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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潍坊滨海区1/5万高精度重力数据的处理，提取出研究区地质构造的重力异常信息，结合地质资

料分析得出：研究区布格重力异常宏观形态为“两高两低”，划分出断裂构造9条；通过重力数据三维反演，对研究区

内两个Ⅳ级构造单元边界和五个Ⅴ级构造单元进行了精细厘定，为研究该区区域地壳稳定性、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和

深部物质的均衡状态等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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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对象与围岩存在密度差异为前提条件的

重力勘查，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扭秤测量[1]。20世

纪60年代，配合人造卫星的不断发展，重力勘查在多

种领域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70～80年代，前苏联开

始进行小比例尺航重测量飞行；Keary和Brooks指

出，布格异常是陆地重力资料解释的基础[2]，以重力

调查为主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很好的地质效果；20世

纪90年代以来，GPS及高灵敏度、高稳定航空重力仪

的应用使航空重力测量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3]。地质大调查以来区域重力调查取得了重要进

展，小比例尺区域重力调查基本上已经实现全覆盖，

大地构造格架方面取得了新认识，划分了各种类型

的断裂构造；中比例尺区域重力调查稳步推进，取得

了一批很好的地质成果[4-5]。前人曾经利用中小比例

尺重力调查等资料对该研究区（莱州湾南岸868 km2

的区域，图1）断裂构造进行过划分，但其成果不能满

足现阶段潍坊市滨海区规划建设的需要。笔者在该

地区开展了1/5万高精度重力调查，利用其布格重力

异常，重力场向上延拓、不同水平方向导数等不同方

法处理了图件，重新划分了断裂构造位置；并在此基

础上利用重力数据三维反演结果，结合地质资料，对

该区构造单元进行了重新厘定。这些成果可为该区

规划和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地质依据。

1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处于莱州湾南岸平原，地势南高北低，区

内自南向北依次为山前冲洪积平原、沿海低平原和

现代潮滩。现代潮滩由海岸线向海区方向延伸，为

粉砂质、泥质海岸带，发育有潮沟系统。在冲洪积平

原、河海积平原上分布着黄土及次生黄土。研究区

是华北板块内三大 II级构造单元（华北裂陷带、胶辽

地块和鲁淮地块）的交汇地带。整体上东临胶辽地

块的鲁东隆起，西南临鲁淮地块的鲁西隆起，跨越济

阳拗陷和沂沭断裂带，区域地质背景十分复杂（图1）。

该区古近纪时期裂陷作用强烈，差异运动幅度

大，有厚达千米以上的内陆河湖相沉积。新近纪和

第四纪时期区域范围内差异构造活动变弱，由强烈

图1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图

Fig.1 The tectonic map of the study area



裂陷变为了总体缓慢沉降的坳陷区，新近系和第四

系呈超覆关系盖于古近系及早期的隆起之上，区内

主压应力方向为NEE-EW向。现今构造应力场的主

压应力方位为 NEE-近 EW 向，近期地震活动强度

不大。

2 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工作区1/50 000重力调查采用500 m× 250 m

规则网格布设重力测点，重力测量每点读数时间30 s，

读数两次，读数之间差值小于0.005格，最后闭合于

重力基点。要求每个闭合段的零点位移值不大于重

力测点观测精度的2.5倍。GPS测量模式采用RTK

测量，近区地形改正采用全仪器野外实测方法（莱卡

激光测距仪或森林罗盘仪）确定地改值。重力、GPS

测量和近区地改点质量检查工作随外业工作同步进

行，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基本均匀，质量检查工作遵

循“一同三不同”原则。数据整理按照区域重力调查

规范要求和“五统一”要求进行重力数据的整理。

野外实测重力值经过各种改正得到布格重力异

常值[6]，布格重力异常是地壳内部密度不均匀的综

合反应。在数据处理中，为突出不同走向的断裂、脉

岩位置和宽大地质体的边界线，对布格

重力异常数据做水平导数（方向导数）、

并进行重力水平总梯度提取断裂[7-8]和重

力异常的向上延拓[9-10]等处理，以便确定

断裂的位置及断裂在平面上的延伸方

向，为研究断裂构造提供可靠依据。

3 重力场特征
重力场的变化与各地层内的局部构

造关系密切，地层的局部隆起、断陷、圈

闭、断裂活动等不同构造形式使其在变

异之处与周围相比形成密度差，并使地

层要素空间位置发生变异，这将直接导

致重力场发生区域性或局部性的变化。

因此重力场的分区特征（分布范围、场源

特征、异常轮廓、幅值等）直接与地质构

造特征相关。

研究区布格重力异常宏观形态为“两

高两低”，重力场形态整体呈北东向展

布。其幅值的高低充分揭示了研究区内

隆起、凹陷的地质构造特征。依据布格重

力场的变化特征及所处的构造位置，将研究区布格

重力场分为四个区，即西北部重力高值区、东北部重

力低值区、西南部重力低值区和东南部重力高值

区。由向上延拓处理图2可以看出，高频异常基本消

除，整体上更清晰的表现了研究区“两高两低”的重

力场分区特征。

4 断裂构造划分
地球重力场与其它物理场相比，其独特之处在

于它包含了组成地球的所有物质信息。布格重力异

常客观地包含着地球内部构造的丰富信息，不同波

长的异常反映了地球内部不同层位的构造面貌。断

裂不仅控制着构造和盖层的发育，而且本身就是构

造单元或构造区域的分界线。利用重力资料推断断

裂构造的平面位置是一种快捷高效的方法。根据本

区已知断裂重力异常的反映及笔者实践经验，归纳

出几条针对不同重力基础图件重力异常的标志作为

确定断裂的依据。

（1）在布格重力异常图及剩余重力异常图上标志

① 走向明显的重力梯级带；② 狭长的带状异

常；③ 异常带的水平错位或平移；④ 异常等值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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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向上延拓0.5 km（左）和1.0 km（右）布格重力异常平面图

Fig.2 The Bouguer gravity anomaly map of 0.5 km upward

continuation(left) and 1.0 km upward continuation(right)



同向扭曲；⑤ 重力场发生明显变化的分界线；⑥ 重

力高与重力低之间的线性过渡带。

（2）在布格重力方向导数异常图上的标志

① 线性排列的同号异常连线；② 走向明显的线

性异常轴连线；③ 线性异常的平移或错位。

通过布格重力异常，重力场向上延拓、不同水平

方向导数和水平总梯度增强等成果图件的研究分

析，区内推断断裂9条：F1：鄌郚-葛沟断裂，F2：沂水-

汤头断裂，F3：古城-潍河口断裂，F4：侯镇北断裂，F5：

挑沟子-沈家营断裂，F6：柳瞳断裂，F7：固堤断裂，F8：

神树坡-东兴断裂，F9：老河口断裂。其中、F4、F5、F7和

F8为本次新推断断裂，各断裂展布详见图3。以下为

研究区内4条有代表性断裂的重力场特征。

1）F1断裂

该断裂自南向北贯穿研究区中部，呈NNE向展

布，区内延伸长度约50 km。该断裂为沂沭断裂带西

部断裂的一部分，推测该断裂北部控制着中生界地

层的厚度变化，南部控制着沉积地层的缺失，为区内

的主控断裂。在布格重力异常平面图上，该断裂位

于布格重力高、低梯度带部位，表现为北北东向明显

的重力梯级带，重力场变化巨大；断裂北部西北侧为

布格重力高、东侧为布格重力低，断裂南部西侧为布

格重力低、东侧为布格重力高。布格剩余异常平面

图上表现为局部重力高低的分界线，重力正负异常

分界线的梯度带。在布格重力0°、135°方向导数异常

平面图上表现为断裂北部为不连续的正极值连线，

断裂南部表现为不连续的负极值连线。

2）F3断裂

该断裂位于研究区东北部，呈东西向展布，区内

延伸约8 km。布格重力异常图为重力异常梯级带；

剩余重力异常图为重力异常梯级带，正负异常分界

线；推测该断裂控制其南北两侧新近系、古近系及中

生界地层的厚度变化。

3）F4断裂

该断裂位于研究区中西部，呈东西向展布，区内

延伸约12 km。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该断裂表现为

东西向明显的重力梯级带，重力场变化巨大；断裂北

侧为布格重力高、南侧为布格重力低。剩余重力异

常图上表现为局部重力高低的分界线，重力正负异

常分界线的梯度带。在布格重力0°、45°方向导数异

常平面图上表现为不连续的正极值连线。该断裂北

部基底隆升，南部基底下降，控制着南北两侧新生界

及中生界地层的厚度变化。

4）F6断裂

该断裂位于研究区中东部，呈东西向展布，区内

延伸约15 km。在布格重力异常平面图上，该断裂表

现为东西向明显的重力梯级带，重力场变化巨大；断

裂北侧为布格重力低、南侧为布格重力高。剩余重

力异常图上表现为局部重力高低的分界线，重力正

负异常分界线的梯度带。结合地质资料推测该断裂

北部基底持续隆升，第四系地层直接覆盖在震旦系

之上，其北部基底大幅断陷，基底（新近系）顶部埋深

约1 200～1 500 m。

5 构造单元的重力三维反演
为了更直观的显示地质体在地下空间位置和形

图3 研究区断裂和构造单元位置分布图

Fig.3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map of fracture and

tectonic unit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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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探明研究区内主要隐伏断裂构造的空间展布及

地层结构，对重力调查数据进行了三维反演。采用

加拿大UBC大学所编写GRAV3D反演软件进行了

处理，取得较好的效果，反演出三维切片图（图4）和

三维地质体及构造单元（图5）。

研究区跨越济阳坳陷和沂沭断裂带两个III级构

造单元，根据以往该区内Ⅳ级构造单元的划分，主要

以F1为界，跨越东营潜断陷、潍北潜断陷两个Ⅳ级构

造单元。根据以往地质和该区重力场特征及局部异

常特征，对两个Ⅳ级构造单元边界及内部五个Ⅴ级

构造单元进行精确厘定（图5）。其中A区为潍县凸

起、B区为候镇凹陷、C区为潍北凹陷、D区为潍北凸

起、E区青东凹陷。

（1）西北部重力低值E区

该区位于研究区西北部，布格重力异常整体呈

北东向延伸，区内异常未完全封闭，异常边界梯度变

化明显，对应的构造单元为青东凹陷。

（2）北部重力高值D区

该区位于研究区北部，以断裂 F1、F3、F4和 F9为

界。布格重力场北高南低，整体呈北北东向延伸，幅

值在研究区处于中高级别，边界梯度变化剧烈，对应

的构造单元为潍北凸起。

（3）东部重力低值C区

该区位于研究区中东部，西部以断裂 F1为界，

南、北边界为断裂F6和F3。布格重力异

常形态总体为未闭合的重力低值异常，

中心位于西利渔以北2.5 km处，对应的

构造单元为潍北凹陷。

（4）西南重力低值B区

该区位于研究区西南部，东部以断

裂F1为界，北部边界为断裂F4。重力场

异常形态总体为闭合的重力低值异常，

中心位于辛章西北1 km处，对应的构造

单元为侯镇凹陷。

（5）东南重力高值A区

该区位于研究区东南部，西部以断

裂F1为界，北部边界为断裂F6。重力场

异常形态总体为闭合的重力高值异常，

幅值较高，中心位于李家营，其对应的构

造单元为潍县凸起。

上述重力场的变化特征表明，该区

深部构造（基底受断裂作用抬升或断陷）

是引起布格重力场变化的主导因素，而叠加在布格

重力场上的局部重力高异常与基底局部断隆，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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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重力反演三维切片图

Fig.4 The 3D slice map of gravity inversion

0 5 10 km

图5 重力三维地质体及构造单元显示图

Fig.5 The gravity display image of 3D geological body

and tectonic unit

0 5 10 km0 5 1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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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较浅有关，布格重力低异常则与基底局部断陷，

上覆地层沉积厚度变化密切相关。

6 结论
（1）通过对1/5万高精度重力调查数据水平方向

导数求取、水平梯度增强、重力场解析延拓和三维反

演处理取得一系列重力成果图件，结合该区地质资

料，对该区隐伏断裂构造位置进行了划分和对该区的

构造单元进行了精确厘定。从应用来看，区域重力资

料对隐伏断裂构造划分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2）研究区布格重力异常宏观形态为“两高两

低”。其幅值的高低充分揭示了研究区内隆起和凹陷

的地质构造特征。依据布格重力场的变化特征及所

处的构造位置，将研究区布格重力场分为西北部重力

高值区、东北部重力低值区、西南部重力低值区、东南

部重力高值区四个区。

（3）研究区内共发育断裂构造9条 。其中F1为

区内主要断裂，北部控制着中生代地层的厚度变化，

南部控制着沉积地层的缺失；F4断裂北部基底隆升，

南部基底下降，控制着南北两侧新生界及中生界地层

的厚度变化；F6断裂北部基底持续隆升，北部基底大

幅断陷；F3断裂控制其南北两侧新近系、古近系及中

生界地层的厚度变化。

（4）根据以往地质资料、重力场及局部异常特征，

利用重力数据的三维反演结果重新对东营潜断陷和

潍北潜断陷两个Ⅳ级构造单元的边界及内部五个Ⅴ
级构造单元进行了精确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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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ravity survey on the fracture and tectonic units
in littoral region of Weifang，Shandong province

GAO Yi-hang1, SHEN Jun-hui1, SU Yong-jun2,3, LIU Ji-hong3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2.Institute of Geophysics and Geoma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3.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The extraction of gravity anomaly information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from 1/50 000 high- precision

gravity processing in the littoral region of Weifang，Shandong province，combining with geological data analysis,

the Bouguer gravity anomaly presents“two high areas and two low areas”from macroscopic view in study area,

and delimitates 9 faults. And the 3-D inversion was utilized to accurately revision two IV-level structural unites

and five V-level structural unites. These results provide the bas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crustal stability,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hazard and deep substances equilibrium in the study area.

Key words: gravity survey; littoral region of Weifang; fault structure; 3-D inversion; tectonic un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