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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底部存在一个滑脱面 

Hubbard&Shaw, Nature, 2009 

龙泉山断裂带逆冲构造模型 

Wang et al., 2008 

Zhang, Nature Geoscience, 2013 

  

问题 ！ 

 地震没有沿着滑脱面集中分
布 

 龙泉山断裂带附近无强震 
 成都平原沉降而非隆升 
 逆冲构造前方顶着背斜构造 



地震反射剖面 
Jia et al., Tectonophysics, 2010 

沉积层界面不等于滑脱面 



流动重力/GPS联合观测网 

在研究区展开高精度重力/GPS联合观测 
三条剖面，一个环,  302站 



野外流动重力/GPS联合观测 

GPS观测 重力观测 

GPS观测站：302个 
观测仪器：Leica GX1230双频GPS 
                      接收机 
观测时间：40分钟以上/站 

重力观测站：305个，其中老站3个， 
                            新观测站302个 
观测仪器：      Burris相对重力仪 
联测方式：      A→B→C→……→C→B→A 
                            串式对称观测 



  布格重力改正   

地形改正量 

地形改正 

中间层改正 

高度改正 



川西地区布格重力异常与莫霍面分布 

基于布格重力异常数据的 
Moho面分布 

布格重力异常 

（39.0-43.7公里之间变化） （-110至-220毫伽之间变化） 

Fu et al., JGR, 2014 



川西地区均衡地壳厚度分布 

Airy均衡模型 

Geoid 

基于地形数据的 
均衡地壳厚度 

均衡地壳厚度则为39.0-42.0公里 

Fu et al., JGR, 2014 



莫霍面与均衡地壳厚度的差异 

Fu et al., JGR, 2014 



龙泉山断裂带是区域重力均衡的分界线 

Fu et al., JGR, 2014 



龙泉山断裂带张性构造模型 

Fu et al., JGR, 2014 

1. 地壳重力均衡分布显示，整个地壳都已经断裂 
2. 龙泉山断裂带是一个深埋的高角度断裂带 

Fu et al., JGR, 2014 



龙泉山断裂带两个构造模型物理含义 

青藏高原将像推土机
一般一步一步向东推
进 

青藏高原再难大幅度
东扩 
 
龙泉山断裂带只是龙
门山逆冲运动的衍生
断裂带 



GPS观测数据  

• 92站GPS数据 
– 连续站:  51 
– 区域站: 41  
– 四期数据：2009, 2011, 

2013 , 2015和2017  

 
• 速度场（相对于稳定的

欧亚板块） 

Fu et al., JAES, 2019 

 



龙泉山断裂带周边地区的速度场和应变场 

龙泉山断裂带主体的周边显示张性 

Fu et al., JAES, 2019 



已公开发表数据对应的水平应变场 

Rui and Stamps (2016) 

Zheng et al. (2017) 



龙泉山断裂带周边地区垂向位移场 

Fu et al., JAES, 2019 

龙泉山断裂带 

现今依然是 

活动断裂带 



震源机制解数据 

• 64  EQ 
– CAP方法 
– 2009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日期间的3.5级以上地震 

• 28 EQ 
– 地震矩张量解 
– 从GCMT网站下载 
– 1976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1日期间的3级以上地震 

• 13 EQ 
– HASH算法(Guo et al., 2014) 
 



四川盆地内部3级以上地震震源机制解 

地震总数 : 21 
 
张性地震:  12 
走滑地震:  5 
逆冲地震:  4   

高比率的张性地震(57%)  支持GPS观测结果 

Fu et al., JAES, 2019 



龙泉山断裂带是张性断裂带 

周边地壳张性应变和高比率张性
地震表明，龙泉山断裂带应该是

一条张性断裂带！ 

 ✔ 

 ✖ 



深
地
震
反
射
剖
面
探
测 

四川盆地地壳
上地幔结构 

王海燕等， 地球物理学报, 2017 



跨龙泉山断裂带深地反射剖面结果 

Fu et al., JAES, 2019 



Zhang et al., Tectonophysics, 2014 

其他证据 Zhang et al., GRL, 2009 

Bai et al., NatureGeoscience, 2010 



龙泉山断裂带演化模型 

Fu et al., JAES, 2019 

晚三叠纪 

渐新世 

晚中新世 



小 结  

 重力观测显示，龙泉山断裂带是区域地壳均衡的分界带 

 GPS观测显示，龙泉山断裂带主体部分周边地区展现出明
显的张性应变 

 震源机制解显示，四川盆地内部张性地震占全部地震数的
57%  

 深反射剖面显示，龙泉山断裂带是一个深埋的高角度断裂
带 

综上所述，龙泉山断裂带是一条深埋的张性断裂带，而不是
广泛接受的低角度逆冲断裂带 

谢谢聆听，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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