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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ＵＳＴ１．０模型给出的莫霍面深度进行拟合，得到适应于天山及邻区的平均补偿深度、“地区性指标”以及区域补

偿半径．结合地球重力场模型ＥＩＧＥＮ６Ｃ４与地形数据，利用球冠体积分方法进行地形效应、沉积层效应计算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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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壳均衡”是假定密度较低的地壳漂浮在密度

较高的地幔之上，并且在没有任何扰动力的情况下，

地壳和地幔趋于静止的一种理想状态（Ｗａｔｔｓ，

２００１）．板块碰撞、造山、剥蚀、沉积、岩浆活动等构造

运动会破坏地壳原有的均衡，而均衡恢复的过程往

往又会伴随构造活动的发生．我们通常应用均衡重

力异常描述地壳均衡状态，它不仅能够反映实际地

壳厚度偏离均衡地壳的情况和岩石圈密度特征，

还能够指示过去所经历的地质运动以及未来可能

发生的构造活动趋势．因此，研究地壳均衡问题成

为探索岩石圈内部结构、地壳均衡状态、深部动力学作

用等科学问题的重要窗口（Ｓｉｍｐ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６；

Ｋａｂ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Ｔｉｗａ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王谦身等，

２００９；张永谦等，２０１０；陈石等，２０１１；陈石和王谦

身，２０１５）．

天山及邻区（图１）位于欧亚大陆中部，以近东

西向的天山造山带为中心，与准噶尔盆地、哈萨克斯

坦块体、塔里木盆地、阿尔泰山脉等构成了独特的盆

山相间格局．大量的研究表明，天山造山带属于典型

的新生代复活型造山带，其基本格架形成于古生代

晚期，随着古天山洋闭合，西伯利亚与塔里木两个大

陆碰撞，准噶尔、博格达、哈尔里克等地体拼贴增生

而成（肖序常等，１９９０；马瑞士等，１９９３；何国琦等，

１９９４）．在中生代早期，天山地区被高度夷平后进入

准平原化状态，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天山处于抬升

阶段，直至晚白垩世时期，古天山再度被夷平（张良

臣和吴乃元，１９８５；马瑞士等，１９９３）；在新生代时

期，受印度板块强烈俯冲欧亚板块，其远程作用波及

整个天山地区，使得天山构造复活，造山带再次隆升

（Ｍｏｌｎａｒａｎｄ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１９７５；Ａｖｏｕａｃｅｔａｌ．，１９９３；

Ｙ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邓起东等，２０００）．ＧＰＳ观测数据

显示，天山及邻区构造活动强烈，天山造山带当前仍

呈现整体隆升趋势（刘开宇和王琪，２０１３；傅嘉政，

２０１４；赵静等，２０１９）．但是，目前天山隆升是印度

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与俯冲造成的“远端”效应还是

与均衡调整有关？其背后是怎样的动力学机制？仍

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科学问题．

本文基于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区域均衡原理，通过

改进前人的计算方法并且研究了天山及邻区的平均

补偿深度、“地区性指标”与区域补偿半径，利用最新

全球重力场模型与地形数据获得了研究区 Ｖｅｎｉｎｇ

Ｍｅｉｎｅｓｚ区域均衡重力异常，进而讨论了该地区的

地壳均衡状态、地表升降运动趋势和动力学意义．

１　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区域均衡理论

经典的地壳均衡理论有Ｐｒａｔｔ和 Ａｉｒｙ两种均

衡模型，前者采用地壳密度的横向变化补偿地壳负

载变化，后者则通过地壳厚度变化实现均衡补偿．两

种模型均属于理想化的局部补偿模式．若考虑岩石

圈是一个具有一定弹性性质的弹性体，Ｖｅｎｉｎｇ

Ｍｅｉｎｅｓｚ（１９３１）基于“弹性板”概念提出了区域补偿

模式，即地形物质负载通过弹性岩石圈（地壳）挠曲

实现区域补偿．在物理上，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ＶＭ）区

域均衡模型应该更符合实际情况．

ＶＭ均衡模型是将地壳视为一个水平的密度

为ρｃ、厚度为犜０（平均补偿深度）的弹性薄板，“漂

浮”在具有密度为ρｍ 的流塑地幔之上，地壳的变形

可以由该弹性板的变形表示．根据 Ｈｅｒｔｚ（１８８４）提

出的方法，ＶＭ 均衡模型的弹性板变形公式为

（ＡｂｄＥｌｍｏｔａａｌ，１９９３）

犇

Δ

４狕＝犘－犵（ρｍ－ρｃ）狕， （１）

式中，犇 表示弹性板的刚度，

Δ

４称为双谐算子，表示

拉普拉斯算子

Δ

２的平方，ρｍ 是平均地幔密度，ρｃ 是

平均地壳密度，狕是弹性板的弯曲量，犘是点荷载，犵

为重力加速度大小．

图２是弹性板在点荷载犘作用下的弯曲示意

２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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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天山及邻区的地形与区域大地构造示意图．底图ＤＥＭ数据源自ＥＴＯＰＯ１（ｗｗｗ．ｎｇ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ｍｇｇ／ｇｌｏｂ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ｈｔｍｌ），黑色粗虚线标出了主要沉积盆地的轮廓（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灰色细实线表示主要断裂（邓起东，２００７）

Ｆｉｇ．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ｐａｎｄ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ＴｈｅＤＥＭ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

ｂａｓｅｍａｐ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ＥＴＯＰＯ１（ｗｗｗ．ｎｇ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ｍｇｇ／ｇｌｏｂ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ｈｔｍｌ）；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ｔｈｉ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

ｍａｒｋｔｈ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ｓ（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Ｔｈｅｇｒｅｙｔｈｉｎ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

（Ｄｅｎｇ，２００７）

图２　点荷载作用下的弹性板弯曲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ｄｉｎｇｏｆａ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ｌａｔｅ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ｌｏａｄｉｎｇ

图，犚表示区域补偿半径，犫表示最大变形量．在实

际情况中，上表面变形部分被与地壳密度相同的地

形物质填充，下表面则弯曲形成所谓的“山根”．

在单位质量点荷载作用下，弹性板最大变形量为

犫＝
１

８（ρｍ－ρｃ）犾
２
， （２）

其中

犾＝

４

犇

犵（ρｍ－ρｃ槡 ）
， （３）

犾表示“地区性指标”（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具有长

度量纲．事实上，当壳幔物质密度差ρｍ－ρｃ 确定之

后，犾就是表征弹性板刚度犇的参数．参数犫、犾以及弹

性板弯曲量狕与狉（狓，狔）的关系均由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

（１９３１，１９３９）给出．然而，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所给出关

于式（１）的解只是近似解、精度较低，根据ＶＭ均衡

理论，变形只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即当狉＞犚 时，弹

性板不发生形变．因此，考虑形变边缘犙点的位置，

则式（１）可写为

犇

Δ

４狕＝－犵（ρｍ－ρｃ）狕， （４）

将式（３）带入，则式（４）可改写为

Δ

４狕＋犾
－４狕＝０． （５）

　　通过极坐标变换并引入Ｋｅｌｖｉｎ函数（Ａｂｒａｍｏｗｉｔｚ

ａｎｄＳｔｅｇｕｎ，１９６７），可求得点荷载作用下弯曲量

狕（狉）的准确解（ＡｂｄＥｌｍｏｔａａｌ，１９９３）．

需要说明的是，若不考虑弹性板的刚度，点负载

为地形负载，即犇＝０、犾＝０、犘＝ρｃ犵犺，（１）式退化为

Ａｉｒｙ均衡模式，即

０＝ρｃ犵犺－犵（ρｍ－ρｃ）狕， （６）

可得

狕＝ ρｃ

ρｍ－ρｃ
犺， （７）

其中，犺为地表的海拔高程．

根据ＶＭ区域均衡模型，单位质量荷载产生的

弯曲量由表１给出，在实际计算中，需将地形质量等

效为面质量元，即

ｄ犿＝ρｃ犺（狓′，狔′）ｄ犛， （８）

该面质量元引起的变形量可表示为

狕（狉）ｄ犿＝狕（狉）ρｃ犺（狓′，狔′）ｄ犛，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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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按犓犲犾狏犻狀函数给出的弹性板弯曲曲线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犫犲狀犱犻狀犵犮狌狉狏犲狅犳犪狀犲犾犪狊狋犻犮狆犾犪狋犲犪犮犮狅狉犱犻狀犵

狋狅犓犲犾狏犻狀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狉 狕（狉）

０ 犫

０．５犾 ０．８５５１犫

犾 ０．６３０２犫

１．５犾 ０．４２１９犫

２犾 ０．２５７７犫

２．５犾 ０．１４０９犫

３犾 ０．０６５１犫

３．５犾 ０．０２０４犫

３．９１５犾 ０

因此，整个地形对任意点（狓，狔）处引起的总弯曲

量为

犣（狓，狔）＝狕ｄ犿＝ρｃ犺（狓′，狔′）狕（狉）ｄ狓′ｄ狔′，（１０）
其中，狉＝ （狓－狓′）

２
＋（狔－狔′）槡

２．

　　由于式（１０）的计算过程也非常复杂，不便于实

现．刘缵武和陆仲连（１９９９）对式（１０）进行了改进，给

出了便于实现的计算方法，即通过极坐标转换，将式

（１０）改写为

犣（狉，θ）＝ρｃ∫
犚

０
［∫
２π

０
犺（狉ｃｏｓθ，狉ｓｉｎθ）ｄθ］狕（狉）狉ｄ狉．（１１）

由于区域均衡补偿只发生在一定范围之内，因

此积分限最大值犚＝３．９１５犾称为区域补偿半径．若

将半径为狉圆周上的平均高程表示成

犺ｍ（狉）＝
１

２π∫
２π

０
犺（狉ｃｏｓθ，狉ｓｉｎθ）ｄθ， （１２）

并代入式（１１），则可得

犣（狓，狔）＝２πρｃ∫
犚

０
狕（狉）犺ｍ（狉）狉ｄ狉， （１３）

对式（１３）右端积分进行离散化，即

犣（狓，狔）＝２πρ犮∑
狉犻＜犚

狉犻狕（狉犻）犺ｍ（狉犻）Δ狉犻， （１４）

式（１４）即为ＶＭ均衡补偿面形态的计算方法．

按式（１２）定义，犺ｍ（狉犻）是以待计算点（狓，狔）为圆

心、半径为狉犻、宽为Δ狉犻环带上地形高程犺的平均值，

但是为了便于计算，在刘缵武和陆仲连（１９９９）所给

方法中，犺ｍ（狉犻）的值采用中心在犗点、内边长为２狉犻、

条宽为Δ狉犻的方框的平均高程代替（图３）．

　　显然，考虑地球表面曲率以及在地形起伏比较

复杂时，以方框平均高程代替环带平均高程将会产

生一定的误差，并且实际在研究较大尺度区域时，地

形数据往往以经纬度网格的形式给出．因此，本文考

图３　犺ｍ（狉犻）的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犺ｍ（狉犻）

虑实际情况，采用另外一种方法计算“环带平均高

犺ｍ（狉犻）”，其具体思路如下：

（１）将实际地球近似为球体，已知球面上任意

两点的经纬度（λ１，φ１）和（λ２，φ２），λ表示经度，φ表

示纬度，则该两点间的最短距离犔可表示为

犔＝犚０ａｒｃｃｏｓ［ｃｏｓφ１ｃｏｓφ２ｃｏｓ（λ１－λ２）＋ｓｉｎφ１ｓｉｎφ２］，
（１５）

在实际计算中，犚０ 采用研究区域平均地心半径．

（２）在计算任意点的总弯曲量时，通过计算原

始地形数据网格点与待计算点（狓，狔）之间的球面距

离，与表１中狉的大小进行比较与判断，确定原始网

格地形数据点所处的环带范围．

（３）计算每个环带内的地形平均高程犺ｍ（狉犻）．

为了防止边界效应，原始地形数据的范围需要

大于待计算点的区域补偿半径犚．至此，选定合适的

“地区性指标犾”，结合表１中参数，按式（１４）便可计

算出ＶＭ区域均衡模型下任意点的总弯曲量犣，并依

据适当的平均补偿深度犜０，得到ＶＭ均衡补偿深度：

犜＝犜０＋犣． （１６）

２　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均衡校正

依据ＶＭ均衡理论，计算均衡异常首先需要根

据地形数据获得均衡补偿深度犜，进而计算犜与平

均补偿深度犜０ 之间物质的重力效应即均衡校正

量，然后对消除了地形重力效应的布格重力异常进

行均衡校正．

２．１　数据准备

本文基于ＥＴＯＰＯ１模型（ＡｍａｎｔｅａｎｄＥａｋ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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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并从中提取得到研究区高程数据（如图１所

示）作为估计均衡补偿深度的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

考虑到研究区内局部地形起伏较大，为确保准确性，

采用了分辨率更高的ＳＲＴＭ１５＿ＰＬＵＳ（Ｂｅｃｋ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ＤＥＭ模型计算地形的重力效应，该模型

具有１５″×１５″的空间分辨率．

本文采用的重力数据源于ＥＩＧＥＮ６Ｃ４地球重

力场模型（Ｆｒｓ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通过计算得到研究

区８ｋｍ高度上（基于 ＷＧＳ８４参考椭球面）的自由

空间重力异常用于均衡异常计算．

２．２　犞犕均衡补偿深度的确定

利用表１给出的弹性板弯曲曲线和ＥＴＯＰＯ１

地形数据，将本文提出的“平均高犺ｍ（狉犻）”计算方法

应用于改进的 ＶＭ 均衡模型算法（刘缵武和陆仲

连，１９９９），计算得到ＶＭ区域均衡补偿面的总弯曲

量犣．为了减小边界效应的影响，将 ＶＭ 区域均衡

补偿面范围向外做了拓展，即向东、西方向分别外拓

了６．５°，向南、北方向分别拓展了４°，使用的地壳平

均密度为ρｃ＝２．６７ｇ·ｃｍ
－３、地幔平均密度为ρｍ＝

３．２７ｇ·ｃｍ
－３．

根据定义，地区性指标犾是与研究区地形及地

壳厚度特征相关的参数．为了寻求适当的地区性指

标犾和平均补偿深度犜０，我们以ＣＲＵＳＴ１．０地壳模

型作为参照，选用不同犜０ 和犾进行试验，将计算得

到的不同ＶＭ均衡补偿深度犜（亦或称为“ＶＭ 模

型莫霍面深度”）与ＣＲＵＳＴ１．０模型给出的莫霍面

深度犜ｃｒｕｓｔ进行对比，采用均方差表示两者之间的拟

合程度，相关计算结果示于图４和表２．

图４　ＶＭ均衡补偿深度与ＣＲＵＳＴ１．０给出的莫霍面深度对比．（ａ）犾取值不同时，拟合差随犜０ 的变化曲线；

（ｂ）犜０＝３９ｋｍ时，拟合差随犾变化的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Ｍ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ＭｏｈｏｄｅｐｔｈｏｆＣＲＵＳＴ１．０．（ａ）Ｇｉｖ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犾，ＲＭ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犜０；（ｂ）ＲＭ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犾ｗｈｅｎ犜０＝３９ｋｍ

表２　当犜０＝３９犽犿时犞犕均衡补偿深度与

犆犚犝犛犜１．０莫霍面深度差异统计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犞犕犮狅犿狆犲狀狊犪狋犻狅狀

犱犲狆狋犺犪狀犱犕狅犺狅犱犲狆狋犺狅犳犆犚犝犛犜１．０狑犻狋犺犜０＝３９犽犿

犾 Ｍａｘ（ｋｍ） Ｍｅａｎ（ｋｍ） Ｍｉｎ（ｋｍ） ＲＭＳ（ｋｍ）

２０ １９．８５ －０．４４ －１７．０５ ±４．６２

４０ １８．２６ －０．４２ －１６．３２ ±４．３２

６０ １６．６２ －０．３９ －１５．７０ ±４．１１

８０ １５．３９ －０．３４ －１５．０６ ±４．０１

１００ １４．５２ －０．２９ －１４．１２ ±３．９６

１０５ １４．７６ －０．２７ －１３．８６ ±３．９６

１１０ １５．００ －０．２５ －１３．５９ ±３．９６

１２０ １５．４４ －０．２２ －１３．０３ ±３．９７

１４０ １６．２６ －０．１６ －１２．０５ ±４．０１

　　试验结果（图４ａ）表明，当犾取不同值时，均方差

最小值集中在犜０ 为３８～４０ｋｍ的区间，Ａｉｒｙ模型

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本研究区的最佳平均补偿深度

为犜０＝３９ｋｍ．在确定了犜０ 之后，从对比结果（图

４ｂ和表２）中可以发现，最佳地区性指标参数犾应该

在１００～１１０ｋｍ之间．

根据试验结果，我们取犾＝１０５ｋｍ、犜０＝３９ｋｍ，

进行ＶＭ均衡补偿深度分布计算．对比ＣＲＵＳＴ１．０模

型给出的莫霍面深度（图５ａ）与本文计算获得的Ｖ

Ｍ均衡补偿深度分布（图５ｂ），在研究区域内两者具

有一致的趋势变化，但是后者分辨率较高．由图５ｂ

可见，补偿深度较大值集中在天山造山带，大约为

５０～５５ｋｍ，塔里木盆地约为４５～５０ｋｍ，哈萨克斯

坦块体、准噶尔盆地约为４０～４５ｋｍ．

２．３　地形及沉积层重力效应

在计算得到自由空间重力异常（图６ａ）与 ＶＭ

均衡补偿深度（图５ｂ）之后，均衡校正的第二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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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天山及邻区的ＣＲＵＳＴ１．０莫霍面深度（ａ）与ＶＭ均衡补偿深度（ｂ）

Ｆｉｇ．５　ＣＲＵＳＴ１．０Ｍｏｈｏｄｅｐｔｈ（ａ）ａｎｄＶＭ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ｂ）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图６　天山及邻区的重力异常及其地形与沉积层重力效应．（ａ）自由空间重力异常；（ｂ）地形重力效应；（ｃ）布格重力异常；

（ｄ）沉积层重力效应；（ｅ）沉积层校正之后的布格重力异常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ｖｅｒ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ａ）

Ｆｒｅｅａｉ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Ｔｅｒｒａｉｎ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ｃ）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ｅ）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

即是计算地形的重力效应．计算地形重力效应的方

法具有许多，本文采用基于球坐标的球冠体积分方

法（杜劲松等，２０１２）进行计算．根据 ＳＲＴＭ１５＿

ＰＬＵＳ模型，选用地壳平均密度ρｃ＝２．６７ｇ·ｃｍ
－３

作为地形物质密度，计算范围为０～１６６．７ｋｍ，获得

了高度８ｋｍ处的地形重力效应（图６ｂ），由此获得

研究区的布格重力异常，如图６ｃ所示．

由于在ＶＭ 均衡理论中均衡补偿深度的计算

假设地壳密度是均匀的，但是研究区内中新生代沉

积层分布广泛，包括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哈

盆地以及柴达木盆地以及众多山间盆地，最大沉积

层厚度可达５～９ｋｍ（ＬａｓｋｅａｎｄＭａｓｔｅｒｓ，１９９７；姜

永涛等，２０１５），沉积厚度和密度变化所引起的重力

异常十分显著．因此，需要考虑将沉积层的重力效应

加以扣除，将地壳密度恢复为２．６７ｇ·ｃｍ
－３．利用

ＣＲＵＳＴ１．０（Ｌａｓ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模型中沉积层厚度

与密度分布信息，将沉积层分为三层，三层平均密

度自上而下分别为２．１１ｇ·ｃｍ
－３、２．４３ｇ·ｃｍ

－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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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ｇ·ｃｍ
－３，采用其与地壳平均密度２．６７ｇ·ｃｍ

－３

之差作为补偿密度，利用球冠体积分方法（杜劲松

等，２０１２）计算获得研究区沉积层引起的重力效应．

从图６ｄ中可以看出，沉积层引起的重力异常主要集

中在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盆地等区域，低值超过

－６０ｍＧａｌ．为了消除对后续均衡重力异常计算结

果的影响，将其从布格重力异常中剔除，得到去除沉

积层重力效应之后的布格重力异常（图６ｅ）．

２．４　均衡校正量的计算

均衡校正量即为犜与犜０ 之间物质产生的重力

异常，其中犜 !犜０ 的物质的剩余密度为ρｍ－ρｃ，犜＜

犜０的物质的剩余密度为ρｃ－ρｍ．均衡校正量计算同

样采用球冠体积分方法．关于均衡校正计算范围，许

多学者选择校正的范围与地形校正的范围相同或相

近（程振炎等，１９８５；高金耀等，２０１５；胡敏章和李

建成，２０１０），也有一些学者选用更大的校正半径（刘

炳成，２０１７）．由于研究区平均补偿深度为３９ｋｍ，为

了尽量消除莫霍面起伏的影响，我们选择的均衡校

正范围为０～４４４ｋｍ，所得到的ＶＭ均衡校正量如

图７所示．

图７　天山及邻区ＶＭ均衡校正量

Ｆｉｇ．７　ＶＭ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ｉｅ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３　结果与讨论

根据ＶＭ均衡理论，把弹性板底面作为莫霍面

即均衡补偿面，将均衡补偿面与实际莫霍面之间的

差异作为判定均衡状态的标志（王谦身等，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均衡负异常表明补偿面之下物质“亏缺”或者

说存在比正常地幔密度低的物质，均衡正异常则说

明补偿面之上物质“盈余”或者说存在比正常地壳密

度高的物质．从理论上而言，对于负异常区域，均衡

调整是地幔物质回补这些“亏缺”或使实际莫霍面抬

升；而对于正异常区域，均衡调整则是岩石圈拆离或

使实际莫霍面下沉．

３．１　犞犲狀犻狀犵犕犲犻狀犲狊狕均衡重力异常特征

图８展示了天山及邻区的ＶＭ 均衡重力异常

分布．从图中可见均衡异常与区域构造关系密切，不

同构造区域或单元各具特征．区内主要山脉区域为

均衡负异常（如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异常最

小值低于－１００ｍＧａｌ，可理解为区内山区实际地壳

厚度基本超过弹性板厚度，而盆地区域则呈现出

显著的均衡正异常（如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北

部等），其中塔里木盆地南部与西部异常幅值可达

１２５ｍＧａｌ，可解释为地壳厚度未达到弹性板厚度．

天山山脉不同地段均衡异常具有不同的特点，天山

西段的南天山为高值负异常，天山中段为大片高值

负异常，而天山东段（哈尔里克山、觉罗塔格山）为低

幅值负异常．这些特征既反映了天山由西向东各区

段地壳及岩石圈组构上的差异，也意味着它们可能

处于不同的均衡状态．

图８　天山及邻区ＶＭ均衡重力异常

Ｆｉｇ．８　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ｖｅｒ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需要指出的是，ＶＭ 均衡重力异常与 Ａｉｒｙ均

衡重力异常在研究区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图９给

出了Ｂａｌｍｉｎｏ等（２０１２）计算得到的 Ａｉｒｙ均衡重力

异常（图９ａ）以及本文作者基于ＥＩＧＥＮ６Ｃ４地球重

力场模型（Ｆｒｓ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计算的 Ａｉｒｙ均衡重

力异常（图９ｂ）．尽管采用的重力场模型和计算方法

以及平均补偿深度的定义不同，但是两种结果在空

间分布上具有良好的相似性．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常在

天山山脉区域显示为低幅值的正异常，而在塔里木

７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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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天山及邻区的Ａｉｒｙ均衡重力异常．（ａ）Ｂａｌｍｉｎｏ等（２０１２）的计算结果（数据源自：ｈｔｔｐ：

∥ｂｇｉ．ｏｍｐ．ｏｂｓｍｉｐ．ｆｒ／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Ｇｒｉｄ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ｗｇｍ２０１２）和（ｂ）本文作者计算结果

Ｆｉｇ．９　Ａｉｒｙ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ａ）Ａｉｒｙ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Ｂａｌｍ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ｂｇｉ．ｏｍｐ．ｏｂｓｍｉｐ．ｆｒ／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Ｇｒｉｄ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ｗｇｍ２０１２）ａｎｄ

（ｂ）ｂｙ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盆地和噶尔盆地大部分区域显示为负异常，这与图

８所示的ＶＭ均衡重力异常存在显著差异，产生这

些差异的原因可能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基于Ａｉｒｙ假

说的均衡补偿深度由高程决定，而ＶＭ均衡补偿深

度根据地形负载以及地壳刚度决定，通常Ａｉｒｙ模型

的均衡补偿深度要深于后者；二是由于ＶＭ均衡补

偿深度类似区域地壳平均厚度（见图５），在盆山过

渡带上两种机制对均衡补偿深度的界定可能出现较

大的偏差．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均衡校正“过度”

或“不足”，最终造成山脉和盆地的均衡重力异常

“反向”．

３．２　天山山脉及其周边盆地的地壳均衡状态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与俯冲的“远程效应”

使帕米尔高原及塔里木地块北移，在帕米尔高原和

塔里木地块的挤压下，天山地壳发生强烈形变—地

壳缩短（张培震等，１９９６；杨晓平等，２００８）．地壳缩

短势必增厚地壳使负载增加，最终造成天山区域岩

石圈底部下沉，与此同时发生的上地壳逆冲—褶皱

使地表抬升．前人的研究认为自晚白垩纪以来天山

一直在持续隆升（孙岳等，２０１６），地表形变监测结果

也印证了这一论断（王琪等，２０００；傅嘉政，２０１４；

赵静等，２０１９）．按照均衡假说，天山地表快速隆升

是地幔受压过载后的“回弹”即均衡调整的表现．新

生代以来天山遭受快速剥蚀是其快速隆升最好的证

据．新生代塔里木盆地北缘、准噶尔盆地南缘以及吐

哈盆地北缘接受了巨厚陆源沉积，例如中天山南缘

的库车凹陷新近纪以来的沉积厚度达到５０００ｍ以

上（李鑫等，２０１３）．山地快速剥蚀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了因地壳增厚所带来的负载，而莫霍面则持续受到

来自地幔整体向上的挤压，最终通过均衡调整使地

表抬升，因此山地剥蚀也可视作对均衡调整的贡献．

天山区域地势较高，平均海拔在３０００ｍ以上，根据

均衡理论，高山区域往往具有较厚的地壳，天山区域

的高幅值均衡负异常意味着实际莫霍面深于均衡补

偿深度，均衡调整尚未完成，天山山脉下部软流圈物

质上涌相对滞后，软流圈物质应处于向上的回补

阶段．

近年来取得的深部探测资料揭示了天山造山带

下岩石圈结构的复杂性，天山东、中、西段壳幔结构、

地壳缩短和地表隆升特征各异．磷灰石裂变径迹的

研究表明，白垩纪以来的天山山脉存在不同的隆升

历史，东、西段隆升差异显著（孙岳等，２０１６）．地表位

移监测资料显示，受到帕米尔高原的挤压和塔里木

板块顺时针旋转的影响，天山山脉由西向东位移量

逐渐减少，地壳汇聚幅度呈递减的势态（王琪等，

２０００；李杰等，２０１６），由此可推测横向驱动力自西

向东逐渐减弱，天山东段地壳缩短、增厚程度可能弱

于天山西段，由此造成天山东段与西段均衡重力异

常的差异．这不仅反映了天山地区新生代构造演化

的复杂性，也预示着均衡调整驱动力来源上的差异．

塔里木盆地区域的ＶＭ 均衡重力异常南高北

低且整体呈现正异常，准噶尔盆地和吐哈盆地则为

低值正异常，而由地震资料确定的盆地莫霍面深度

略小于均衡补偿深度（图５），但并不显著．相对天山

而言，塔里木盆地的地势较低，出现均衡重力正异常

符合经典均衡理论，均衡调整趋势是地表下沉或地

８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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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增厚．地表形变观测资料显示塔里木盆地的地表

相对欧亚大陆有所下降（傅嘉政，２０１４；赵静等，

２０１９），这与均衡调整的方向是相符的．塔里木盆地

被普遍认为具有前寒武陆壳基底的稳定地块，因而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汇聚的远程效应使其在两侧山

体褶皱隆升的过程中，块体内部岩石圈发生大规模

形变的可能性不大．深部地球物理调查显示塔里木

盆地总体上具有较高强度的下地壳和稳定的岩石圈

地幔（高锐等，２００２；熊小松等，２０１１），而中上地壳

存在的低速层和滑脱层（熊小松等，２０１１）则预示着

中下地壳发生解耦，盆地地壳形变缩短主要发生在

地壳上部，而下地壳及岩石圈地幔增厚有限，故可推

测塔里木盆地高幅值均衡正异常的成因源于岩石圈

的高密度物质（杨文采等，２０１７）．

准噶尔盆地的均衡重力异常平均幅值不高，可

以认为盆地腹部地壳接近于均衡．有关准噶尔—吐

哈地块是否存在前寒武基底至今存在争议．王国灿

等（２０１９）根据最新的调查认为，新元古代准噶尔—

吐哈地块为大洋高原，中晚奥陶隆起为陆地并随着

幔源物质上涌形成较厚的地壳，泥盆纪随着北天山

洋的闭合形成较厚的大陆型岩石圈．高值布格重力

异常（图６ｃ）说明了准噶尔盆地岩石圈具有较高的

密度．钱辉等（２０１１）的地震层析成像结果显示准噶

尔盆地存在高速的刚性基地，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３）计算的

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也显示其具有刚性克拉通特

征，可见准噶尔—吐哈地块的均衡正异常也与岩石

圈的高密度有关．

３．３　犞犕均衡重力异常的动力学意义

如前所述，天山山脉区域的ＶＭ均衡重力负异

常预示着实际莫霍面深度大于均衡补偿深度，表明

天山存在深于均衡补偿面的“山根”，这与前人的一

些结论存在差异（李昱等，２００７；熊小松等，２０１１；

ＫａｂａｎａｎｄＹｕａｎｄａ，２０１４）．李昱等（２００７）基于横跨

天山的横波速度剖面（奎屯库车），天山平均地壳厚

度与南塔里木盆地北缘、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平均地

壳厚度变化不大，认为天山地壳不存在明显的山根；

熊小松等（２０１１）通过汇总与梳理前人地震探测工

作，讨论了天山与周边盆地的地壳厚度变化．二者的

工作对于认识天山深部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仅从

地震角度讨论山根问题并不全面，“山根”一词起源

于均衡理论，均衡补偿即山根补偿，在不受外力干扰

的情况下，山根补偿“过剩”（实际莫霍面大于均衡补

偿深度）或“不足”（实际莫霍面小于均衡补偿深度）

最终都将通过均衡调整恢复均衡，并通过均衡重力

异常反映出来．因此，结合地震速度结构，从均衡的

角度出发探讨山根等问题是合理的．Ｋａｂａｎ和

Ｙｕａｎｄａ（２０１４）尽管考虑了地壳内部结构等信息计

算均衡重力异常，但使用的仍为局部补偿模式，值得

肯定的是，该结果与传统Ａｉｒｙ模式计算结果（图９）

相比有了较好的改善，天山西段显示出低值负异常

特征，东段为低值正异常特征．新近的地震成像结果

（蔡妍等，２０１９；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表明天山山脉的地

壳厚度大于两侧盆地且显示出明显的“山根”．如图

１０所示，若以横波速度４ｋｍ·ｓ－１作为壳幔波速界

面（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则天山莫霍面基本在均衡补偿

面以下（图１０），沿着天山山脉自西向东地壳逐渐减

薄；西天山地壳最厚处超过均衡补偿面约１０ｋｍ（图

１０），东天山最厚处可超过均衡补偿面３ｋｍ．由此可

见，ＶＭ均衡重力异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壳

结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给出的ＶＭ 均衡

重力异常是假定地壳刚度犇不变（应用了统一的地

区性指标参数）情况下得到的．从这个角度看，天山

区域均衡重力异常的差异与天山地壳刚性程度犇

有关，从 ＷＥ剖面（图１０）中能够看到，中天山和东

天山区域中下地壳高速异常带表明该地段可能发

生了壳内解耦、滑脱（李涛和王宗秀，２００５）．中下地

壳强度降低则为上地幔热流上涌侵入地壳提供了条

件，热流可能导致局部下地壳块体拆离下沉———地

壳增厚．

早期的天山由塔里木、准噶尔、哈萨克斯坦等诸

多块体碰撞与拼贴而成，并形成天山碰撞造山带，新

生代时期受印度板块持续俯冲与碰撞亚欧板块的远

程影响，天山造山带剧烈复活隆升，前人根据地表形

变位移观测结果认为，受印度板块向北推挤碰撞的

远程作用，天山地壳现今仍处于南北向持续缩短状

态，并伴随着天山及邻区强震活动频繁发生．

地壳缩短增厚是造成天山区域地壳失去均衡的

主要原因，均衡调整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水平挤

压天山继续隆升，二是岩石圈底部抬升或软流圈物

质上涌．郭飚等（２００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隆升的远

程效应可能不但驱动塔里木岩石圈向北俯冲，同时

还造成天山造山带南侧上地幔物质的涌入，相对软

弱的上地幔为加速天山造山带的变形和隆升创造了

必要条件．Ｌü等（２０１９）根据岩石圈底部横波速度异

常推测塔里木与天山之间岩石圈存在大片低速带，

低速区自西向东逐渐缩小、变浅．据此可推测该地区

均衡调整可能主要源于软流圈物质上涌，其中天山

西段和中段调整强度较大、东段较小．

９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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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１０～１００ｋｍ深度范围的Ｓ波速度结构（横波速度数据源自文献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ａ），（ｂ），（ｃ）和（ｄ）分别为剖面

Ｓ１Ｎ１，Ｓ２Ｎ２，Ｓ３Ｎ３和 ＷＥ；（ｅ）剖面位置；剖面图上方红色实线表示ＶＭ均衡重力异常；下方的黑色实线表示ＶＭ

均衡补偿深度；箭头表示地壳均衡调整方向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１０～１００ｋｍ （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ａｔａ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１Ｎ１，Ｓ２Ｎ２，Ｓ３Ｎ３ａｎｄＷＥ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ａ），（ｂ），（ｃ）ａｎｄ（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ｅ）；ＶＭ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ｎｅｌｗｉｔｈ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ｗｈｅｒｅ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ｄｒｅｗ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ｎｅ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ＶＭ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上述观点指出，天山的隆升除了与板块碰撞等

构造运动有关，同时也可能来自均衡调整的作用，这

对于认识研究区均衡异常的成因是有意义的．

４　结论

本文根据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区域均衡理论，对前

人提出的均衡重力异常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进．首先

考虑地球表面曲率和复杂起伏地形的影响，解决了

前人方法中“环带平均高犺ｍ（狉犻）”不便计算的问题．

利用 ＥＩＧＥＮ６Ｃ４ 重力场模型和 ＥＴＯＰＯ１ 以及

ＳＲＴＭ１５＿ＰＬＵＳ数字高程数据，通过试验确定了适

合研究区的“地区性指标”犾和平均补偿深度犜０，最

后通过计算得到了天山及邻区 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均

衡重力异常．依据天山区域的ＶＭ均衡重力异常特

征推测了天山区域的地壳厚度，认为天山存在深于

均衡补偿面的“山根”，这种推测与新获得的该区域

岩石圈横波速度模型相契合．

从“均衡”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古生代晚期不

同块体之间的碰撞、拼贴，除了造成地壳上部抬升形

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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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山碰撞造山带，还会导致地壳下部挤入地幔形

成山根；而中新生代以来不同陆块对亚洲板块南缘

的碰撞与增生作用，不仅成为天山在不同时期隆升

的动力来源（Ｈｅｎｄｒｉｘ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Ｄｕｍｉｔｒ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Ｂｕｌｌ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ＤｅＧｒａｖ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同时进一步挤压地壳下部致使“山根”增厚．源于软

流圈物质上涌的均衡调整过程极为缓慢，以致天山

表现为均衡重力负异常；刚性的塔里木块体因高密

度的岩石圈负载缓慢下沉；哈萨克斯坦受碰撞挤压

作用较小，现今已基本恢复均衡状态．碰撞造山演化

到了一定阶段，块体之间的挤压作用力无法支撑巨

大的山体继续快速隆升，虽然碰撞与推挤作用使得

天山及邻区整体上仍持续向北移动，但是垂向运动

不只是挤压隆升的结果，源于岩石圈底部的均衡调

整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致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ｇ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ｍｇｇ／ｇｌｏｂ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ｈｔｍｌ）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ＥａｒｔｈＭｏｄｅｌｓ

（ＩＣＧＥＭ）（ｈｔｔｐ：∥ｉｃｇｅｍ．ｇｆｚｐｏｔｓｄａｍ．ｄｅ／ｈｏｍｅ）分别

提供了全球陆地地形 ＆海底深度数据（ＥＴＯＰＯ１）和

全球重力场球谐模型数据；球面投影图件采用了

Ｇｅｎｅｒ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ｏｏｌｓ（ＧＭＴ）绘制，两位匿名审稿

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ＡｂｄＥｌｍｏｔａａｌＨ．１９９３．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ｍｏｈｏｄｅｐｔｈ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ａｃｔ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ｄ．犕犪狀狌狊犮狉犻狆狋犪犌犲狅犱犪犲狋犻犮犪，１８：１７１１８１．

ＡｂｒａｍｏｗｉｔｚＭ，ＳｔｅｇｕｎＩＡ．１９６７．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Ｇｒａｐｈｓ，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ｓ．６ｔｈ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ａｎｔｅＣ，ＥａｋｉｎｓＢＷ．２００９．ＥＴＯＰＯ１１ａｒｃｍｉｎｕｔｅ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ｌｉｅｆ

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ＯＡ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ＮＥＳＤＩＳＮＧＤＣ２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ＮＯＡＡ．

ＡｖｏｕａｃＪＰ，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Ｂａｉ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Ａｃｔｉｖｅ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ｆｏｌｄ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ｉｍ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Ｄｚｕｎｇａｒｉａａｎｄ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９８（Ｂ４）：６７５５６８０４．

ＢａｌｍｉｎｏＧ，ＶａｌｅｓＮ，Ｂｏｎｖａｌｏｔ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Ｂｏｕｇｕｅｒａｎｄ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８６（７）：４９９５２０．

ＢｅｃｋｅｒＪＪ，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Ｄ Ｔ，Ｓｍｉｔｈ Ｗ Ｈ 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Ｇｌｏｂａｌ

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ｔ３０ａｒｃｓｅｃｏｎｄ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ＲＴＭ３０＿ＰＬＵＳ．犕犪狉犻狀犲犌犲狅犱犲狊狔，３２（４）：３５５３７１．

ＢｕｌｌｅｎＭＥ，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Ｗ，Ｇａｒｖｅｒ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ｎｅｗ ａｇ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犌犛犃犅狌犾犾犲狋犻狀，

１１３（１２）：１５４４１５５９．

ＣａｉＹ，ＷｕＪＰ，ＭｉｎｇＹ 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Ｓ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６２（１１）：

４２１４４２２６，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９Ｍ０５８９．

ＣｈｅｎＢ，ＣｈｅｎＣ，Ｋａｂａｎ Ｍ 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犈犪狉狋犺犪狀犱 犘犾犪狀犲狋犪狉狔

犛犮犻犲狀犮犲犔犲狋狋犲狉狊，３６３：６１７２．

ＣｈｅｎＳ，ＷａｎｇＱＳ，ＺｈｕＹ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ａ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４（１）：２２３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４．

ＣｈｅｎＳ，ＷａｎｇＱＳ．２０１５．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ａ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ｏｆ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８（１）：７９９１，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ＣｈｅｎｇＺＹ，ＹｉｎＣＸ，ＺｈｕＪＬ．１９８５．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 牔 犌犲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９（５）：３４０３４６．

ＤｅＧｒａｖｅＪ，ＢｕｓｌｏｖＭＭ，ＶａｎｄｅｎｈａｕｔｅＰ．２００７．Ｄｉｓｔ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ＩｎｄｉａＥｕｒａｓｉａ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９（２３）：１８８２０４．

ＤｅｎｇＱＤ，ＦｅｎｇＸＹ，ＺｈａｎｇＰ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ＤｅｎｇＱＤ．２００７．Ｍａｐ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ＤｕＪＳ，ＣｈｅｎＣ，Ｌｉ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ｉ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ＴｅｓｓｅｒｏｉｄＴａｙｌｏｒｓｅｒｉｅｓ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犃犮狋犪犌犲狅犱犪犲狋犻犮犪犲狋

犆犪狉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４１（３）：３３９３４６．

ＤｕｍｉｔｒｕＴＡ，ＺｈｏｕＤ，Ｃｈａｎｇ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Ｕｐｌｉｆｔ，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

犕犲犿狅犻狉，１９４：７１９９．

ＦｒｓｔｅＣ，ＢｒｕｉｎｓｍａＳＬ，Ａｂｒｉｋｏｓｏｖ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ＥＩＧＥＮ６Ｃ４

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ＯＣＥ

ｄａｔａｕｐｔｏ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２１９０ｏｆＧＦＺＰｏｔｓｄａｍａｎｄＧＲＧＳ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ＧＦＺ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ｕＪＺ．２０１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Ｐ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ｉ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ｕｈ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ａｏＪＹ，ＹａｎｇＣＧ，Ｚｈａｎｇ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

ａｎｄ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犎狔犱狉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犛狌狉狏犲狔犻狀犵犪狀犱犆犺犪狉狋犻狀犵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５（３）：

１７．

ＧａｏＲ，ＸｉａｏＸＣ，Ｋａｏ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ｂ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Ｋｕｎｌｕｎ

ＴａｒｉｍＴｉａｎｓｈａｎ．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狅犳犆犺犻狀犪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１）：１１１８．

ＧｕｏＢ，ＬｉｕＱＹ，ＣｈｅｎＪ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

１０８３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３卷　

ｃｒｕｓｔ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ｍａｎｔ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４９（６）：

１６９３１７００，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０６．０６．０１６．

ＨｅＧＱ，ＬｉＭＳ，ＬｉｕＤ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ｒｕｍｑｉ：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Ｈｏｕｓｅ．

ＨｅｎｄｒｉｘＭＳ，ＧｒａｈａｍＳＡ，Ｃａｒｒｏｌｌ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Ｔａｒｉｍ，

ｓｏｕｔｈＪｕｎｇｇａｒ，ａｎｄ ＴｕｒｐａｎＢａｓｉｎ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犌犛犃

犅狌犾犾犲狋犻狀，１０４（１）：５３７９．

ＨｅｒｔｚＨ．１８８４．ｂｅｒｄａｓｇｌｅｉｃｈｇｅｗｉｃｈｔｓｃｈｗｉｍｍｅｎｄｅｒｅｌａｓｔｉｓｃｈｅｒ

ｐｌａｔｔｅｎ．犃狀狀犪犾犲狀犱犲狉犘犺狔狊犻犽（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５８（７）：４４９４５５．

ＨｕＭ Ｚ，ＬｉＪＣ．２０１０．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ｙ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ｉｓｏｓａｔ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０（５）：４８５２．

ＪｉａｎｇＹＴ，ＺｈａｎｇＹＺ，Ｗ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Ｍｏｈｏ

ｄｅｐｔｈ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８（２）：

２５７２６１．

ＫａｂａｎＭＫ，ＳｃｈｗｉｎｔｚｅｒＰ，ＴｉｋｈｏｔｓｋｙＳＡ．１９９９．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１３６（３）：５１９５３６．

ＫａｂａｎＭＫ，ＹｕａｎｄａＴＲ．２０１４．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ｅｎＳｈａｎ．犛狌狉狏犲狔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３５

（６）：１３７５１３９１．

ＬａｓｋｅＧ，ＭａｓｔｅｒｓＧ．１９９７．Ａ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ｐ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ＥＯ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７８：Ｆ４８３．

ＬａｓｋｅＧ，ＭａｓｔｅｒｓＧ，ＭａＺ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ＵｐｄａｔｅｏｎＣＲＵＳＴ１．０

ａ１ｄｅｇｒｅｅ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ｒｕｓｔ．∥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

ＬｉＪ，ＣｈｅｎＧ，ＷｅｉＷ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 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８（５）：７５１７６０．

ＬｉＴ，ＷａｎｇＺＸ．２００５．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狉狅狀狋犻犲狉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２（３）：１２５１３６．

ＬｉＸ，ＺｈｏｎｇＤＹ，Ｌｉ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ｏｇｅｎｅａｎｄ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Ｋｕｑ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犾犪犲狅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５

（２）：１６９１８０．

ＬｉＹ，ＬｉｕＱＹ，ＣｈｅｎＪ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０

（３）：３２１３３０．

ＬｉｕＢＣ．２０１７．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ｕｈ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ＫＹ，ＷａｎｇＱ．２０１３．Ｈｅ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ＧＰＳｉ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３（Ｓ１）：１４７１５１．

ＬｉｕＺＷ，ＬｕＺＬ．１９９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ｅａｒｔｈｍｏｄｅｌ．

犃犮狋犪犌犲狅犱犪犲狋犻犮犪犲狋犆犪狉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８（４）：

３０８３１２．

ＬüＺＱ，ＧａｏＨＹ，ＬｅｉＪ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ｆｒｏｍｆｕｌｌｗａｖｅａｍｂｉ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犛狅犾犻犱

犈犪狉狋犺，１２４（４）：３９８７４０００．

ＭａＲＳ，ＷａｎｇＣＹ，ＹｅＳＦ，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

Ｃｒｕｓ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ＭｏｌｎａｒＰ，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１９７５．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Ａｓ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ｉｎ Ａｓｉａｃａｎ ｂ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ａ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Ｅｕｒａｓｉａ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８９（４２０１）：４１９４２６．

ＱｉａｎＨ，ＪｉａｎｇＭ，ＸｉａｏＷ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犃犮狋犪

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３（３）：３２７３４１．

ＳｉｍｐｓｏｎＲ Ｗ，ＪａｃｈｅｎｓＲ Ｃ，ＢｌａｋｅｌｙＲＪ，ｅｔａｌ．１９８６．Ａｎｅｗ

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ｒｍｉｎｏｕｓ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９１（Ｂ８）：８３４８８３７２．

ＳｕｎＹ，ＣｈｅｎＺＬ，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Ｍｅｓｏ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犌犲狅狋犲犮狋狅狀犻犮犪

犲狋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４０（２）：３３５３４３．

ＴｉｗａｒｉＶ Ｍ，ＤｉａｍｅｎｔＭ，ＳｉｎｇｈＳＣ．２００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ｏｖｅｒＮｉｎｅｔｙＥａｓｔＲｉｄｇ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ｍ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０８（Ｂ２）：２１０９．

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ＦＡ．１９３１．Ｕｎ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ｍéｔｈｏｄｅｐｏｕｒｌａｒé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ｑｕｅｒéｇ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éｄｅｌａｐｅｓａｎｔｅｕｒ．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犌é狅犱é狊犻狇狌犲

（ｉｎＦｒｅｎｃｈ），２９：３３５１．

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ＦＡ．１９３９．Ｔａｂｌｅ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ｅｓｐｏｕｒｌａｒé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ｑｕｅｒéｇｉｏｎａｌｅ．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犌é狅犱é狊犻狇狌犲（ｉｎＦｒｅｎｃｈ），６３：７１１７７６．

ＷａｎｇＧＣ，ＺｈａｎｇＭ，ＦｅｎｇＪ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Ｎｅｗ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ｅｒ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５（５）：７９８８１９．

ＷａｎｇＱ，ＤｉｎｇＧＹ，ＱｉａｏＸ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ｐｉｄ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ｔ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４５

（２１）：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ＷａｎｇＱＳ，ＺｈａｎｇＣＪ，ＡｎＹ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Ｇｒａｖｉ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ＷａｎｇＱＳ，ＴｅｎｇＪＷ，ＺｈａｎｇＹＱ，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ｒｅ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２（２）：５７９５８３．

ＷａｔｔｓＡＢ．２００１．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ａｎｄＦｌｅｘ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ＸｉａｏＸＣ，ＴａｎｇＹＱ，ＬｉＪ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Ｏｎ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狅犳

犡犻狀犼犻犪狀犵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４７６８．

ＸｉｏｎｇＸＳ，ＧａｏＲ，ＬｉＱ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ｉｅ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６）：１９０６１９１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２９０３．２０１１．０６．

００３．

ＹａｎｇＷＣ，ＱｕＣ，ＨｏｕＺ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ｃｒａｔｏｎ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 （ｉｎ

２０８３



　１０期 张星宇等：天山及邻区ＶｅｎｉｎｇＭｅｉｎｅｓｚ均衡重力异常特征及其动力学意义

Ｃｈｉｎｅｓｅ），６３（４）：８４３８５３．

ＹａｎｇＸＰ，ＤｅｎｇＱＤ，ＺｈａｎｇＰ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ｏｆ

ｍａｊｏｒｎａｐ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犌犲狅犾狅犵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０（１）：１１１１３１．

ＹｉｎＡ，ＮｉｅＳ，ＣｒａｉｇＰ，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犜犲犮狋狅狀犻犮狊，１７（１）：１２７．

ＺｈａｎｇＬＣ，ＷｕＮＹ．１９８５．Ｔｈｅ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ｉｔ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犡犻狀犼犻犪狀犵犌犲狅犾狅犵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３）：１１４．

ＺｈａｎｇＰＺ，ＤｅｎｇＱＤ，ＹａｎｇＸＰ，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犆犺犻狀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２（２）：１２７１４０．

ＺｈａｎｇＹＱ，ＷａｎｇＱＳ，ＴｅｎｇＪＷ．２０１０．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ｅｎｅａ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３（１１）：２６３１２６３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

２０１０．１１．０１１．

ＺｈａｏＪＹ，ＤｕＫＦ，ＹａｎｇＧＨ．２０１９．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ＰＳ．

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４（５）：１８３５１８４１，ｄｏｉ：

１０．６０３８／ｐｇ２０１９ＤＤ０３４７．

附中文参考文献

蔡妍，吴建平，明跃红等．２０１９．新疆天山地区壳幔Ｓ波速度结构

特征及变形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１１）：４２１４４２２６，ｄｏｉ：１０．

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９Ｍ０５８９．

陈石，王谦身，祝意青等．２０１１．青藏高原东缘重力导纳模型均衡

异常时空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１）：２２３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４．

陈石，王谦身．２０１５．蒙古及周边地区重力异常和地壳不均匀体分

布．地球物理学报，５８（１）：７９９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程振炎，尹春霞，朱金路．１９８５．均衡重力异常计算方法．物探与化

探，９（５）：３４０３４６．

邓起东，冯先岳，张培震等．２０００．天山活动构造．北京：地震出版社．

邓起东．２００７．中国活动构造图．北京：地震出版社．

杜劲松，陈超，梁青等．２０１２．球冠体积分的重力异常正演方法及

其与Ｔｅｓｓｅｒｏｉｄ单元体泰勒级数展开方法的比较．测绘学报，

４１（３）：３３９３４６．

傅嘉政．２０１４．基于ＧＰＳ和水准观测的天山地区垂直形变研究［硕

士论文］．武汉：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高金耀，杨春国，张涛等．２０１５．南极大陆及周边海域地形和均衡

重力效应的计算．海洋测绘，３５（３）：１７．

高锐，肖序常，高弘等．２００２．西昆仑—塔里木—天山岩石圈深地

震探测综述．地质通报，２１（１）：１１１８．

郭飚，刘启元，陈九辉等．２００６．中国境内天山地壳上地幔结构的

地震层析成像．地球物理学报，４９（６）：１６９３１７００，ｄｏｉ：１０．

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０６．０６．０１６．

何国琦，李茂松，刘德权等．１９９４．中国新疆古生代地壳演化及成

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胡敏章，李建成．２０１０．顾及地壳密度模型的Ａｉｒｙ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均衡

　　重力异常的计算．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０（５）：４８５２．

姜永涛，张永志，王帅等．２０１５．考虑沉积层重力改正的中国西部

Ｍｏｈｏ面深度反演．地震研究，３８（２）：２５７２６１．

李杰，陈刚，魏文薪等．２０１６．基于ＧＰＳ观测的北天山主要断裂现

今构造运动特征研究．地震学报，３８（５）：７５１７６０．

李涛，王宗秀．２００５．塔里木盆地及邻区岩石圈拆离解耦与盆山格

局关系的天然地震分析．地学前缘，１２（３）：１２５１３６．

李鑫，钟大康，李勇等．２０１３．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新近系和第四

系沉积特征及演化．古地理学报，１５（２）：１６９１８０．

李昱，刘启元，陈九辉等．２００７．天山地壳上地幔的Ｓ波速度结构．

中国科学Ｄ辑：地球科学，３７（３）：３４４３５２．

刘炳成．２０１７．川滇地区均衡重力异常研究［硕士论文］．武汉：中

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刘开宇，王琪．２０１３．天山地区ＧＰＳ连续站高程时间序列分析．大

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３（Ｓ１）：１４７１５１．

刘缵武，陆仲连．１９９９．关于地壳均衡模型的讨论．测绘学报，２８

（４）：３０８３１２．

马瑞士，王赐银，叶尚夫等．１９９３．东天山构造格架及地壳演化．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钱辉，姜枚，肖文交等．２０１１．天山—准噶尔地区地震层析成像与

壳幔结构．地震学报，３３（３）：３２７３４１．

孙岳，陈正乐，王永等．２０１６．天山山脉中新生代差异隆升及其机

制探讨．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４０（２）：３３５３４３．

王国灿，张孟，冯家龙等．２０１９．东天山新元古代—古生代大地构

造格架与演化新认识．地质力学学报，２５（５）：７９８８１９．

王琪，丁国瑜，乔学军等．２０００．天山现今地壳快速缩短与南北地

块的相对运动．科学通报，４５（１４）：１５４３１５４７．

王谦身，张赤军，安玉林等．２００３．重力学．北京：地震出版社．

王谦身，滕吉文，张永谦等．２００９．四川中西部地区地壳结构与重

力均衡．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５７９５８３．

肖序常，汤跃庆，李锦轶等．１９９０．试论新疆北部大地构造演化．新

疆地质科学，（１）：４７６８．

熊小松，高锐，李秋生等．２０１１．天山造山带的深部结构．地球物理

学进展，２６（６）：１９０６１９１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２９０３．

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３．

杨文采，瞿辰，侯遵泽等．２０１７．中国大陆克拉通地体地壳密度结

构特征．地质论评，６３（４）：８４３８５３．

杨晓平，邓启东，张培震等．２００８．天山山前主要推覆构造区的地

壳缩短．地震地质，３０（１）：１１１１３１．

张良臣，吴乃元．１９８５．天山地质构造及演化史．新疆地质，３（３）：

１１４．

张培震，邓起东，杨晓平等．１９９６．天山的晚新生代构造变形及其

地球动力学问题．中国地震，１２（２）：１２７１４０．

张永谦，王谦身，滕吉文．２０１０．川西藏东地区的地壳均衡异常及

其与地震分布的关系．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１１）：２６３１２６３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０．１１．０１１．

赵静，杜凯夫，杨国华．２０１９．连续ＧＰＳ测定的天山及其邻近地

区垂向运动特征．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４（５）：１８３５１８４１，ｄｏｉ：

１０．６０３８／ｐｇ２０１９ＤＤ０３４７．

（本文编辑　胡素芳）

３０８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