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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重力异常反演沉积盆地基底深度在区域构造研
究和油气勘探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有效地提取盆
地基底起伏引起的重力异常是准确反演盆地基底深度的先决
条件．对于地质构造较为复杂的区域，完全基于数学原理的位
场分离方法较难有效提取基底起伏引起的重力异常．为此本文
以南薇西盆地为例，研究了深水区盆地基底重力异常的提取方
法．首先以海底地形数据为基础，采用频率域重力场正演计算
方法计算海水的重力效应，并从自由空间重力异常中消除，得
到布格重力异常．之后采用ＣＲＵＳＴ １． ０莫霍面深度数据正演莫
霍面重力效应，同时利用动态均衡校正方法计算莫霍面重力影
响，通过与已知构造特征对比分析，确定了动态均衡校正方法
更适合于研究区莫霍面重力校正，并从布格重力异常中消除莫
霍面重力影响而得到了基底重力异常．最后通过对基底重力异
常分析，探讨了礁滩区重力异常特征及其可能对基底深度反演
带来的影响，并对南薇西盆地构造区划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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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沉积盆地研究中，基底起伏特征非常重要，其制约着沉

积盆地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沉积盆地内部沉积与构造，甚
至油气的生成、运移和聚集都有影响（刘光鼎等，１９９６）．由于
盆地沉积层的密度往往小于其基底的密度，因此利用重力异



　 ２０１９，３４（４） 冯旭亮，等：深水区盆地基底重力异常提取———以南薇西盆地为例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常可反演盆地基底起伏．但重力异常是地下各地质体密度差
异的综合反映，因此要利用重力异常反演盆地基底，需先从
实测重力异常中有效地提取盆地基底起伏引起的重力异常，
即重力异常的分离．

重力异常可分离为区域异常和剩余异常，一般认为区域
异常由埋藏较深、水平范围较大的地质体或构造引起，如地
壳厚度变化；剩余异常则由埋藏浅、规模较小的地质体或构
造引起，如盆地基底起伏、沉积层内部构造和成分的变化等．
利用位场分离方法可提取盆地基底或不同沉积层引起的重
力异常，目前常用的方法包括解析延拓（徐鸣洁等，２００５；
Ｆｒｉｆｉ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Ｐｒｕｔｋ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小波分析（江为为
等，２００６；周稳生等，２０１４；杨文采等，２０１８）、滑动平均（唐新
功等，２０１７）、匹配滤波（文百红等，２０１５）、正则化滤波（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趋势分析（Ｄｈａｏｕ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等．在提取时一
般选择多种参数进行计算，之后通过与已知地质、地球物理
特征对比以确定最佳剩余重力异常．

以上各位场分离方法在特定的地区均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然而这些方法以数学原理为关键，计算结果并非均具有
明确的地球物理意义（ＧａｒｃíａＡｂｄｅｓｌｅｍ，２０１７）．更重要地，以
上方法通过与已知地质、地球物理资料对比分析而筛选最佳
剩余异常，故对于同一盆地基底起伏，可能得到形态相似但
幅值不同的多个剩余重力异常，而该异常可能包含区域背景
的影响．因此利用此剩余异常反演基底深度时，必须结合区
域背景准确的给定基底平均深度，但实际中受已知资料限制
往往较难实现．这一问题对于地质情况复杂的地区尤为明
显，如南海南部深水区南薇西盆地．

南薇西盆地新生代地层发育较全，油气地质条件分析结
果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含油气远景（张功成等，２０１３；张厚和
等，２０１７ａ）．但该盆地勘探程度较低，目前仅有少量地震剖
面，没有钻井．受地质—地球物理资料限制，前人对于南薇西
盆地构造区划认识不同（徐行等，２００３；刘振湖，２００５；王建桥
等，２００５；张厚和等，２０１７ａ），地震剖面显示盆地外围可能存
在凹陷（冯旭亮等，２０１８）．此外，南薇西盆地周围的一些盆地
规模较小（如南薇东盆地和永署盆地），其可能尚未达到盆
地级别．对于盆地构造区划等基础地质问题的认识存在差
异，是导致对盆地油气资源远景认识不同（王建桥等，２００５；
刘振湖，２００５；张厚和等，２０１７ａ）的主要原因之一，制约了油
气资源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

地球物理资料中，重力资料具有横向分辨力高、覆盖面
广及易获取等优势，在海域盆地分布与构造区划研究中已得
到了成功的应用（林珍，２００３；王万银等，２０１３；冯旭亮等，
２０１８）．因此，可用重力资料进行南薇西盆地构造区划等基础
地质问题的研究，其中关键在于利用重力反演盆地基底起伏
特征，而前提是准确提取基底起伏引起的重力异常．为解决
这一问题，本文南薇西盆地为例，研究基底重力异常提取方
法，为该区构造研究及油气勘探提供地球物理关键技术，并
为类似地区研究提供参考．
１　 地质概况

南薇西盆地位于南海南部陆坡浅滩岛礁区（图１），整
体呈ＮＥ走向，主体位于南沙中部海域陆坡区（张厚和等，

２０１７ａ），其是在南海北部被动大陆边缘的背景下由于地壳的
裂解而形成（徐行等，２００３）．根据构造沉积特征，南薇西盆地
可划分为５个二级构造单元，即北部坳陷、北部隆起、中部坳
陷、南部隆起和南部坳陷（高红芳，２００２；张厚和等，２０１７ａ）．
南薇西盆地新生界发育较全，总体表现为南厚北薄、西厚东
薄的沉积特征，新生界厚度２０００ ～ １１０００ ｍ（张厚和等，
２０１７ａ），盆地沉积中心位于西南部，中部坳陷为盆地的主体
沉积坳陷（刘振湖，２００５）．

南薇西盆地新生代构造演化经历了古新世—中始新世、
晚始新世—中中新世、晚中新世—第四纪三个构造演化阶
段，形成了较完整的裂陷—坳陷旋回（高红芳，２００２）；盆地经
历了初始裂陷期、主裂解扩张期和裂后热沉降期等３个发展
阶段，沉积环境由河湖演变为滨浅海至半深海（徐行等，
２００３）．南薇西盆地表现为ＮＥ向地堑／半地堑，晚始新世—
中中新世沉积厚度较大；中中新世末受压扭改造，形成区域
不整合；晚中新世—第四纪区域沉降，盆地沉积以填平补齐、
席状形式披盖全区，大部分断层活动停止（张功成等，２０１３）．

盆地基底为下古生界甚至元古界变质岩及中酸性基性
火成岩（徐行等，２００３；张功成等，２０１３）．盆地内发育大量断
层和火成岩体，地层变形强烈，构造复杂（高红芳，２００２），盆
地内中下构造层发育大量呈骨牌状排列的反向正断层，同
时断背斜、向斜呈串珠状发育，上构造层构造活动较为平静，
地层变形微弱（张厚和等，２０１７ａ）．
２　 地球物理特征

２． １　 重力场特征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重力数据来自加利福尼亚圣迭戈分

校和Ｓｃｒｉｐｐｓ海洋研究所提供的覆盖全球最新的卫星重力数
据Ｓ＆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Ｖ２４． １（ｈｔｔｐ：／ ／ ｔｏｐｅｘ． ｕｃｓｄ． ｅｄｕ ／ ｃｇｉ
ｂｉｎ ／ ｇｅｔ＿ｄａｔａ． ｃｇｉ），数据网格间距为１′ × １′．研究区自由空间
重力异常（图２）变化范围在－ ６７ ～ １１５ × １０ －５ｍ ／ ｓ２ 之间，具
有明显的分区性，不同区域重力异常走向不同，局部异常形
态差别较大．研究区西部１０９°Ｅ附近存在一条近南北向的向
西凸出的弧形重力高值带，其与３００ ｍ水深线走向及形态相
同，为陆缘坡折带的反映．这一高值带主体位于万安盆地，已
有证据表明万安盆地构造单元为ＮＮＥ向（赵志刚等，２０１６；
陈强和金庆焕，２０１７；谢晓军等，２０１８），显然受水深影响，这
一区域重力异常特征与已知构造特征不符．万安盆地与南薇
西盆地之间在８°Ｎ附近存在一椭圆状高值区，并与南薇西盆
地中部坳陷和南部隆起、永署盆地及南薇东盆地中间的重力
高值区组成一个ＮＥ向的重力高值带，局部异常杂乱，等轴
状、椭圆状、条带状均有，且走向变化较大，反映了该区礁滩
及火成岩较为发育，构造活动强烈．研究区东南部北康盆地
北部隆起、中部隆起、东南坳陷及东部隆起总体组成了一个
ＮＥ向的重力高值区，该区局部重力异常不明显，仅存在个别
小规模的等轴状重力高．两个重力高值带将重力异常分隔为
３个重力低值区，低值区内局部重力异常形态亦比较复杂．
南薇东盆地以东的区域，局部重力高较为发育，几乎与第一
个重力高值带连为一体．研究区东北角为大范围的重力低，
但这一区域实际为南海西南次海盆，其为洋壳区，沉积层厚
度仅为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ｍ（丘学林等，２０１１；于传海等，２０１７），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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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南海南部新生代盆地分布图
盆地边界来自张厚和等（２０１７ｂ）．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ｂ）．

图２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自由空间重力异常图
南薇西盆地二级构造单元来自张厚和等（２０１７ａ），北康盆地
二级构造单元来自杨振等（２０１７），万安盆地二级构造单元

来自陈强和金庆焕（２０１７），下同．受图幅限制，
万安盆地二级构造单元名未在图中标出．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ａｉ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Ｂｅｉｋ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ａ），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Ｊｉ （２０１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Ｗａ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ｈｏｗｎ ｄｕｅ ｔｏ ｍａｐ ｓｈｅｅｔ ｌｉｍｉｔ．

图３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海底地形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然这一区域的重力低主要由海水引起．
由以上分析可知，尽管南薇西盆地及邻区自由空间重力

异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内构造特征及沉积层厚度变化
（如坳陷区为重力低、隆起区为重力高），但自由空间重力异
常受水深变化及深部构造（主要为莫霍面）的影响，其与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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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３４（４） 冯旭亮，等：深水区盆地基底重力异常提取———以南薇西盆地为例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图４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海水重力异常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ｅａ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图５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布格重力异常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图６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ＣＲＵＳＴ １． ０莫霍面深度图
图中黑色圆点为数据点位．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Ｍｏｈｏ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 １． ０ ｉｎ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ｄｏｔｓ ｌｏ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ｎｔｓ．

图７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莫霍面重力异常图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Ｍｏｈｏ ｉｎ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图８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经莫霍面校正的重力异常图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Ｍｏｈｏ ｉｎ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图９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均衡重力校正值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ｉｎ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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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均衡重力异常图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Ｎａｎｗｅ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造特征不完全对应，有些区域甚至差别很大．因此，为准确的
解释研究区构造及沉积特征，需对自由空间重力异常进行处
理，尽可能地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２． ２　 岩石密度特征

岩石密度特征是准确解释重力异常的基础，但南薇西盆
地无钻井资料，因此对于研究区岩石密度特征的认识主要来
自邻区层速度密度转换资料（林珍，２００３；姚伯初等，２００６；
胡卫剑等，２０１１）．海水密度为１． ０３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沉积层密度为
（２． ０ ～２． ５）×１０３ ｋｇ ／ ｍ３，中地壳平均密度为２． ７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下地壳平均密度为２． ９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上地幔平均密度为３． ３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显然，研究区存在以下主要的几个密度界面：

（１）海水层与海底的密度界面，密度差为（０． ９７ ～ １． ４７）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此界面密度差为全区最大，并且距观测面最近，
是引起重力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２）沉积层与盆地基底的密度界面，密度差为（０． ２ ～
０ ７）×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此密度界面随地层时代、岩性不同而变
化，是引起局部重力异常变化的主要因素．

（３）下地壳与上地幔之间的密度界面，即莫霍面，密度
差为（０． ４ ～ ０． ５）×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尽管此密度界面较深，但其分
布范围广，密度差较大，是引起区域重力异常的主要因素．
３　 基底重力异常提取

根据岩石密度特征可知，研究区自由空间重力异常主要
由海底、盆地基底及莫霍面这三个界面起伏变化引起，侵入
岩、礁滩、泥底辟以及沉积岩厚度及内部成分变化等使得重
力异常局部特征复杂化．因此，为提取盆地基底起伏变化引
起的重力异常，则需消除海水及莫霍面起伏的重力影响．
３． １　 海水重力影响校正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水深数据来自加利福尼亚圣迭戈分
校和Ｓｃｒｉｐｐｓ海洋研究所提供的覆盖全球的水深数据Ｓ＆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Ｖ１８． １（ｈｔｔｐ：／ ／ ｔｏｐｅｘ． ｕｃｓｄ． ｅｄｕ ／ ｃｇｉｂｉｎ ／ ｇｅｔ ＿
ｄａｔａ． ｃｇｉ），数据网格间距为１′ × １′，如图３所示．研究区水深
变化较大，最深超过４０００ ｍ，局部礁滩发育，地形较为复杂，

其对自由空间重力异常形态影响较大．
以海平面为上表面、海底地形为下表面，将测点周围的海

水层进行网格化可计算海水的重力影响（吕川川等，２００９）．本
文利用频率域密度界面正演方法（王万银和潘作枢，１９９３）计
算．一般在计算时剩余密度取－１． ６４ ×１０３ｋｇ ／ ｍ３，即海水密度
（１． ０３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减去平均地壳密度（２． ６７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吕川川等，２００９），但这一计算相当于人为将海水层充填为
地壳的平均密度层，会产生非常大的正值布格重力异常，掩
盖了局部地质体的重力异常（冀连胜，２０１７）．本文在计算南
薇西盆地及邻区海水重力影响时，剩余密度取－ １． ２７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即海水与其下沉积层平均密度之差，得到海水的
重力异常如图４所示，从自由空间重力异常中减去海水重力
值得到的布格重力异常如图５所示．

自由空间重力异常（图２）中近南北向的向西凸出的弧
形重力高值带在布格重力异常（图５）中已基本消失，布格重
力异常中局部异常变化比自由空间重力异常平缓，这是由于
消除水深变化的缘故．研究区东北角为大范围的重力高，其
为西南次海盆的反映．布格重力异常区域性的变化反映了莫
霍面的起伏特征．
３． ２　 莫霍面重力影响校正

尽管布格重力异常消除了水深的影响，但其整体区域背
景为莫霍面起伏变化的反映，使得盆地基底重力异常不明
显．为突出盆地重力异常，有必要消除莫霍面的重力影响（于
鹏等，２０００；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消除莫霍面重力影响最理想
的方法是利用莫霍面深度数据正演其起伏变化引起的重力
异常，之后从布格重力异常中减去．为此，本文以ＣＲＵＳＴ １． ０
提供的莫霍面深度数据（ｈｔｔｐ：／ ／ ｉｇｐｐｗｅｂ． ｕｃｓｄ． ｅｄｕ ／ ～ ｇａｂｉ ／
ｃｒｕｓｔ１． ｈｔｍｌ，图６）为基础，选择平均深度为２０ ｋｍ，壳幔密度
差为－ ０． ５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利用与海水重力影响相同的计算方
法，得到莫霍面重力异常如图７所示，经莫霍面重力校正后
的重力异常如图８所示．

ＣＲＵＳＴ １． ０的莫霍面数据点位较稀（图６中黑色圆点），
因此利用此莫霍面正演的重力异常变化较为平缓，经莫霍面
校正后的重力异常整体呈南高北低的特征．具体来看，北康
盆地、南薇西盆地的南部坳陷、南薇东盆地及此三者中间区
域皆表现为重力高；南薇西盆地其余二级构造单元以及万安
盆地均表现为中等重力异常；中建南盆地南部、永署盆地以
及研究区东北角西南次海盆整体表现为重力低．这一重力变
化与已知的构造区划（张功成等，２０１３；杨振等，２０１７；谢晓军
等，２０１８）差别较大．可见，由于ＣＲＵＳＴ １． ０提供的莫霍面深
度数据点位较稀，其并不适合用于小区域的莫霍面重力
校正．

均衡重力异常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壳厚度变化产生的重
力效应，突出反映地壳内部剩余密度体的重力异常（秦建增
等，２０１７），已在盆山过渡带（杨战军等，２０１０）或海陆过渡带
（ＧａｒｃíａＡｂｄｅｓｌｅｍ，２０１７）盆地基底研究中得到了成功的应
用．因此，其可以应用于深水区盆地基底重力异常的提取．

均衡重力异常是布格重力异常经均衡校正得到，其结果
取决于补偿模式的选取．目前常用的均衡补偿模式包括局部
补偿模式、区域补偿模式、实验补偿模式和动态补偿模式等
（邢健等，２０１４）．与其他补偿模式相比，动态补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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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ｔｔｓ，２００１）考虑了区域补偿与局部补偿的异同以及地壳
和上地幔的热结构变化及其对其他地球物理参量的影响，计
算精度较高（邢健等，２０１４；ＧａｒｃíａＡｂｄｅｓｌｅｍ，２０１７）．因此，本
文采用动态补偿模式计算均衡重力异常．

均衡重力异常计算时牵涉到多种参数的选择，而这些参
数往往在不同的区域而有所不同，若参数选择不适当，可能
反而会使得均衡重力异常反映的地质构造不够真实．实际在
计算时，可参考已知的地质、地球物理特征，并与其他重力异
常进行对比分析，综合选择较好的参数．本文计算时海水密
度取１． ０３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上地壳密度取２． ７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下地
壳密度取２． ９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地幔密度为３． ３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弹性
板有效厚度Ｔｅ ＝ ５ ｋｍ，杨氏模量Ｅ ＝ １０１１ Ｐａ，泊松比ｖ ＝
０ ２５，正常重力为９． ８ ｍ ／ ｓ２，正常地壳厚度为２０ ｋｍ，计算得
到的均衡校正值如图９所示，均衡重力异常如图１０所示．

图９所示的均衡校正值与ＣＲＵＳＴ １． ０数据正演的莫霍
面重力异常整体趋势相似，但局部变化特征不同，主要表现
在南薇西盆地南部坳陷和北康盆地西部坳陷等区域．均衡剩
余异常由于消除了莫霍面的重力影响，因此地壳内部密度变
化特征更加突出．与自由空间重力异常相比，万安盆地中部
的近南北向的向西凸出的弧形重力高值带已基本消除，局部
异常走向以ＮＮＥ向为主，与盆地构造单元相符；与布格重力
异常相比，无陆壳向洋壳的区域高背景重力变化，有利于盆
地基底及构造单元的研究．因此，可将均衡重力异常视为盆
地基底起伏引起的重力异常．
３． ３　 基底重力异常特征

南薇西盆地及邻区均衡重力异常值为－ ９７ ～ ４０ × １０ －５
ｍ ／ ｓ２，高值区主要位于北康盆地北部隆起以及南薇东盆地以
东的区域；盆地坳陷区多为重力低值区，如南薇西盆地的中
部坳陷、北康盆地的西部坳陷以及中建南盆地的南部，但南
薇西盆地的南部坳陷及曾母盆地的康西坳陷中出现局部等
轴状的重力高，可能由沉积层中局部高密度地质体引起．均
衡重力异常局部走向与现有盆地二级构造单元基本一致，在
万安盆地中以ＮＮＥ向为主，南薇西盆地和北康盆地中均以
ＮＥ向为主，研究区东北角的洋壳区亦以ＮＥ向为主．
４　 讨　 论

本文从自由空间重力异常中消除了海水深度的影响，之
后利用均衡校正得到了可反映南薇西盆地及邻区基底起伏
的重力异常，其在大部分区域内符合已知地质特征，可用来
解释研究区基底起伏及沉积层厚度特征，但仍有两个问题需
要探讨．
４． １　 礁滩重力异常特征

研究区水深小于３００ ｍ（或深水区水深小于１５００ ｍ）的
礁滩区在自由空间重力异常（图２）中绝大多数表现为孤立
的等轴状或椭圆状重力高，但在布格重力异常（图５）和均衡
重力异常（图１０）中却表现为孤立的局部重力低．这些礁滩
区域大多为喷出岩或变质岩海山（陈洁等，２０１２），具有高密
度的特征，且地震剖面解释结果显示礁滩区的沉积层非常薄
（丘学林等，２０１１；Ｆｒａｎ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显然礁滩区的重力低
并非由沉积层厚度变化引起．

Ｔｏｍｏｄａ和Ｆｕｊｉｍｏｔｏ（１９８１）认为西太平洋海山的重力低

由莫霍面之下的构造引起，海山之下的岩石圈可能比周围岩
石圈厚２０ ～ ３０ ｋｍ．杨金玉等（２００１）在对南海海盆中部海山
进行２． ５Ｄ人机交互模拟计算时，发现海山处重力异常值极
难拟合，必须往海山之下充填低密度的物质，否则计算出的
重力异常值要比实测值高出很多，表明海山之下有山根的存
在．此外，海山及礁滩除上述的重力均衡外，还可能存在动态
热均衡（于磊等，２０１５）．以上的原因造成了研究区大多数的
海山、礁滩表现为孤立的重力低的现象．由于均衡校正只能
消除区域性莫霍面起伏变化的影响，因此这些海山和礁滩的
均衡重力异常与布格重力异常特征相似，均表现为局部重
力低．

然而，通过海底地形（图３）与布格重力异常（图５）和均
衡重力异常（图１０）对比，可以发现少数海山或礁滩重力异
常不明显或表现为重力高，其可能反映了海山山根断落或礁
滩的性质并非喷出岩或者变质岩．实际上，在对基底重力异
常解释时，期望重力高低变化能直接反映基底起伏或沉积层
厚度变化．因此，尽管礁滩的重力异常表现为孤立的重力低
异常是合理的，但利用这一重力异常直接反演盆地基底时，
不可避免地会将其反演为基底局部凹陷区．为解决这一问
题，可将海底地形数据进行切割光滑，在海底地形中去除掉
礁滩或海山的影响而计算布格重力异常，之后得到均衡重力
异常作为基底重力异常．需要说明的时，这一方法仅限于反
演基底深度，若要对盆地构造特征、礁滩性质等进行解释，则
需利用自由空间重力异常和严格计算的布格重力异常、均衡
重力异常进行分析．
４． ２　 基底重力异常与盆地构造区划

不考虑礁滩及海山的重力影响时，均衡重力异常基本反
映了盆地基底起伏及沉积层内部岩性和厚度的不均匀变化，
因此在认为沉积层均匀的情况下，其可反映盆地基底的起伏
特征．均衡重力异常中，南薇西盆地的南部坳陷的中间区域
表现为明显的重力高．但地震剖面显示该区沉积层厚度较大
（张功成等，２０１３），似乎无明显的凸起．晚渐新世中中新世，
南沙地块从华南大陆裂离，具有良好的碳酸盐台地和生物礁
的发育条件，南薇西盆地中新世存在生物礁相地层（魏喜等，
２００５）．南薇西盆地尚无岩石密度资料，但一般而言，碳酸盐
岩的密度大于砂岩密度，因此推测南部坳陷中部的局部重力
高可能为碳酸盐台地的反映．

南薇西盆地中部坳陷南西侧盆地外围至万安盆地之间
的区域，均衡重力异常整体表现为平缓的重力低，其与中部
坳陷的重力场特征十分相似．中部坳陷为盆地的主体沉积坳
陷，沉积层厚度较大（刘振湖，２００５），因此该外围区域沉积层
厚度可能也较大．中部坳陷和南部坳陷是南薇西盆地的主要
生烃坳陷（刘振湖，２００５；张厚和等，２０１７ａ），这一区域内存在
局部孤立的等轴状重力高，可能是局部凸起或者碳酸盐岩的
反映，是油气聚集的有利位置．显然，这一区域不应划分于盆
地外围，对于其归属问题应综合盆地构造演化、基底属性等
进行研究．

南薇西盆地北部坳陷处于西南次海盆，这一区域沉积层
厚度较小，而基底重力异常以局部团块状、条带状的重力高
为主，表明该区火山活动强烈，部分火山刺穿海底，不利于油
气的生成和保存．因此，是否有必要将其划分到盆地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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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５　 结论及建议

（１）本文以南薇西盆地为例，研究了深水区盆地基底重
力异常的提取方法．尽管基底重力异常在一些礁滩区并不能
反映基底起伏变化，但整体还是很好地体现了基底的起伏特
征及沉积层厚度的变化．可见，本文通过海水重力影响校正
及均衡校正得到基底重力异常的方法的可行的，能为盆地构
造及油气资源潜力评价提供基础资料．

（２）需要注意的是，在消除海水重力影响时，由于无法
获得其下沉积层的准确密度资料，故利用了统一的沉积层密
度进行计算，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误差．若有较准确
的岩石密度资料，则最好采用沿横向变化的密度计算海水的
重力影响．此外，由于研究区没有精确的莫霍面深度数据，本
文采用动态均衡校正消除了莫霍面的重力影响．若有较精确
地莫霍面深度数据，最好利用其正演计算莫霍面的重力异
常．并且由于上地幔也存在不均匀性，因此资料充分时，最好
能采用横向变密度模式计算．

致　 谢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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