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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东缘下察隅共和剖面重力正演模拟

柯小平１　王　勇１　许厚泽１

（１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市徐东大街３４０号，４３００７７）

摘　要：利用布格重力异常资料，经沉积层及岩石圈改正后，对青藏东缘下察隅共和地球物理剖面的地壳结

构进行了重力正演模拟。模拟结果显示，藏东缘上地壳厚度在２０ｋｍ左右，密度为２．７８×１０３ｋｇ／ｍ
３；中地壳

底界从３０～４０ｋｍ变化，密度为２．８９×１０３ｋｇ／ｍ
３，中地壳内存在密度为２．７８×１０３ｋｇ／ｍ

３ 的低密度物质，在

温泉至塘格木之间的中地壳底部存在３．３３×１０３ｋｇ／ｍ
３ 的高密度物质；下地壳密度为３．１０×１０３ｋｇ／ｍ

３。莫

霍界面最浅处深度在５６ｋｍ左右，最深处达到７４ｋｍ左右，界面起伏变化大，在下察隅、察隅、怒江一带及温

泉一带，其莫霍面较深。藏东地壳密度比中部密度要大，藏东低速层位于中地壳内及底部，而中部地区低速层

位于上地壳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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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３．０；Ｐ２２７

　　青藏高原由于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碰撞，

存在南北向的挤压作用和东西向的拉张作用［１］。

ＧＰＳ监测及地震研究结果显示，高原除了隆升以

外，还存在物质向东运动［２，３］。因此，对青藏高原

东部地壳结构的研究在青藏高原地球动力学研究

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青藏高原东部的地震学研

究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４６］，这些研究揭示了高

原东部地壳上地幔的速度结构特征。目前，利用

重力资料对青藏高原的地壳结构进行过研究的剖

面有３条（见图１），即西部的吉隆鲁谷三个湖剖

面［７，８］、中部的亚东格尔木地学大断面及格尔木

额济 纳 旗 剖 面［９，１０］、东 部 的 下 察 隅共 和 剖

面［１１，１２］。对青藏高原中部的亚东格尔木地学大

断面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对青藏东缘的地壳结

构的研究相对较少，而青藏东缘又是研究高原物

质东流等一系列科学问题的关键地区［１３，１４］。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于２０００年在青

藏东缘沿下察隅玛多共和布设了一条地球物理

剖面（见图１），剖面切割了班公湖怒江金沙江

东昆仑缝合带，跨越拉萨、羌塘、松潘甘孜与东昆

仑地块，为研究青藏高原的隆升机制与物质东向

逃逸提供了第一手实际资料，该剖面与中部的亚

东格尔木地学大断面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部

和西部剖面均有详细的地壳分层模型，但东部剖

面目前还未见详细的地壳分层模型。王谦身［１１］

和刘宏兵［１２］等利用重力资料研究了该剖面的莫

霍面深度特征，但没有进行详细的地壳分层结构

的研究。

为了研究青藏东缘的地壳结构特征，本文采

用布格重力异常数据对青藏东缘下察隅共和剖

面进行了重力正演模拟，以揭示青藏东缘的地壳

分层结构及密度分布特征。

图１　青藏高原地球物理综合剖面及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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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力正演模拟

布格重力异常是地下各层界面起伏及密度不

均匀的综合反映。为了使布格重力异常反映出地

壳结构的情况，本文对布格重力异常进行了沉积

层及岩石圈改正［１５］，从布格重力异常中减去沉积

层及岩石圈界面产生的重力异常，用剩下的异常

进行地壳结构的重力正演。

沉积层及岩石圈改正采用Ｐａｒｋｅｒ方法
［１６］进

行计算。沉积层改正采用０．５°×０．５°的沉积层厚

度资料，密度差取－０．２×１０３ｋｇ／ｍ
３，平均深度

取４ｋｍ
［１７］；岩石圈改正采用２°×２°的岩石圈底界

面资料［１８］，界面密度差取０．０４×１０３ｋｇ／ｍ
３，平

均深度取１００ｋｍ
［１７］。经沉积层及岩石圈改正后

的布格重力异常如图２所示。

图２　青藏东缘经沉积层及岩石圈改正后

的布格重力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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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Ｇｔｚｅ教授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博士等人开发的ＩＧＭＡ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软件用

于重力正演模拟。该软件的优点是图形界面可方

便地进行人机对话，模型修改非常方便，能实时地

显示模拟结果，并可加入钻井等已知的地质及地

球物理信息。主要功能包括重力位及大地水位面

的计算、重力及电磁在狓狔狕三个方向分量的计

算、重力在狓狔狕三个方向的梯度计算等。软件采

用三角形单元进行重力的正演计算。通过将模型

分解成多个平行排列的剖面，给定每个剖面的模

型参数就可计算三维模型产生的重力异常，并与

实测重力异常进行比较，交互式修改模型参数，即

可得到最终的正演结果。在正演模拟之前，首先

要确定参考模型，正演计算得到的重力异常都是

界面起伏及密度变化相对于此参考模型的重力异

常［１９］。本文选取如图３所示的参考模型。

图３　参考模型

Ｆｉｇ．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该剖面的宽角反射地震解释只有初步结果，

本文的重力正演模拟参考了该结果的犘 波速度

结构及地壳分层模型，通过对青藏高原东部下察

隅共和剖面进行重力正演模拟，得到该剖面详细

的地壳分层模型及密度模型，如图４所示。图４

中，点线为经沉积层及岩石圈改正后的布格重力

异常，虚线为模型计算的重力异常。该结果与地

震解释的初步分层结果比较，主要差异在于莫霍

面形态上。地震解释的初步结果为莫霍面在４２０

～８００ｋｍ处有下凹现象，其他区域起伏不大，但

重力正演显示的莫霍面起伏较大，在下察隅、察

隅、怒江一带及温泉一带的莫霍面较深。

在下察隅共和剖面中，不考虑低速层和局部

高速体以后，计算模型产生的重力异常见图５。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低速层及高速体产生的重力

异常约为（１０～４０）×１０
－５ ｍ／ｓ２，最大可占到总异

常的１０％左右。

２　结　语

从该剖面重力正演结果可以看出，藏东缘上

地壳厚度在２０ｋｍ左右，密度为２．７８×１０３ｋｇ／

ｍ３，中地壳底界从３０～４０ｋｍ变化，密度为２．８９

×１０３ｋｇ／ｍ
３；中地壳内存在密度为２．７８×１０３

ｋｇ／ｍ
３ 的低密度物质，在温泉至塘格木之间的中

地壳底部存在３．３３×１０３ｋｇ／ｍ
３ 的高密度物质；

下地壳密度为３．１０×１０３ｋｇ／ｍ
３。莫霍界面最浅

处在５６ｋｍ深度左右，最深处达到７４ｋｍ左右，

界面起伏变化大，在下察隅、察隅、怒江一带及温

泉一带的莫霍面较深。

将东部下察隅共和剖面重力正演模型与中

部亚东格尔木剖面
［１４］进行比较可看出，藏东地

壳密度比中部密度要大，藏东低速层位于中地壳

内及底部，而中部地区低速层位于上地壳底部。

３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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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下察隅共和剖面重力正演模型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ｏｆ

ＸｉａｃｈａｙｕＧｏｎｇ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５　下察隅共和剖面无低速层及高速体的正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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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４卷第９期 柯小平等：青藏东缘下察隅共和剖面重力正演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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