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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犌犘犛与重力资料反演分析
川滇地区现今地壳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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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合ＧＰＳ与重力数据，反演给出了川滇地区（９６°～１０６°Ｅ，２０°～３６°Ｎ）的活动块体运动速度和主要活

动断裂的错动速率。受青藏块体的北东向推挤和青藏高原隆升引起的重力势能作用，川滇地区围绕着喜马拉

雅东构造作顺时针旋转运动，造成川滇地区东侧断裂作左旋走滑运动，而西侧断裂以右旋走滑为主。鲜水河

夏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是区内最活跃的断裂带，其左旋走滑速率分别为１２．１±０．６ｍｍ／ａ，９．０±１．２

ｍｍ／ａ，６．４±１．０ｍｍ／ａ，６．０±１．２ｍｍ／ａ和８．３±０．５ｍｍ／ａ。龙行山断裂具有２．６±１．１ｍｍ／ａ的右旋走滑和

１．３±１．２ｍｍ／ａ的挤压速率。反演结果表明，区内的地壳运动模式更趋向于“连续变形”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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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ＧＰＳ技术的迅猛发展，研究者

在川滇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地壳形变研究。其中，

文献［１］采用多断裂位错模型反演了川滇地区主

要边界断裂运动状态。文献［２］采用刚性块体模

型和跨断裂剖面投影法计算了该区域主要块体和

活动断裂的运动状态。文献［３］利用连接断裂元

模型反演了该区域的活动断裂运动状态。上述文

献主要是采用 ＧＰＳ资料进行反演，而本文采用

ＧＰＳ与重力资料联合反演，得到了区域内主要活

动块体和活动断裂的运动状态，给出了活动断裂

运动速率的定量估计。

１　犌犘犛与重力资料

本文采用的ＧＰＳ速度场来自文献［２］。这些

ＧＰＳ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地 壳 运 动 观 测 网 络

（ＣＭＯＮＯＣ），包括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的２５个连续站，５６个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的观测站以

及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４年的２００多个区域观测站。

所有这些站在每个时段上的连续观测时间都不少

于４ｄ。数据处理按照３个步骤进行：① ＧＰＳ载

波相位通过ＧＡＭＩＴ软件获得单日松弛解；② 采

用ＧＬＯＢＫ软件将单日松弛解和ＳＯＰＡＣ（ｓｃｒｉｐｐｓ

ｏｒｂｉｔ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ａｒｒａｙｃｅｎｔｅｒ）产生的全球

ＩＧ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ＰＳＳｅｒｖｉｃｅ）跟踪站的单日松

弛解合并，组合成松弛网解；③ 采用ＱＯＣＡ软件

通过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获得速度场和站坐标。这个速

度场是相对于ＩＴＲＦ２０００ＮＮＲ参考框架下的速

度场，然后将其变换到相对于欧亚板块的区域参

考框架下（见图１）。

为了监测该区域的断裂活动，湖北省地震局

在该地区使用ＬＣＲＧ型重力仪进行了若干期重

复的重力观测。本文所采用的重力数据，时间跨

度为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００１年５月，包括甘孜网５０

个点和滇西网８０个点的重力观测数据。为了消

除大部分的重力观测误差，采用了重力段差变

化［４］来估计区域的断裂活动。如果有狀个重力

点，这些点的重力变化为δ犵
０
犼，则点间重力段差变

化可表示为：

δ犵
０
犼 ＝δ犵

０
犼＋１－δ犵

０
犼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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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反演前后的ＧＰＳ速度场

Ｆｉｇ．１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ＥｕｒａｓｉａＰｌａｔｅ

２　联合模型与反演算法

２．１　犗犽犪犱犪模型

以犕（犔，犠，犈，犖，犱，δ，犝１，犝２，犝３）表征断裂

模型的参数，分别为断裂的长度、宽度、北东位置、

深度、走向、倾角以及位错向量的大小，产生的地

表形变是犞，则由位错理论可得：

犞 ＝犳（犕） （２）

　　根据文献［５］总结的半空间均匀弹性矩形位

错理论，给出了矩形位错产生的地表位移（速度）

公式：

犳（ξ，η）＝犳（狓，狆）－犳（狓，狆－犠）－

犳（狓－犔，狆）＋犳（狓－犔，狆＋犠） （３）

式中，各分量分别代表点在矩形４个顶点的位移。

地表观测到的位移（速度）由两部分组成：一

部分是块体运动速度；另一部分是断裂位错的同

震亏损造成的地表形变［６］，即

犞ＧＰＳ＝犞ｂｌｏｃｋ－∑
狀

犻＝１

犞犻 （４）

式中，犞ＧＰＳ为地表观测到的位移（速度）；犞ｂｌｏｃｋ为块

体运动速度；狀为影响该观测点的断裂个数。

２．２　犗犽狌犫狅模型

在均匀弹性半空间，文献［７］推导了由于地下

断裂引起的地表重力变化，可以表示为：

Δ犵（狓１，狓２）＝ ρ犌 犝１犛犵（ξ，η）＋犝２犇犵（ξ，η）［｛ ＋

犝３犜犵（ξ，η ］）＋Δρ犌犝３犆犵（ξ，η ｝）‖－βΔ犺（狓１，狓２）

（５）

式中，ρ为地壳密度；犌为万有引力常数；βΔ犺（狓１，

狓２）表示地表高程变化Δ犺的自由空气影响；β＝

０．３０９×１０－５ｍ／ｓ２，为自由空气重力梯度。

２．３　联合模型

观测的重力变化和位移变化（速度）分别以

Δ犵
０和犞０ＧＰＳ表示，则联合反演的数学模型为：

‖Δ犵
０
－Δ犵（犕）‖＋λ‖犞

０
ＧＰＳ－犞ＧＰＳ（犕）‖ ＝

ｍｉｎ （６）

式中，λ为联合反演的权因子，按照文献［８］所采

用的方法，取λ＝‖（σ
０
Δ犵）

２
‖／‖（σ

０

犞
ＧＰＳ

）２‖；σ
０
Δ犵与

σ
０

犞
ＧＰＳ

分别为重力与ＧＰＳ速度的先验单位权中误

差。本文中，σ
０
Δ犵＝１０．７９μＧａｌ／ａ，σ

０

犞
ＧＰＳ
＝１．６ｍｍ／ａ。

２．４　反演算法

由于模型参数与观测值之间是非线性关系，

本文采用遗传算法［９］和罚函数法来反演模型参

数。反演参数区间设置主要依据文献［２］在川滇

地区的块体边界结果和文献［１０］根据地质学研究

给出的活动块体分布和主要活动断裂速率。模型

中约定所有断裂的倾角为９０°，只允许走滑分量

与拉张分量的存在，这种近似可以较好地模拟非

直立断裂的远场效应，但忽略了其近场的非对称

性。反演参数的精度根据蒙特卡罗误差传递

法［１１］给出。

３　反演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和算法，联合 ＧＰＳ与重力数

据，笔者反演得到了川滇地区的块体运动参数和

活动断裂运动状态（表１，表２）。从图１～３中可

以看出，观测值与拟合值吻合得较好，没有呈现出

明显的系统性偏差，表明反演结果是可靠的。反

演最终给出的重力和ＧＰＳ水平速度场观测值的

验后单位权中误差分别为σ
０
Δ犵＝１３．４９μＧａｌ／ａ和

σ
０

犞
ＧＰＳ
＝１．９３ｍｍ／ａ。

３．１　块体运动

从反演得到的块体运动参数来看，相对于欧

亚板块，川西北块体、滇中块体、保山块体、景谷块

体和羌塘块体都呈现出顺时针的旋转运动，其旋

转速率约为（０．３～１．７）°／ａ。川西北块体、滇中块

体、保山块体、景谷块体与羌塘块体以约９～１９

ｍｍ／ａ的速率朝东南南东南向快速运动，马尔

康块体则以９ｍｍ／ａ的速率朝东向运动，并具有

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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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川滇地区活动块体运动参数

Ｔａｂ．１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Ｂｌｏｃｋ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断裂名称 旋转速率／（°／Ｍａ） 经度／（°） 纬度／（°） 东方向速度／（ｍｍ／ａ） 北方向速度／（ｍｍ／ａ）

马尔康块体 ０．２３６±０．１１３ －１１．５±１．０ －８１．７±２．６ ９．１±０．９ －１．７±１．０
川西北块体 １．３２３±０．１１０ －２４．５±０．５ －８５．９±０．５ １１．１±０．９ －１５．１±１．４
滇中块体 ０．７７５±０．０９８ －２１．８±０．７ －８７．５±１．４ ５．７±０．７ －１２．８±１．１
保山块体 １．６２０±０．１３０ －２５．８±０．３ －８４．６±０．５ －０．２±１．１ －１０．１±１．２
景谷块体 ０．６９５±０．１４８ －２４．０±０．７ －８６．４±１．３ －０．５±０．９ －８．４±１．３
孟腊块体 －０．１１９±０．０８５ ２５．７±６．４ １４７．０±４．６ ２．１±１．１ －８．５±１．０
羌塘块体 １．６４１±０．１２５ －２４．８±０．５ －８４．４±０．５ １５．８±１．３ －６．３±１．４
华南块体 －０．１３９±０．１０９ ５４．１±８．２ １３５．５±４．９ ７．６±０．９ －４．７±１．１

　　　　注：以顺时针旋转，东经和北纬为正。

表２　川滇地区主要活动断裂反演结果

Ｔａｂ．２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断裂名称
锁定深度

／ｋｍ

走滑速率

／（ｍｍ／ａ）

挤压拉张

速率／（ｍｍ／ａ）

红河断裂南东段 ２３．２±４．８ －３．６±１．３ ０．１±０．３

红河断裂西北段 １９．９±６．６ －２．３±１．１ －０．２±０．３

小江断裂 １４．４±７．１ ８．３±０．９ －０．７±１．３

腾冲景洪断裂 １６．９±７．６ －４．１±１．１ －０．１±１．１

鲜水河西北段 ２３．７±３．８ １２．１±０．６ －０．５±０．５

鲜水河南东段 ２３．０±４．８ ９．０±１．２ １．７±１．２

安宁河断裂 ２０．２±５．７ ６．４±１．０ １．０±１．５

则木河断裂 １９．０±７．３ ６．０±１．２ －０．１±１．３

丽江小金河段层 ２３．２±５．５ ２．５±０．９ －０．１±０．５

龙门山断裂 ２２．６±６．０ －２．６±１．１ １．３±１．２

金沙江断裂 １７．３±７．５ －４．２±１．０ －０．２±１．１

　　注：以左旋和挤压为正。

图２　反演给出的残差速度场，误差椭圆

为９５％的置信区间

Ｆｉｇ．２　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ｏｓｔｆｉｔ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Ｍｏｄｅｌ

Ｅｒｒｏｒ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０．２３６±０．１１３）°／Ｍａ的顺时针旋转运动。而华

南块体与孟腊块体呈现出一微小的逆时针旋转运

图３　反演给出的残差分布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动（约０．１°／Ｍａ），有着８～９ｍｍ／ａ的运动速率。

块体运动模式显示，该区域的地壳运动完全不同

于成功描述了板块构造的刚性块体运动，而可能

是一种连续变形所具有的涡旋运动［１２］。华南块

体以８．９±１．４ｍｍ／ａ的速度朝东向运动，这与根

据连续变形假说推断得到的小于１０ｍｍ／ａ的地

壳运动也相当吻合，而远小于刚性运动模型得到

的近５Ｍａ来约１８ｍｍ／ａ的块体运动。

３．２　活动断裂状态

从反演得到的走滑分量来看，最活跃的一条

断裂带以左旋走滑为主，从鲜水河断裂西北南东

段开始，经安宁河则木河断裂，并向南延伸到小

江断裂。而川滇菱形块体西侧的断裂（金沙江红

河断裂西北南东段）具有右旋走滑的性质。从挤

压拉张分量来看，断裂的拉张和挤压速率都不是

很明显。各主要活动断裂带的锁定深度位于１４

～２４ｋｍ的深度。下文就区内主要断裂反演结果

进行分析比较。

３．２．１　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

这是研究区域内活动性最强的大型走滑断裂

带，以左旋走滑为主。本文的反演结果指出，鲜水

河断裂带左旋走滑速率大约为９．０～１２．１ｍｍ／

ａ，与前人结果基本一致。

鲜水河断裂带南端的安宁河和则木河断裂，

均以左旋走滑为主。反演结果给出安宁河和则木

河的走滑速率分别为６．４±１．０ｍｍ／ａ和６．０±

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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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ｍｍ／ａ。其中，安宁河断裂的活动速率与文献

［２，１３］所得结果基本一致，安宁河断裂还存在１．０

±１．５ｍｍ／ａ的拉张速率。则木河的错动速率与

文献［２］给出的结果基本一致，而比文献［３］给出

的结果偏大。

则木河断裂向南延伸为小江断裂，反演结果

显示小江断裂具有８．３±０．９ｍｍ／ａ的左旋走滑

活动，拉张分量较小，与文献 ［２］给出的结果基本

一致，比文献［１４］的结果偏小。

３．２．２　金沙江红河断裂带

前人的研究指出，金沙江断裂具有一定程度

的活动，本文反演给出的金沙江断裂的右旋走滑

为４．２±１．０ｍｍ／ａ，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活动性。

红河断裂是具有深部背景的大型活动断裂，与金

沙江断裂一起被认为是川滇菱形块体的西边界。

大量研究表明，其晚新世以来有明显的活动。本

文的研究表明，红河断裂北西端右旋走滑活动为

２．３±１．１ｍｍ／ａ，而南东段的右旋走滑活动为３．６

±１．３ｍｍ／ａ，与前人的结果基本一致
［２，３］，没有表

现出明显的活动性。事实上，这些年来的地震活

动分布也显示红河断裂现今活动是相当平静的。

３．２．３　腾冲景洪断裂带

本文将澜沧江周边地区的断裂带合成为整体

的腾冲景洪断裂带，以右旋走滑为主，反演给出

的右旋走滑速率为４．１±１．１ｍｍ／ａ，与文献［２，

１０］给出的结果相当。这些研究都表明，该区域确

实存在一条新生的断裂带［１５］。

３．２．４　龙门山断裂带

近年来的研究指出，龙门山的活动性较弱，其

错动速率在３．０ｍｍ／ａ以下
［２］。本文反演结果显

示，龙门山断裂具有２．６±１．１ｍｍ／ａ的右旋走滑

活动和１．３±１．２ｍｍ／ａ的挤压活动。该断裂带

于２００８０５１２发生了 Ｍｗ８．３级特大地震，其震

源深度在１２～１９ｋｍ，与反演得到的锁定深度

２２．６±６．０ｋｍ基本一致。该断裂带自１６５７年

６．８级地震以来，３００多年都没有记录到７级以上

的强震，但该断裂带却一直积累着来自青藏高原

的连续的俯冲物质。虽然龙门山断裂带主体看上

去构造活动性并不强烈，但是可能处于应力的蓄

积过程中，当应力蓄积到了一定程度时，地壳就会

发生破裂，从而形成特大地震。

３．２．５　丽江小金河断裂带

该断裂为川滇菱形块体的一条次级边界带，

本文反演给出的活动性为丽江小金河断裂带的

左旋速率为２．５±０．９ｍｍ／ａ。文献［２］利用ＧＰＳ

数据得到了丽江小金河断裂３ｍｍ／ａ的左旋滑

动速率。文献［３］采用连接断层元模型给出的走

滑速率为５．５±１．２ｍｍ／ａ。文献［１６］根据盆地

复位和同沉积盆地的位错分析指出，该断裂的平

均位错速率为２．５～５．０ｍｍ／ａ，其活动具有相对

稳定性和活动地块边界的持久性。上述研究均表

明，该断裂在川滇地壳格局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４　结　语

本文联合ＧＰＳ与重力数据反演了川滇地区

活动块体的运动状态和主要活动断裂的错动速

率，该反演结果比其他单独采用一类数据的研究

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反演结果显示，川滇地区内

块体运动样式呈现出涡旋运动，不符合“大陆逃

逸”假说推测得到的运动样式。区内最大一条大

型走滑断裂带，从北西走向的鲜水河断裂，经南北

走向的安宁河断裂、南西走向的则木河断裂至南

北走向的小江断裂，整条断裂带具有６ｍｍ／ａ以

上的走滑速率。在印度欧亚板块碰撞的背景下，

该断裂构成了青藏高原物质东向挤出的东边界，

但其速率远低于“大陆逃逸”假说所推测的速率。

致谢：感谢湖北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地震研

究所）提供重力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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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ＧＰ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ｂｌｏｃｋｍｏ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ＥＮＹａｎｇｍａｏ，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ｅｏｄｅｓ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ｍａｏｗｅ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２７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