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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全张量重力梯度组合识别并提取中国南海断裂

郭东美 1 何慧优 1

1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7

摘 要：断裂构造研究是重力解释的一项重要工作，与构造单元划分密切相关。全张量重力梯度数据以其信

息量大、含有更高频的信号成分，能更好地描述小的异常特征等优点在地球物理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基于

全张量重力梯度组合研究中国南海断裂识别及提取方法。首先，比较多种重力梯度边界识别方法，包括直接

利用重力梯度三分量法和全张量梯度组合法，分析它们的优缺点。通过对比分析，传统重力梯度三分量方法

不能有效地均衡深浅异常的振幅，当异常中同时出现正负异常可能产生假的边界结果。全张量重力梯度组合

法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传统方法的缺陷，而且获得的边界还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和收敛性。其次，利用改进的

边缘检测计算理论边界提取法确定断裂的精确平面位置，得到了与全张量梯度组合法一致的结果。由此推

断，南海断裂以北东走向和北西走向为主，北东东、北西、东西和近南北走向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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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地区位于欧亚、印澳、太平洋 3大板

块交接部位，受西部的特提斯构造域与东部的太

平洋构造域叠合影响［1］，具有特殊的大地构造背

景和独特的大地构造位置。自古生代以来，南海

地区经历了特提斯和太平洋两大构造域，由欧亚

大陆边缘微板块和从冈瓦纳大陆裂离向北漂移

的板块经过多次聚合、分离而形成的复杂构造

区，断裂构造发育，性质多样，基底构造单元具有

不同的构造属性［2］。南海海盆西部和南部受

印‐澳板块向北漂移和俯冲影响，东部受太平洋板

块和菲律宾海板块向 NWW方向漂移和俯冲影

响，在不同板块的相互作用之下，经历了复杂的

地质演化过程，形成了裂谷、海盆、断陷、挤压、走

滑等多种构造现象［3］。南海复杂的地质构造以及

不同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因素，使得南海构造

问题存在争论，其中，包括古南海缝合带位置问

题和地质构造单元划分等问题［4‐5］。

目前，许多学者［6‐7］利用综合地球物理方法对

南海断裂分布进行了研究。姚伯初［8］按走向将南

海及邻区断裂分为 NE‐NNE、NEE‐EW、NW 和

SN方向 4组。刘昭蜀等［9］将断裂按展布方向分

为 NE、NW、近 EW和近 SN方向 4组，其中，NE、
NW方向断裂是南海的主要断裂，近 EW方向断

裂主要分布在中央海盆和南海北部，近 SN方向

断裂主要分布在南海东西方向两侧。宋海斌

等［10］认为南海断裂按展布方向可分为NE向断裂

组、EW向断裂组、NW向断裂组和 SN向断裂组。

尹延鸿等［11］认为南海断裂构造主要有 NE、SN、

NW和近 EW向断裂组。罗新刚等［4］认为南海及

邻区断裂有 57条，其中，一级断裂 14条，二级断

裂 43条，以 NE和 NW方向为主。鲁宝亮等［3］认

为按断裂展布方向可分为NE‐NEE、NW和近 SN
方向 3组，北部主要表现为 NE‐NNE和 NW 方

向，西部主要以 SN向及 NE向的分支断裂组成，

南部主要发育 NE向、NW向及向南突出的弧形 3
组断裂，东部主要以 SN向的马尼拉海沟为主要

特征。卢丽娟等［12］认为南海活动断裂的延伸方

向以 NE、NW和近 SN向为主，北部和南部海域

以NE、NW向为主，西北部以NW向断裂为主，东

部和西部以近 SN向断裂为主。前人对南海及邻

区断裂构造类型和分布的总体认识基本一致，但

对其位置、方向、延伸和组合关系等认识不完全

一致。

边界识别是重力数据解释的一项重要内容，

可以显示地下断层、接触带和其他地质体边界的

水平位置，许多学者［13‐15］进行了断裂识别和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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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单元划分。现有的传统边界识别方法大多

数基于重力异常的水平和垂直导数。如 Cooper
等［16］使用倾斜角度和倾斜导数增强重磁异常的

细节，以不同的方式提高了边界检测的性能。

Miller等［17］使用倾斜角法圈定地质构造和估算深

度。Verduzco等［18］综合利用垂向导数和总水平

导数进行边界检测，验证该方法在浅层异常识别

的有效性。Ma等［19］通过对总水平导数的归一化

检测边界并降低对噪声的敏感性。Sertcelik等［20］

利用重力资料和磁资料对基于特征值分析法检

测地下线性构造的边界，有效降低了干扰噪声的

影响。然而传统的基于重力异常水平和垂直导

数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噪音非常敏感，

难以有效地均衡深浅异常的振幅，当异常中同时

出现正负异常时，会产生虚假的边界结果。近年

来，全张量重力梯度数据被应用圈定地质体的构

造边界。全张量重力梯度是重力位场分别在 x、
y、z方向的导数，共 9个分量。全张量重力梯度包

含不同方向的更多信息。将不同的张量分量组

合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地质体的综合情况，减少解

的发散程度，因而在地球物理解释中得到较多应

用。周文纳等［21］在倾斜角和 θ图边界识别基础

上，提出平面梯度的角度边界识别。袁园等［22］提

出了改进的水平解析信号方法、加强水平方向总

水平导数方法和改进的结构张量算法，进行全张

量重力梯度数据的边界解释。舒晴等［23］利用全

张量磁梯度数据进行均衡边界识别及深度成像。

戴伟铭等［14］利用重力梯度结构张量矩阵特征值

实现边界识别。

每种边界识别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作用，

且每种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因为地质

现象复杂，单一解释方法存在局限性，联合不同

梯度张量数据对异常地质体边界和断裂位置的

解释存在着很大的挑战［24］。首先，本文基于大量

前人研究成果，比较多种常用边界识别方法，包

括直接利用重力梯度三分量法和全张量梯度组

合法，分析它们的优缺点，并将其用于南海异常

地质体边界和断裂位置的圈定；然后，利用基于

全张量重力梯度的改进的边缘检测计算理论

（Canny算法）精确定位断裂在地表的平面位置，

得到了全张量梯度组合法一致的结果。

1 基于重力梯度的边界识别法原理

重力数据在笛卡尔坐标系 x、y、z方向上的分

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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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为万有引力常数；r为测量点（x，y，z）到地

质体（ξ，η，ζ）的距离；ρ为地质体密度。传统的边

界识别方法是利用了重力数据 3个方向导数的组

合 ，如 总 水 平 导 数（total horizontal derivative，
THD）、解析信号振幅（analytic signal amplitude，
ASM）、斜导数和 θ导数。总水平导数为水平导

数的平方和（TTHD），为：

TTHD = g 2x + g 2y （2）
解 析 信 号 振 幅 为 x、y、z 方 向 导 数 的 平 方

和（TASM），为：

TASM = g 2x + g 2y + g 2z （3）
斜导数（T atan）为：

T atan = arc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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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导数（T acos）为：

T acos = arc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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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x、gy、gz分别为重力异常 g的水平 x方向、y
方向及垂向 z方向的异常导数。

从式（4）和式（5）可以看出，斜导数、θ导数方

法是以重力 g的 x、y、z方向而建立的角度边界识

别。但是这种单方向的角度边界识别法都存在

着同样的问题，即在较深的地质体边界识别中误

差大，且当地质体相邻很近时，其分辨能力不足。

为了更加准确地探测目标体，可利用全张量梯度

的边界识别方法。重力全张量梯度数据为重力

向量 g=（gx，gy，gz）在 3个正交方向（x，y，z）空间

的导数，重力梯度全张量成分如图 1所示。重力

全张量梯度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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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αβ=
∂gα
∂β ，α、β∈{ x，y，z}。其中，

gαβ=
∂
∂α
∂V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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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39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2 年 5 月

在 x、y、z方向中，共有 9个重力梯度张量。

gxx、gyy、gzz满足拉普拉斯方程：gxx+ gyy+ g zz= 0，
且有 gxy= gyx，gxz= g zx，gyz= g zy。

类似于式（4）和式（5），令水平面内所有水平

分量 gyy、gxy、gyx、gxx为水平导数，gxz、gyz为垂直导

数，可建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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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的地形数据来自 Sandwell和 Smith
海深数据，如图 2所示，数据分辨率为 1'×1'。空

间重力异常资料同样来自于 Sandwell和 Smith全
球卫星重力异常，数据分辨率为 1'×1'，在海域数

据精度可达到 3.03×10−5 m/s2。

本文对南海自由空气重力异常采用洋陆分

离的方法进行布格校正。在海洋区域，采用传统

Parker‐Oldenburg正演将地层分为海水层、沉积

层以及基底 3层来进行计算；在陆地，则是采用传

统地面地形校正［25］来进行计算。地层密度取

2 670 kg/m3，海水密度取 1 030 kg/m3。将陆地和

海域两个结果进行叠加得出了南海及其周边地

区的布格重力异常，如图 3所示。

由图 3可见，由洋盆区域向边界海、大陆架以

及陆地区域方向，布格重力异常值在慢慢地降

低。一些大的盆地构造，如莺歌海盆地、中建南

盆地、南沙海槽盆地、曾母盆地等，布格重力异常

表现出高值，这直观地反映了南海地区布格重力

异常与基底起伏呈负相关。从布格重力异常走

向上来看，南海北部陆架由于受到华南大陆和海

区构造的影响，布格异常散乱，整体呈 NE向分

布。北部陆坡向中央海盆异常值增加，存在布格

重力异常急剧增大的梯度带。南部陆坡布格重

力异常存在不连续的重力梯度带，走向以 NE、
NW向为主。西部陆坡布格异常变化比较平缓，

总体呈 SN走向，部分异常呈 NW走向。东部陆

坡布格异常变化梯度大。西南海盆区内布格重

力异常走向明显，呈 NE向展布。东部海盆异常

区异常走向不明显，大部分区域为正异常。

3 边界识别

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比较多种常用的重力梯

度边界识别方法，包括直接利用重力梯度三分量

法和全张量梯度组合法，分析它们的优缺点，并

将其用于南海异常地质体边界和断裂位置的圈

定。图 4给出了重力梯度全张量异常。

图 2 南海海深数据图

Fig.2 Bathymetric Dat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图 1 重力梯度全张量成分

Fig.1 Components of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图 3 南海布格重力异常图

Fig.3 Bouguer Gravity Anomali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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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可见，gxx可以有效地反映地质构造南

北向的特征，gyy可以更好地反映地质构造东西向

的特征，gxy可以更多地反映地质构造 4个方位角

的特征，gzx可以识别地质体南北边界，gzy可以识

别地质体的东西边界。由于直接由全张量梯度

分量识别的地质体边界较模糊，分辨能力较差，

因此研究了不同梯度分量组合的边界识别法。

传统方法计算的斜导数和 θ导数如图 5所示。

由图 5可以看到，传统的边界识别方法产生

额外的错误边界信息，获得的边界不够收敛，会对

实际地质解释造成干扰。针对全张量重力梯度数

据信息量大、信号频率高，能更好地描述小的异常

特征等特点，本文采用全张量梯度数据改进的 Ttan

值以及改进的 Tcos值进行南海地质体边界识别。

图 6为全张量梯度组合的边界识别结果。

由图 6可见，改进后的两种算法能有效地识

别出地质体线性边界信息，而且两种方法识别的

边界一致。与传统方法比较，基于全张量梯度的

边界探测器能很好地识别地质体的边界，不仅可

以有效地避免产生错误的边界信息，而且获得的

边界结果更加准确、收敛。基于 Ttan值和 Tcos值特

征法获取的结果可以清楚地展现出南海 NE向的

图 4 全张量重力梯度

Fig.4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Data

图 5 传统三分量导数组合的南海边界识别结果

Fig.5 Edge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the Classical Three‐Component Gradient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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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布特征以及南海海盆区域、中西沙区域、南沙

群岛区域、华南陆架陆坡区域、华南大陆区域、苏

禄海区域、西部南北弧形区域、吕宋岛弧等主要

构造单元的边界。

4 边界提取

Canny边界提取算法具有信噪比好、定位精

度高、最简响应等优点，可以检测到不易识别的

弱边界［26‐27］。基于 Canny算法提取断裂平面位置

的流程如下。

1）使用自适应高斯函数平滑布格重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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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y）为点位坐标；σ为标准差；f（x，y）为原

始数据；I（x，y）为平滑后数据；*为卷积运算。

2）计算全张量梯度的幅值和方向。传统

Canny算法采用 2×2大小的模板来计算梯度幅

值和方向。这种方法对噪声敏感，容易丢失真正

边界信息。本文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利用重力

全张量梯度的组合计算梯度的幅值和方向，并且

给出了具体的公式。

3）非极大值抑制。即将求解构造边界问题

转变为求解幅值局部最大值的问题。若中心处

的幅值比沿梯度线方向上的相邻点处的幅值小，

则赋零，认为不是边界点；反之，确定为边界点。

由此过程生成的边界仍包含许多由噪声而产生

的虚假边界。

4）通过高低阈值结合连接边界。高阈值一

般为低阈值的 2倍。首先，利用高阈值寻找构造

边界，由此获取的边界中虚假边界很少，但有间

断点；然后，利用低阈值将边界断点处闭合，实现

完整边界的连接。结合南海区域地质构造给出

南海区域断裂识别结果。

图 7（a）给出了 Canny算法提取得到的精确

的断裂平面位置，黄色线条为改进的 Canny算法

提取的断裂位置，底图为 T cos值边界识别结果。

从图 7可以看出，改进后的 Canny边缘检测

法可直接获取断裂的平面位置，定位精度高，提

取的边界基本由构造边界中心点连接而成。对

于每条边界只标识一次，不响应虚假边界，最大

限度地抑制了噪声边缘。比较图 7（a）和图7（b），

可以看出，得到的断裂走向基本一致。主要断裂

有：F1‐1和 F1‐4为海陆交接边界，F1‐2为台西南

盆地、珠江口盆地和琼东南盆地的边界，F1‐3为
穿 过 莺 歌 海 延 伸 到 万 安 盆 地 的 断 裂 ，F1‐5 和

F1‐10为中央海盆的边界，F1‐6和 F1‐7为海盆大

洋中脊，F1‐8为中央海盆与周围地块的边界，

F1‐9为马尼拉海沟俯冲带，F1‐10为巴拉望盆地、

礼乐盆地、文莱沙巴盆地和南沙海槽盆地的边

界，F1‐11为北康盆地和曾母盆地的边界。

本文推断南海断裂以 NE向走向和 NW向走

向为主，以 NEE向、NW向、EW向和近 SN向走

向为辅。南海海盆区域呈菱形分布，其东西两侧

的断裂构造走向近 SN向，其他线性构造走向均

为 NE‐NEE向。南海西部为越东陆架，SN向的

线性异常与海岸线大致平行，有一系列平直的阶

梯状正断层，具有剪切‐拉张特征，由西向东断裂，

多为走滑型断裂；南海东部断裂主要呈近 SN向

分布，与吕宋岛弧、马尼拉海沟展布方向相一致，

图 6 全张量梯度组合的边界识别结果

Fig.6 Edge Detec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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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向西凸出的弧形，南海东部构造呈现挤压型边

缘特征；南海北部陆缘区线性异常方向大致平行

于 NE向走向的海岸线，其内有一系列阶梯状断

层，为拉张型边缘，反映了该区中生代俯冲增生

带构造特征；南海南部构造特征主要呈现 NE、
NW及向南突出的弧形走向，以海沟俯冲型断裂

为主。NE向走向以南沙海槽为主，NW向走向以

廷贾断裂以及乌鲁根断裂为主，弧形褶断褶带以

武吉米辛等缝合带和主卢帕尔为主。

南海中部呈现三角形的线性异常带大致展

示出中央海盆的边界。海盆内部的断裂构造为锯

齿状张裂，多为 NE向和近 EW向走向。NE向张

裂为规模较大的岩石圈断裂和地壳断造，构成南

海海盆的基本构造轮廓。NE向断裂主要分布在

隆起的岛块及其边缘，延伸方向与华南板块的主

要断裂平行，对南海海盆形成明显的控制作用。

近 EW向断裂包括 NEE向走向和 EW向走向两

种。NEE向主要分布在陆坡区、北部陆架，以基

底断裂为主。EW向断裂以岩石圈断裂为主，中

央海盆区的 EW向断裂通常构成海底扩张轴。

5 结 语

近年来，位场数据的特征值被广泛应用于地

质体的边界识别，其中，重力梯度全张量的特征

值是一个重要方法。本文对重力张量数据的边

界识别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重力梯度三分

量组合法和全张量梯度组合法的优缺点，并将其

用于南海异常地质体边界和断裂位置的圈定。

1）全张量重力梯度异常可以获得更多的重

力细节特征，为地质解释提供了更多的依据。由

于全张量重力梯度信息量大、含有更高频的信号

成分，联合不同梯度张量组合能更加准确地进行

位场解释。通过比较多种边界识别方法得到的

结果，可以看出，利用全张量重力梯度分量组合

的 Tcos值和 Ttan值识别的边界一致，定位精准且收

敛更好，提高了描述断裂构造或者地质体边界的

水平位置的准确性。

2）基于改进的 Canny边界提取算法精确获取

南海断裂的平面位置，得到的南海断裂边界与

Tcos值和 Ttan值结果一致，精确给出了南海构造单

元边界。南海海盆边缘特征各不相同，西部为走

滑型断裂，东部为海沟俯冲型断裂，南部为挤压

型断裂，北部为拉张型断裂。南海断裂以 NE向

走向和 NW向走向为主，以 NEE向、NW向、EW
向和近 SN向走向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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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Ident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of Fault Struc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ing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Combination

GUO Dongmei 1 HE Huiyou 1

1 Innovation Academy for Precision 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7,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The South China Sea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three major plates, i.e,Eurasian,
Indo‐Australian, and Pacific Plates. Affected by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Tethys tectonic domain in the
west and the Pacific tectonic domain in the east, it has a special tectonic background and a unique tectonic
location. The complex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lates have made the tectonic proble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till controversial, including the location of
the ancient South China Sea suture zone and the division of geological tectonic units. The study of fault
structure is important for gravity interpretatio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vision of tectonic units.
Methods：：The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data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nd higher frequency
signal components and can better describe small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and thus it is widely used in geo‐
physics. On the basis of the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combin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ult identifica‐
tion and extraction method in the South China Sea.Results：：Multiple gravity gradient boundary recognition
methods are compared to clarif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method, including the direct use
of the three‐component gravity gradient method and the full tensor gradient combination method.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traditional three‐component gravity gradient method cannot effectively balance
the amplitude of deep and shallow anomalies. Whe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omalies appear spon‐
taneously, false boundary results may be generated. The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combination method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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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effectively avoid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but also obtain boundaries with good continuity
and convergence. In addition, the boundary identified by the Tcos value and the Ttan value of the full tensor
gravity gradient component combin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the better convergence,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horizontal position of the fracture structure or the boundary of the geological body is
improved.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uses the improved Canny boundary extraction method to accurately
obtain the plane posi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ault. The obtained South China Sea fault boundary is con‐
sistent with the Tcos and Ttan values,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tructural unit is accurately
given.Conclusion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gin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Basin are different, with the
west, east, south, and north as a strike‐slip fault, a trench subduction fault, a compression fault, and a ten‐
sile fault, respectively. The South China Sea fault strikes are mainly in NE and NW directions, followed
by NEE, NW, EW, and near SN directions.
Key words：satellite gravity data；full tensor gradient；boundary identification；boundary extraction；fault
strike

First author: GUO Dongmei, PhD, associate researcher, specializes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gravity field. E‐mail: guodongmei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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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37页）

gauge stations were used for verification and accuracy evaluation of th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
solute errors of the vertical datum transformation model at these three long‐term tide gauge stations were −
19.8 cm, −25.8 cm and −27.0 cm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all higher than the evaluated error (12.4 cm)
of the model.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Yangtze estuarine waters have complicated tidal wave characteris‐
tics and they are nearshore waters, which leads to poor accuracy of the mean sea surface topography model
in this region, thus further reducing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 as a whole. Despite this,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 still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
tion standards for hydrographic surveys.Conclusions:Therefore,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paper are feasi‐
ble and reliable, especially in far ‐sea areas. When the accuracy of satellite altimetry is further improved in
the nearshore areas, 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is paper can be extended to nearshore and inland waters.
Key words：chart datum；geoid；sea surface topography；tidal wave motion；vertical datum transforma‐
tion；Yangtze estuarine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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