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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渭河盆地地质构造的特点，建立了二维有限元模型，并基于渭河盆地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ＧＰＳ观测成

果，数值模拟获得了渭河盆地现今地壳应力应变场特征，结合区域近期地震活动性特点，探讨了地壳形变特征

与地震活动性的关系。结果表明，渭河盆地现今构造应力场仍以ＮＮＷＳＳＥ向拉张应力为主；盆地最大剪应

变率高值区与盆地现代小地震条带有很好的空间对应关系；泾阳咸阳西安临潼三原地区属于渭河盆地内

地壳薄弱带，易于盆地伸展和地震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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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河盆地位于鄂尔多斯块体南缘，现代地壳

构造活动强烈，是我国重要的构造变形和强震活

动区之一，曾发生过华县、朝邑大地震，近年来也

发生过１９９８年泾阳４．８级地震，以及２００９年西

安高陵４．４级地震，盆地内发育有众多深大活动

断裂，这些活动断裂纵横成网、相互切割，其活动

对盆地的构造体制和地质灾害的分布规律有重要

的影响。相关学者对该地区进行了众多研究［１４］，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把大地

测量成果与动力学模型结合起来分析该区域地壳

形变特征的工作相对较少。

１　犌犘犛资料概况及现今地壳水平运

动特征分析

１．１　犌犘犛资料概况

本文所用渭河盆地及邻区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ＧＰＳ速度资料，是由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
［１］

运用ＧＡＭＩＴ／ＧＬＯＢＫ软件解算出的ＩＴＲＦ２０００

参考框架下相对于欧亚板块的水平运动速度场

（图１，犉１：陇县马召断裂，犉２：秦岭山前断裂，犉３：

岐山乾县断裂，犉４：渭河断裂，犉５：泾阳蓝田断

裂，犉６：华山前延断裂，犉７：口镇关山断裂，犉８：长

安临潼白水断裂，下同），该图清楚地显示了渭

河盆地相对于稳定欧亚板块的整体水平运动情

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渭河盆地内部区域之

间差异运动的轮廓。

为了使区域内部的水平差异运动得到最大限

度的显示，利用欧拉定理求出块体在球面上的欧

拉旋转矢量，然后将相对欧亚板块的ＧＰＳ速度场

减去利用欧拉矢量反算得到的整个区域的块体刚

性水平运动［５］，进而可以得到反映块体内部相对

变形的地壳水平差异运动场（图２）。该图较清晰

地反映了渭河盆地内部ＧＰＳ站点的相对运动情

况。

１．２　渭河盆地现今地壳水平运动特征

图１显示出渭河盆地ＧＰＳ站点整体上朝ＳＥ

向运动，并且盆地中部站点ＳＥ向速率明显较两

侧要大。

图２显示出以彬县咸阳西安蓝田一线为

界，盆地东西部ＧＰＳ站点运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性：西部局部区域ＧＰＳ站点表现出顺时针运动趋



　第３６卷第７期 瞿　伟等：渭河盆地现今地壳水平形变特征及区域构造活动性

势，表现出一定的挤压态势，反映出盆地西侧受到

挤压力影响；中、东部ＧＰＳ站点北侧大部分区域

整体表现出逆时针运动趋势而南侧表现为顺时针

运动趋势，表明中、东部区域整体处于拉张的状

态；中部彬县咸阳西安蓝田一线 ＧＰＳ站点ＳＥ

向运动速度明显较大，并且与彬县站点形成相向

运动，表明此区域地壳正经历着强烈的拉张状态；

图２中存在个别的奇异点（犃、犅两处），其点位运

动与周边站点及区域构造运动背景不符。

２　渭河盆地地壳应力应变场有限元

数值模拟

　　地表变形是具有一定构造和物理特性的地壳

介质，在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变形在地表的表象。

因此，本文在利用地球物理、地质学资料得到的介

质物理特性参数和构造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最

新获得的ＧＰＳ观测资料作为地表约束条件，以此

研究地壳现今水平形变特征。首先对ＧＰＳ数据

进行了误差分析，剔除了岐山县附近一误差较大

的ＧＰＳ点（图１误差椭圆分布）和个别奇异点，所

采用作为模型约束条件的ＧＰＳ各站点南北、东西

向速度分量中误差均小于０．５ｍｍ／ａ，而每个

ＧＰＳ站点的速率均大于６ｍｍ／ａ，因此，忽略ＧＰＳ

误差对应力应变计算结果的影响。

同时，考虑到作为地表约束条件的ＧＰＳ观测

值为年均速率，它所观测到的是某一个时间段内

由于应力变化产生的变形，是叠加在原先就存在

变形的一种变形增量，相应地也只能得到这一时

间段内的应变增量，故对地壳与断层介质作了假

定简化处理，将其看成是各向同性弹性体，并满足

泊松假设，以此模拟渭河盆地现今地壳应力应变

场特征。

２．１　渭河盆地二维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研究范围选取东经１０６°～１１１°，北纬３３°～

３６．５°之间，建模时充分顾及到活动断裂对地壳构

造运动和地震活动的显著影响，并将其考虑为镶

嵌在周围硬地壳中的软弱带，将断层单元处理为

介质强度较低的特殊单元，采用接触对数值方式

处理［６］，断层走向是按照实际野外地质调查资料

来确定的并且作了简化。对各构造块体根据前人

的研究成果，结合不同块体的地质构造特点，对各

构造块体赋予不同的力学参数［７，８］（表１）。

表１　各块体力学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ａｃｈＢｌｏｃｋ

地块名称
弹性模量

／（ＧＰａ）

泊松

比

密度／

（ｋｇ·ｍ－３）

模型南、北侧边缘（Ⅰ块体） １０ ０．２０ １０００

模型东、西侧边缘（Ⅱ块体） ３０ ０．２４ ２５００

鄂尔多斯块体（Ⅲ块体） ９０ ０．２８ ３０００

渭河盆地（Ⅳ块体） ８０ ０．２４ ２７００

秦岭造山带（Ⅴ块体） ８５ ０．２６ ２８００

断裂带 ２０ ０．２５ ２７００

　　在单元划分前，为了防止数学模型整体平动，

将研究区域向外延伸３０ｋｍ（图３中Ⅰ、Ⅱ块体部

分），均以柔软的富有弹性的物质作为其外部的边

界约束，以消除边界载荷不连续所造成的应力集

中、局部变形过大等边界效应。在充分顾及ＧＰＳ

测点分布、保证数值计算精度的前提下，采用６节

点三角形单元对研究区域进行合理的网格剖分

（图３），使网格划分既能满足ＧＰＳ约束的需要，

又能保证模拟的收敛和结果的精度。

图１　研究区相对于欧亚

板块的ＧＰＳ速度场

Ｆｉｇ．１　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ｒｅａ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ＥｕｒａｓｉａＰｌａｔｅ

　　

图２　研究区内部相对

水平运动速度场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ｒｅａ

　　

图３　渭河盆地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３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ｏｆＷｅｉｈｅＢａｓｉｎ

　　根据渭河盆地所处大陆动力学环境，对模型

南北边界最外侧施加强制位移约束，东西边界为

自由面，对模型西边界施加近ＳＥＥ向约４ｍｍ的

位移边界约束（用甘青块体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ＧＰＳ

速度值与计算时间步长的乘积所得），可以模拟

得到渭河盆地内部节点的位移，并将实测ＧＰＳ结

果引入有限元模型，作为模型内部相应节点的约

束条件。采用试错法通过反复调整模型西边界作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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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载荷的大小和方向，尽量使模拟结果与实测

ＧＰＳ结果相吻合，这样做是因为模型内部未含任

何先验的大地测量信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

样的比对和吻合程度能够说明模型以及参数采用

的合理性和可信度，由此确定出有限元模型最终

的边界位移约束。

２．２　渭河盆地现今地壳水平形变特征

通过求解有限元模型可以获得渭河盆地的主

应力矢量、及面膨胀和最大剪应变空间分布特征，

如图４～图６所示。

图４　渭河盆地主应

力矢量图（１×１０－３／ａ）

Ｆｉｇ．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ＲａｔｅＦｉｅｌｄ

ｏｆＷｅｉｈｅＢａｓｉｎ（１×１０－３／ａ）

　　

图５　渭河盆地面膨胀

率等值线图（１×１０－７／ａ）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

ｏｆＷｅｉｈｅＢａｓｉｎ（１×１０－７／ａ）

　　

图６　渭河盆地最大剪应

变率等值线图（１×１０－７／ａ）

Ｆｉｇ．６　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

ｏｆＷｅｉｈｅＢａｓｉｎ（１×１０－７／ａ）

　　由图４可以看出，研究区域西部局部地区主

要表现为压应力，方向为 ＮＥＳＷ 向；中、东部大

部分地区表现为张应力，方向为近ＮＮＷＳＳＥ向

且近似垂直于断裂带发育。

由ＧＰＳ资料约束有限元模型反演得到的区

域构造应力场特征，是否与渭河盆地大陆动力学

背景相一致呢？分析可知，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

发生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随着高原

地壳增厚所引起的重力势能也在不断增加，使得

高原中下地壳软物质产生塑性流变形成延性外

流［９１０］，在西部和北部受到稳定的塔里木盆地和

阿拉善地块的阻挡，逐绕喜马拉雅东构造线产生

顺时针流动向东南及东向外流，加之高原上地壳

脆性体以块体走滑变形为主［６，１１１２］，从而对渭河

盆地西部形成挤压力源及对华南块体产生东南向

推进力源。而且这种中下地壳软物质的流动会使

应力逐渐集中到黏滞性较大的地壳部分，并会在

上地壳产生张性构造，伴随着深部地幔小尺度对

流的拖拽力及华南块体东南向运动，在鄂尔多斯

与华南地块之间会形成一种拉张环境，使得渭河

盆地上部地壳脆性断层不均匀剪切运动，造成表

层地壳破裂，产生断陷带。然而断陷的形成打破

了地壳原有的均衡状态，引起断陷带轴部的地幔

隆起，从而对其轴部附加引张作用，使断陷盆地不

断发展扩大。同时由现代地震源机制表明，本区

构造运动总体上表现为在 ＮＥＳＷ 向挤压、ＮＷ

ＳＥ向拉张的应力场作用下的运动
［２，４，１３］。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文反演所得区域现今构

造应力场与区域大陆动力学背景相一致，具有一

定的继承性。

面膨胀值的大小反映了地壳中应变能的状态

及大小，是分析变形机制的一个重要参量。图５

面膨胀等值线图显示，盆地西部局部地区表现为

面压缩区，较好地反映了来自盆地西侧的动力

源，中、东部表现为面膨胀区，表明其地壳伸展运

动强烈，也与上述区域大的构造运动背景相一致。

剪切应变值的大小反映了地壳水平形变的程

度，该值越大说明局部水平区域构造活动性越强。

图６中显示区域内有３个最大剪应变高值区，其

中泾阳咸阳西安临潼三原一带的最大剪应变

等值线最为密集，量值较大达到０．４×１０－７／ａ以

上，其余两个高值区分别为宝鸡岐山地区、渭南

市周边区域，并且剪应变高值区与断裂带的展布

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３　渭河盆地地壳形变特征与地震活

动关系探讨

　　从渭河盆地近期地震活动性来看，区域性震群

活动已成为其非常突出的事件。盆地内经常出现

成群的小地震，其震级相差不大，又集中发生在一

段不长的时间内，具有时空分布的高度集中性和活

动地区的广泛性特点（见图７、表２，表２仅列出了

部分典型区域的小震目录）。图７显示了盆地内存

在着３个较明显的小震多发地带（图中大圆圈内），

分别是：宝鸡岐山附近的陇县宝鸡马召地震条

带；泾阳咸阳西安临潼三原地区的子午岭地震条

带；渭南市周边地区的合阳朝邑潼关地震条带
［２］。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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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５、６可以发现，本文反演所得区域中

３个最大剪应变高值区与盆地内３个现代小地震

条带有着很好的空间对应关系，充分反映出这些

区域现今地壳活动之强烈，同时也表明这些高剪

切应变区是易于发生地震的区域。

图７　渭河盆地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小震活动空间分布犕＞２

（圆圈代表小震震中分布）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

ＷｅｉｈｅｉＢａｓ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７０～２００７（犕＞２，Ｃｉｒｃｌ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表２　渭河盆地部分典型区域小震目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犕犔＞２．０）

Ｔａｂ．２　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Ｐａｒｔ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

Ｗｅｉｈｅ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０７，犕犔＞２．０）

发震时间
震中位置

纬度／（°） 经度／（°）
深度／ｋｍ 震级（犕犔）

２００１０４ ３４．７７ １０９．５０ ２．１

２００１０４ ３４．８８ １０６．９３ ５ ３．４

２００２０２ ３４．３２ １０７．４０ ５ ４．０

２００２０４ ３４．９７ １０８．９８ ２．８

２００３０１ ３３．２２ １０８．４２ １４ ２．３

２００３０８ ３３．３７ １０６．０７ １２ ３．５

２００４０４ ３４．１７ １１０．０５ ２．３

２００４１１ ３５．２７ １０６．７８ ２０ ２．６

２００５０４ ３４．２２ １１０．０３ １２ ２．１

２００５０６ ３４．７７ １０７．０２ １２ ２．５

２００６０８ ３３．５７ １０９．２８ ２．９

２００６０９ ３４．３２ １１０．３５ １２ ２．９

２００７０５ ３４．０２ １０９．２７ ２１ ２．１

２００７０６ ３５．４０ １０６．６３ ２９ ２．７

　　如果仅对于零散的小震群活动来说，它是一

种低能量小应力的释放效应，是震源体发生微破

裂小错移的反映，其形成机制比较复杂，许多地球

物理因子的变化都能触发小震群活动，但对于区

域震群活动来说，则是大范围构造应力在同时加

强过程中，造成若干个地壳薄弱部位的应力集中，

从而导致了区域震群活动的增强，区域性震群的

出现充分显示了区域地壳运动加剧的信息。

因此，在上述３个最大剪应变高值区中，泾

阳咸阳西安临潼三原地区则是应该特别值得

关注的区域，在该区域就曾发生过渭河盆地近４０

年来最大的１９９８年泾阳４．８级地震，而且２００９

年在该区域内的西安市临潼区与高陵县交界处，

又发生了４．４级地震。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空间大地测量ＧＰＳ监测成果，通过

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获得了渭河盆地现今地壳应

力应变场特征，揭示出了高剪切应变区与区域地震

活动性的关系，得出泾阳咸阳西安临潼三原地

区属于地壳薄弱带，易于盆地伸展和地震孕育。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建立有限元模型时对

地壳和断层介质作了简化处理，与实际有一定的

差异，需要进一步考虑介质的粘弹性特性，以及不

同地层的分层特性，以更好地把地壳深层形变特

征与地震活动关系结合起来分析。

致谢：感谢王敏、崔笃、王文萍、胡亚轩、张晓

亮等提供的数据及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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