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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测深圳市地下断层参数对该地区的规划建设、抗震设防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人机联

作选择法反演了深圳市两条测线的断层参数，反演结果表明：两条测线的正演模型与观测值之间相对误差分

别为４．５１％和４．２６％，计算结果可靠；断层从地下４ｋｍ附近开始出现破裂信号，至１７ｋｍ附近消失，倾角约

为７０°，属于倾角较大的正断层；断层位置与深圳市地形起伏可能存在一定相关性。研究结果与地质及地球

物理勘探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验证了剖面重力测量数据反演深圳市地下断层参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深圳市；剖面重力测量；人机联作选择法；断层参数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深圳市是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最快的大型国

际都市之一，建设有铁路、公路、核电站、超高层建

筑群、桥梁等大型设施。深圳区域经历了自加里

东期以来的多次强烈构造变动，形成了北东向、北

西向和近东西向三组断裂［１２］，主要断裂编号和名

称为：犉１九尾岭断裂，犉２横岗罗湖断裂，犉３

莲塘断裂，犉４盐田断裂及犉５温塘观澜断裂，如

图１所示。北东向的断裂为“多字型”断裂，是深

圳市断层的主干断裂，属于华夏系大断裂的尾端，

斜贯全区，延伸数百ｋｍ 以上；是区内的主导构

造，对整个测区的地层、侵入体、变质岩分布、构造

展布等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深圳市北西向断裂

发育程度仅次于北东向断裂，东西断裂带自北向

南有暗山、小三洲、伯公坳断裂等。

图１　深圳区域地质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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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利用先进有效的方法，准确查明深圳市

主要活动断层的空间位置、产状、规模和活动性，

评价其地震危险性，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２］。目前可用于城市活动断裂的探测方法主要

包括地质地貌调查、地球化学探查和地球物理勘

探。由于城市活动断裂常被第四纪松散沉积物所

覆盖而成为隐伏活动断裂，地球物理勘探以其方

法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成为最主要的探测方法［２４］。

常用的地球物理勘探手段有地震勘探、多极直流

电法勘探、探地雷达、井间地震、电磁成像、高精度

重力测量等［５１０］。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相关学者

利用地震勘探方法分析了深圳市地震危险性、地

震烈度、莲花山断裂带西南端地震危险性等。２１

世纪初期，马浩明、陈庞龙等通过钻孔探测及地质

年代测定等技术对观澜断裂的第四纪活动性进行

了详细分析和研究；２０１０年陈庞龙等人利用大地

电磁测深方法对深圳断裂带的４条剖面进行了分

析；２０１１年肖兵等人利用大地电磁阵列探测了深

圳市深部结构［１１１３］。

上述方法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较为理想

的结果，但效率较低，成本较高，施工方法较复杂，

受外界因素影响也较大。高精度重力测量在探测

效率、成本和施工方法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优

势，并且极少有文献研究利用剖面重力数据反演

深圳市地下断层参数。本文详细讨论了利用剖面

重力数据反演深圳市地下断层参数的反演方法，

并将反演结果与相关地质和地球物理勘探资料进

行对比分析，验证本文计算方法的可行性和结果

的正确性。

１　剖面重力数据采集与处理

数据采集的测线横跨北东向断裂，走向与断

层走向近似垂直。剖面重力测量有两条测线，分

别为红岭测线和彩田测线，两条测线的间距约为

３ｋｍ。彩田测线是从皇岗广场开始，到银湖附近

结束，总长约６ｋｍ；红岭测线的起点在红岭中路

南端，终点在水官高速附近，总长约１０ｋｍ。剖面

重力测量的采样间距均为１００ｍ。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７～２９日，根据《加密重力测量

规范ＧＢＴ１７９４４２０００》的相应要求，利用 Ｇ９６０

与Ｂ６０重力仪进行了彩田测线的剖面重力测量，

Ｇ１０６３与Ｇ１０６６重力仪进行了红岭测线的剖面

重力测量，每条测线均是采用两台仪器同时测量。

剖面重力测量完成后，需要从观测值中提取地下

断层引起的重力信号，其处理过程主要包括计算

布格重力异常和滤波。

计算布格重力异常的目的是将在地球表面测

得的重力值归算到大地水准面上，消除不同测点

间由于高程、地形、纬度等因素所引起的差异，具

体做法是：依次对实测重力值进行地形改正、层间

改正、自由空气改正和正常场改正，其中后三者的

计算较为简单，地形改正较为复杂。结合深圳市

已有的１００ｍ×１００ｍ的ＤＴＭ，采用质量线地形

模型计算了地形改正量［１４］。粗差探测采用移动

窗阈值法，即选定一个固定长度的窗口，将窗口按

一定步长在测线方向进行移动，逐步覆盖整个测

线。探测出粗差后，再利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算法对

粗差点的布格异常值进行修正［１５１６］。最终获得的

完全布格重力异常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完全布格重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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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际测量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测量的

重力数据并不是严格在一条直线上，测点间的距

离也不完全等于１００ｍ，因此需要进行归算。利

用反距离加权平均插值方法将测量点上的布格重

力异常归算到一条直线上，且各点间距均为１００

ｍ。归算后的布格重力异常包括一些外部环境的

影响，特别是一些高频信号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其

进行滤波处理。通过试算比较分析，最终选用

ｄｂ６小波基对其进行小波分层低通滤波
［１７］，其结

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小波滤波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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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断层参数反演方法

常用的重力反演断层方法可以分为直接反演

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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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频率域法和特征点法。直接反演法是先根据

先验信息建立地下断层模型，比较模型正演结果

与重力观测数据之间的差异，再利用适当反演算

法（最小二乘、遗传算法、神经网络等）求解最优模

型参数［１８２１］。频率域法首先是将重力观测数据转

换到频率域，再利用频谱理论来确定断层参

数［２２２４］。特征点法是根据重力异常数据及其一阶

和二阶导数的特征点反演断层参数［２５２９］。频率域

法在时频分析本身上存在缺陷，应用范围受到限

制；特征点法多用于定性反演断层参数，用于定量

计算时精度较低；直接反演法是目前应用最为广

泛的一种方法，并且具有较高的反演精度。人机

联作选择法是直接反演法的一种，对于较为复杂

的断层剖面形状，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能根据已

有的地质、勘探、地球物理等资料建立初始模型，

并进行迭代计算，直至正演结果与观测值误差最

小。

人机联作选择法是以多边形截面水平棱柱体

为基本地质模型，将复杂形体分解为许多小的几

何形状规则或不规则的多边形单元，每个单元的

重力异常值可以用解析式准确地计算出来。对于

横截面为任意形状的二度体单元，只要给出多边

形各角点的坐标，就可以用解析式计算出二度体

的重力异常。如图４所示，计算犃犅犆犇犈犉犌犃 在

犗 点的重力异常的表达式为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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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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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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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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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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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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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犌为万有引力常数；σ为二度体剩余密度；狀

为多边形边数；（ξ犻，ζ犻）为二度体第犻个角点的坐

标。

图４　任意多边形二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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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个单元的重力异常值求和，就可以得到

复杂二度形体的重力异常值。在实际反演中，一

个完整的反演过程如图５所示。

根据先验信息建立初始断层模型，计算模型

图５　反演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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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力异常值，并将其与实际观测重力异常数据

进行对比，经过迭代，达到所需要的精度，即可输

出断层参数结果。

３　反演结果分析与讨论

初始模型的建立需根据地质图、物性资料、重

磁资料以及重力异常走势等做出定性判断，在本

文中建模的主要依据有：① 据重力、航磁、大地电

磁测深、天然地震转换波测深和人工地震测深等

资料显示，深圳地区莫霍面深度为３３．７～３４．５

ｋｍ；② 由岩层密度和地震波速度分布情况可知，

深圳市地下１７ｋｍ左右存在一个康氏面，界面以

上主要成分为硅铝层，密度超过２．６ｇ／ｃｍ
３，界面

与莫霍面之间主要物质成分为硅镁层，密度在

２．８～３．３ｇ／ｃｍ
３之间；③ 根据野外地震地质调

查、浅层地震勘探以及钻孔和探槽结果，横岗罗

湖断裂西南段走向北东４５～５５°，正断层，倾角

５０°～８０°；④ 深圳区域内小地震深度在０．８～

２３．６ｋｍ范围内，集中在６～８ｋｍ左右。

经迭代计算后，反演结果如图６和图７所

示。图６中，地下地层共分三层，由下至上分别为

硅镁层、硅铝层和覆盖层。硅镁层（浅红色区域）

与硅铝层的分界面是康氏面，深度约为１７ｋｍ，硅

镁层底面为莫霍面，深度约为３４ｋｍ，康氏面和莫

霍面之间地层的平均剩余密度为０．３ｇ／ｃｍ
３。硅

铝层的黄色、淡蓝色、黑色和绿色区域分别是断层

的下盘、上盘、下盘和上盘，它们的平均剩余密度

均为０．１ｇ／ｃｍ
３。覆盖层包括深红色和蓝色两个

区域，它们的剩余密度为０．０６ｇ／ｃｍ
３。此模型的

正演结果与观测值之间的最大误差为 １．１０

ｍＧａｌ，均方 误 差 为 ０．０９ ｍＧａｌ，相 对 误 差 为

４．５１％。测线方向上共有三条正断层，它们从４

ｋｍ附近开始破裂，到１７ｋｍ 附近闭合，倾角约

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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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第一条断层在皇岗广场附近，在测线的起点，

第二条断层在银湖附近，距离起点约６３００ｍ，第

三条断层在南坪快速附近，与起点相距约为９９００

ｍ。

图６　彩田测线重力剖面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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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红岭测线重力剖面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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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中，地层也分三层，由下至上分别为硅镁

层、硅铝层和覆盖层。硅镁层（黄色区域）与硅铝

层的分界面是康氏面，深度约为１７ｋｍ，硅镁层底

面为莫霍面，深度约为３４ｋｍ，康氏面和莫霍面之

间地层的平均剩余密度为０．３ｇ／ｃｍ
３。硅铝层浅

红色、蓝色、淡蓝色和黑色区域的平均剩余密度为

０．１ｇ／ｃｍ
３。覆盖层深红色、紫色和灰色区域的平

均剩余密度为０．０８ｇ／ｃｍ
３，绿色区域的平均剩余

密度为０．０６ｇ／ｃｍ
３，黑色区域的平均剩余密度为

０．０７ｇ／ｃｍ
３。此模型的正演结果与观测值之间的

最大误差为１．０５ｍＧａｌ，均方误差为０．０５ｍＧａｌ，

相对误差为４．２６％。测线方向上有三条正断层，

它们从４ｋｍ附近开始破裂，到１７ｋｍ附近闭合，

倾角约７０°；第一条在测线起点红岭中路南段附

近，第二条断层在深圳龙园山庄附近，距离起点约

５ｋｍ，第三条断层在水官高速附近，到起点的距

离约１０４００ｍ。

由图６和图７可以看出，彩田测线与红岭测

线所反演的结果具有一致性，这主要是由于两条

测线之间距离比较近（约３ｋｍ）。两条测线反演

断层的位置和参数与地质和地球物理勘探资料结

果能够较好地吻合［２］。另外，三条断层均出现在

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带，第一条断层在皇岗公园附

近，第二条断层在笔架山公园附近，第三条断层在

南坪快速麻竹山附近，说明断层位置与深圳市地

形起伏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４　结　语

１）彩田测线的正演结果与观测值之间的最

大误差为１．１０ｍＧａｌ，均方误差为０．０９ｍＧａｌ，相

对误差为４．５１％，红岭测线的正演结果与观测值

之间的最大误差为１．０５ｍＧａｌ，均方误差为０．０５

ｍＧａｌ，相对误差为４．２６％，表明本文计算方法是

正确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２）两条测线反演了三条正断层，三者都从４

ｋｍ附近开始破裂，到１７ｋｍ 附近闭合，倾角约

７０°，属于倾角较大的正断层，与地质、勘探、地球

物理等资料反演结果能够较好吻合，表明利用剖

面重力资料反演断层参数的理论和方法是可行

的。另外，断层均出现在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带，说

明断层位置与深圳市地形起伏存在一定相关性，

这也为利用深圳市地形数据研究深圳市断层分布

特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致谢：感谢《深圳市重力勘测地下地质结构》

项目提供重力测量数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

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提供重磁勘探软件

（ＧＭ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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