大

陆现今地壳运动ＧＰＳ观测与研究和强震活动性

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２６］。网络工程开展的

绝对重力测量和相对重力联测构成的我国大陆大

范围内统一的重力场观测系统，与获得的中国大

陆重力场时空变化观测结果，为利用重力资料进

行中国大陆地壳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

会［７］，但针对中国大陆重力场的动态研究还不深

入，仅仅只涉及到地震前后震中周围地区重力场

动态变化研究［８，９］。

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笔者已获得了两期中

国大陆完整的绝对重力和相对重力观测的资料。

本文以此资料为基础，结合中国大陆的布格重力

场、活动地质构造、地震活动，分析了中国大陆重

力场动态图像特征，研究了中国大陆重力场变化

及其与地壳运动和构造活动的关系。

１　重力观测及资料处理

１９９８年网络工程建网，并开始了中国大陆地

区的２５个基准站、５６个基本站和２００多个区域

站共３００多个测点的重力联测，初步构成了绝对

重力测量和相对重力联测构成的我国大陆大范围

内统一的重力场观测系统（图１）。

图１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重力测量路线图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ｖ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ＲｏｕｔｅｓｏｆＣＭＯＮＯＣ

１．１　重力观测

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网络工程进行的两期

网络基准站的绝对重力测量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测

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采用ＦＧ５绝对重力仪观

测［１０］，每个基准站上绝对重力测定精度优于５×

１０－８ｍ／ｓ２。相对重力联测工作由中国地震局组

建两个作业小组、国家测绘局组建两个作业小组

和总参测绘局组建两个作业组联合完成。每个作

业小组用３～４台ＬＣＲ～Ｇ型重力仪作业。两期

的测量路线和测量点重合，重力段差联测精度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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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０×１０－８ｍ／ｓ２。为了确保相对重力联测精度，

减少仪器误差影响，仪器格值测前在国家长基线

上均进行了统一的标定；重力观测都是在３ｄ内闭

合，以获得可靠的重力观测资料。

１．２　资料处理

本文数据处理的关键是将中国大陆内绝对重

力观测资料与同期的流动重力观测相结合，其中

绝对重力点构成一个大尺度、相对稳定的高精度

控制网，流动重力观测视为与该网的定期联测，形

成中国大陆重力动态监测网。这种资料处理方案

的优点在于可有效地保持整个中国大陆重力场起

算基准统一、稳定，又可在此基础上严密、可靠地

解算出各流动站的重力变化，从而获得中国大陆

重力场的动态变化。具体数据处理有：① 使用李

辉提供的重力处理软件［１１，１２］对多期重力观测资

料进行统一处理。② 数据处理中采用稳健估计

法［１３，１４］，对少数存在误差较大的观测段差实行粗

差剔除和降权处理，利用计算程序自动优化、合理

确定各台仪器的先验方差后进行整体平差计算。

③ 平差计算用网络２３个基准站（琼中与永兴岛

两基准站没有进行相对重力联测）的绝对重力值

加以控制，以获得各测点的重力值。④ 绝对重力

资料处理中作了地球潮汐、光速、局部气压、极移、

垂直梯度等改正，相对重力资料处理中作了固体

潮、气压、一次项、仪器高等改正。⑤ 数据处理结

果较好，两期点值平均精度分别为１１．５×１０－８ｍ／

ｓ２和１４．９×１０－８ｍ／ｓ２。

２　重力场变化

图２是利用重力变化资料直接绘制的。不同

于区域地震重力监测网，网络工程重力联测跨距长

（１００～２００ｋｍ），测区范围大，用实测重力点值变化

进行分析，能更真实地反映所在区域的重力变化。

图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中国大陆重力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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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２可见，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我国大陆地区重

力变化分布较为有序。重力变化总体趋势自东向

西逐渐降低，由东南沿海＋７０×１０－８ ｍ／ｓ２逐渐过

渡到青藏高原的－７０×１０－８ ｍ／ｓ２。在我国东部

有两个重力变化显著区：① 东南沿海地区重力出

现较大的正值变化和重力变化高梯度带；② 东北

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的重力正值变化异常区。在这

两个异常区之间，重力变化相对平缓，冀蒙地区各

出现一个幅度和量值较小的局部重力异常区。

在自东向西逐渐降低的过程中，于中部的晋

陕鄂豫湘比较宽阔的地区出现量值为（０～－２０）

×１０－８ｍ／ｓ２的平缓变化。

在我国西部及邻区，在青藏高原区域性重力

负值变化区的外围，展布着环青藏高原重力变化

梯度带。青藏高原内部于昆仑山口和川西分别出

现－７０×１０－８ｍ／ｓ２和－５０×１０－８ｍ／ｓ２的重力变

化异常区，青藏高原的北部与南东两侧，重力异常

等值线变密，形成高原外侧突出的扇形结构。青

藏高原由南向北重力变化逐渐增加，于高原接壤

的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地区重力出现正值变

化，塔里木盆地出现６０×１０－８ｍ／ｓ２的重力正值异

常区。

３　重力变化与布格重力异常及地震

活动的关系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我国大陆重力异常变化形态

（图２）与布格重力异常的空间分布（图３）具有很

大程度的相关性。布格重力异常自东向西逐渐减

低［１５］，由东南沿海＋２０×１０－５ ｍ／ｓ２逐渐过渡到

青藏高原－５７０×１０－５ｍ／ｓ２；重力变化也表现为

正西负，由东南沿海＋７０×１０－８ｍ／ｓ２逐渐过渡到

１．震中（Ｍ≥８．０），２．布格重力异常等值线（１０－５ｍ／ｓ２）

图３　亚洲东部部分地区１°×１°布格重力

异常图（马杏垣，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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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７０×１０－８ｍ／ｓ２。环青藏高原分布的

布格重力异常梯度带，其形态与重力异常变化梯

度带基本一致；塔里木盆地出现的布格重力异常

高变化区与重力变化正异常区基本一致。

布格重力异常是构造运动（包括断层运动）的

化石［１６］。布格重力异常空间变化特征与地壳深

部构造和地震的分布规律有着内在的联系，重力

场时空变化特征则与区域构造活动和地震活动有

着密切关系。布格异常是经过自由空气、中间层

和地形改正的重力异常，它是现今地壳物质构造

运动的产物［１７］。布格重力异常能突出地反映地

壳浅层和深层物质分布的横向不均匀性的重力效

应，它与地壳物质横向密度区域的密度异常有关。

重力场的变化，则能较好地反映地壳厚度的差异、

地壳密度的变化和深部物质迁移等构造活动信

息，重力场随时间变化与地震的形成和发展有着

内在联系。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重力异常变化

的几何形态与布格重力空间分布如此密切相关，

反映了２００１年昆仑山西８．１级地震前该地区地

壳构造运动强烈，并以继承性运动为主。

为了分析重力变化与地震活动的关系，笔者

作了重力变化与６级以上强震分布图（图２）。

图２表示的是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２００３年８月强震分

布。根据重力变化与强震震中分布进行对比分

析，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１）青藏高原地区重力变化剧烈，高原内部出

现重力异常区，高原外围展布着环青藏高原重力

变化梯度带。地震震中分布也是位于高原内部重

力异常区附近和高原外围环青藏高原重力变化梯

度带上。故青藏高原地区的地震震中分布与青藏

高原区域性重力异常及梯度带有着密切联系，昆

仑山口西 Ｍｓ８．１级地震（Ｎ３６．２°、Ｅ９０．９°）发生在

高原内部重力负值变化最大的异常区附近的重力

变化梯度带上［８］。塔里木盆地的重力变化与

２００３年２月伽师的６．８级地震有关
［１８］。

２）福建沿海的重力变化梯度带与近邻的台

湾地区１９９９年９月台湾南投连续发生多次 Ｍｓ

７．６、Ｍｓ７．０和 Ｍｓ７．１级地震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东北地区连续出现较大范围的重力正值变化异常

区与吉林汪清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００２年６月发生

Ｍｓ７．０和 Ｍｓ７．２级深震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４　重力场变化反映的某些地球动力

学特征

　　研究重力变化，不仅要研究重力变化与布格

异常及地震活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地壳构

造活动及其动力学特征［１９，２０］。

由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重力场空间变化可知，我国

大陆１９９８年以来的重力变化，除了受地质块体、

局部构造条件及介质的不均匀性影响外，主要受

控于外围力场及深部地幔物质的作用。从宏观上

看，我国大陆重力变化可分为三大部分———青藏

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它

们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应力状态。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我国大陆重力异常变化等值

线走向及其分布明显地表现出，在总的重力异常

变化趋势的背景上，有几条规模巨大的重力变化

梯度带纵横于全国，而且它们大都与我国主断裂

构造格架［６，２１］的分布较为一致。从异常走向展布

特征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组：在我国东部地区以

北北东向为主，其中，东南部沿海的一条北北东向

梯度变化最为剧烈，它与该地区的北北东向活动

断裂有关。在我国西部走向截然不同的特征，实

际上反映出我国东西部不同的深部地壳构造走向

的变化规律。从异常强度来看，西部重力变化梯

度带的范围和量级较东部大，而且与主构造活动

断裂密切相关。如青藏高原北缘，重力变化梯度

带与阿尔金断裂和祁连山主干断裂相关，在活动

构造断裂带附近，布格重力异常图和地壳等厚图

也都表现为梯度陡变带，说明本区地表构造和深

部构造都位于变异带上，是物质变迁和构造变形

差异运动强烈的地带。

我国大陆位于欧亚板块的东南部，为印度板

块、太平洋版块和西伯利亚板块所夹持。由于西

伯利亚起到阻挡的作用，所以我国大陆的地壳运

动主要受控于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西部主要

受印度板块向北的推挤，东部主要受太平洋板块

控制［２２－２４］。根据图２的结果，印度板块的北移碰

撞，这种北向推挤力经喜马拉雅山脉直接作用到

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对这种作用力进行吸收和消

化，结果使得青藏高原隆升。再加上青藏高原可

能存在受热的异常地幔向上隆升，热轻物质上

涌［２５，２６］。因此，青藏高原的重力变化明显地反映

了伴随青藏高原的隆升和热轻物质上涌导致的重

力减小。中国东部的台湾位于太平洋板块（包括

菲律宾板块）和青藏板块之间，并受到它们的相向

挤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北北东向重力正值变

化较好地反映了菲律宾板块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挤

压和台湾７级大震连发的影响。中国东北部，由

于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和日本海的弧形

扩张，相当于施加了一个北西向的推挤力，东北深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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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的重力持续正值变化和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２年两次

７级以上深震的发生，反映了太平洋板块向欧亚

板块的俯冲作用力在加强。

５　结　语

网络工程开展的绝对重力测量和相对重力联

测构成的我国大陆大范围内统一的重力场观测系

统，可获取与地壳垂直运动密切关联的重力场时

空变化。在地壳运动中，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

构造应力场发生强弱的变化。重力场图像也会跟

着出现时空变化，重力场变化与活动断裂构造密

切相关，重力非潮汐变化较显著的梯度带走向与

构造活跃断裂带走向基本一致，构造单元的边缘

往往容易出现重力等值线形态的转折和密集，形

成高梯度带。重力场变化能反映中国大陆构造应

力场的变化，我国西部地区地壳运动动力作用主

要是由印度板块向北推挤的应力场，我国东部主

要是太平洋板块向欧亚版块的俯冲作用。

致谢：在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交流访问期

间，得到重力与固体潮研究室的专家同仁们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作者向所有参与重

大科学工程“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的野外重力

作业人员表示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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