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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地壳结构及深浅部构造特征，本
文选用大比例尺布格重力数据，利用小波变换方法进行场源分
解处理，剖析不同深度下地壳横向结构，采用Ｐａｒｋｅｒ变密度模
型反演该地区的莫霍面深度，并构建两条地壳密度结构剖面模
型，对研究区深、浅部构造进行精细刻画．结果表明，长江下游
地区重力场整体呈现ＮＥ走向的构造异常，多发育ＮＥ向的断
裂及隆凹构造．沉积层至上地壳的地壳结构复杂，存在数量较
多的小尺度的线性重力梯度条带，形成了１５条明显的以ＮＥ、
ＮＮＥ方向为主体的构造单元以及２条ＮＷ向区域性断裂，多数
断层延伸至中地壳；在中、下地壳尺度中，断裂带多沿高、低异
常梯度条带分布，其中金坛—南渡断裂与茅山断裂合并，形成
规模一条较大的控制性断裂，推断该断裂已经切穿上地幔，结
合地震数据发现，两条断裂的相接处在近代以来地震活动性较
强，此外茅山断裂在深部向北延伸至镇江市区，受无锡—宿迁
断裂带影响截止于埤城附近．区域莫霍面深度分布在３１． ６ ～
３３． ４ ｋｍ，表现为以埤城断凸为中心，东西浅，南北深的‘Ｘ’状．
关键词　 长江下游地区；布格重力异常；地壳结构；莫霍面；重
力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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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东部太平洋板块俯冲构造和西部印欧大陆碰撞构造
的双重大地构造背景之下，华北地区受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持

续推挤及岩石圈地幔上涌的作用，导致了华北地区晚新生代
以来的大地构造格局发生强烈的变形和区域地壳沉降，从而
形成了长江下游地区岩石圈结构的复杂性（吕庆田等，２０１５；
张昌榕等，２０１８；张岳桥等，２０１９）．该地区西北方向以郯庐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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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带、秦岭—大别造山带为界、北接苏北盆地，南连苏南台褶
带等大地构造单元，为大陆地区关键的地壳结构连接带．

长江下游地区地壳结构一直是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近
年来在国土资源部基于“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支
持下，通过宽角地震反射／折射、宽频带天然地震剖面、大地
电磁测深等技术手段，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实施了一条起于江
苏宜兴、止于安徽利辛，横跨了茅山断裂带、滁河断裂、郯庐
断裂带及宁芜矿集区等地质构造单元的综合地球物理探测
剖面，获得了成矿带岩石圈结构（吕庆田等，２０１４；张永谦等，
２０１４）． １９８４年，地质矿产部华东石油地质局实施ＨＱ１３综
合性剖面，利用重力、航磁、地震测深、地震反射剖面、大地电
磁、地球化学等方法手段，揭示了下杨子地区地幔层块结构
特征等（陈沪生，１９８８；陈沪生和周雪清，１９８８；张四维等，
１９９８）．继很多学者在这条剖面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数据处理
手段对数据资料进行再解释（白志明和王椿镛，２００６；熊小松
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１），进而得到更为精确的地壳结构特征．对长江
下游地区的地壳结构与深部构造研究，先后还进行过马鞍
山—常熟—启动地震测深剖面（滕吉文等，１９８５），随县—马
鞍山地震测深剖面（郑晔和滕吉文，１９８９），浙皖地区地壳宽
角度反射地震剖面（熊绍柏和刘宏兵，２０００），上海地区精密
地壳结构的综合性地球物理剖面（姚保华等，２００７）以及上
海奉城—浙江湖州长周期ＭＴ剖面（于鹏等，２００８）等．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壳结构及深部构造特征的研究一直
继续，对于该地区的精细地壳结构的研究不断提升．因此，本
文选取研究区范围为１１８°Ｅ—１２０． ７５°Ｅ，３１． ２３°Ｎ—３３°Ｎ（图
１），基于前人大量的地球物理剖面资料的成果基础上，收集
长江下游地区的较大比例尺布格重力数据，结合小波变换方
法和Ｐａｒｋｅｒ变密度模型，反演该区地壳密度结构及莫霍面深
度分布，分析多尺度重力异常及不同深度下的横向结构，旨
在揭示长江下游地区大地构造、断裂空间展布（断裂的横向
延伸与纵向延展）等，深入揭示该地区的深、浅部构造特征．
１　 数据与方法

由于地形的复杂性及地壳内部密度分布不均的特征，重
力场集合了深度不同、规模不一的地质体的综合信息．针对
重力场数据的特征，选择适用的数据处理方法，对引起局部
异常的场源信息进行分析显得至关重要，本文采用小波变换
对重力场进行分离．经前人的研究发现，将小波变换作为重
磁场分解处理的有效方法，可以实现位场分离的效果
（Ｍａｌｌａｔ，１９８９；侯遵泽和杨文采，１９９７；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本文收集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布格重力场数据，采样间隔
为２ ｋｍ．利用小波变换对原始布格重力场数据进行多尺度
分解，得到１ ～ ４阶重力小波细节场及逼近场．利用对数功率
谱方法对各阶小波细节场进行计算（张先和赵丽，２００７），得
到１ ～ ４阶次小波细节场的对应的近似场源深度（表１）．
２　 地壳结构特征

２． １　 布格重力异常分析
原始布格重力异常主要反映了大型的地质构造单元信

息．在原始布格重力异常原平面图中（图２），布格重力值范

围在－ ２５． ７ ～ ２４． ０ ｍＧａｌ，异常整体以北东向的重力高异常
体为主，形成中间呈北东向条带状高异常且四周为低异常的
特点．在宜兴市、江阴市、丹阳市、扬州和南京江浦区及六合
区等区域，表现为重力高异常；在泰州市、嘉山、无为县、溧
阳、郎溪县及仪征市表现为重力负异常，对应的构造单元分
别是东台凹陷、沿江凹陷、和直溪桥—桠溪桥凹陷，总体过渡
相对平缓．研究区南部处于苏南隆起区，异常值复杂交错，北
部处于苏北盆地，以重力负异常为主．

表１　 小波多尺度分解近似场源深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阶次 近似场源深度（ｋｍ） 切割深度
１阶细节 ２ ～ ３ 沉积层
２阶细节 ７ ～ ８ 上地壳
３阶细节 １３ ～ １５ 中地壳
４阶细节 ２５ ～ ２７ 下地壳

２． ２　 重力小波细节场分析
研究区各阶次的细节图展现出不同深度上的地壳重力

异常，从而揭示出地壳介质在不同深度的横向展布．小波细
节图（局部重力场）中，重力负异常代表低密度地质体，对应
着沉积凹陷地质单元，重力正异常代表着高密度地质体，对
应隆起构造单元，断裂构造多数情况下沿隆凹相间的过渡条
带分布．本次研究结合前人地质资料，针对目标区内１ ～ ４阶
布格重力小波细节图，进行了断裂的详细解译，从而更加直
观地揭示区域地壳深部构造的形态．
１阶小波细节图，重力值范围在－ ４． ９ ～ ４． ４ ｍＧａｌ，等值

线变化复杂，且为小尺度重力异常圈闭，主要表现了在该深
度位置上，地壳横向的密度变化（图３ａ）．研究区内发育着
ＮＳ向的地质褶皱体，重力值呈近东西方向的重力高、低异常
圈闭条带分布，高低圈闭体相间排列，而高低重力圈闭体过
渡区域形成重力梯度带，几条断裂构造沿重力梯度带分布，
南向北依次为上党—河阳断裂（Ｆ３）、幕府山—焦山断裂
（Ｆ４）．上党—河阳断裂两侧异常明显不同，北侧为高异常圈
闭的宁镇隆起，南侧为低异常圈闭，断层形成重力梯度带，丹
徒县南侧遇茅山断裂带，被茅山断裂带分隔成两段；幕府
山—焦山断裂南侧表现为近东西向宽缓的大面积高重力异
常，对应宁镇隆起，宁镇隆起含有大量的燕山期侵入岩和火
山岩系①，断裂的北侧表现为长轴方向近东西向的低重力圈
闭，对应沿江凹陷，因此断裂两侧的重力异常有很大的区别．

研究区多ＮＥ走向重力圈闭体，对应着断裂主要是方
山—小丹阳断裂（Ｆ５）茅山断裂带（Ｆ６）、金坛—南渡断裂
（Ｆ７）、和桥—北誨断裂（Ｆ８）、江浦—六合断裂（Ｆ９）、滁河断
裂（Ｆ１７）．方山—小丹阳断裂（Ｆ５）表现为沿串珠状异常圈闭
的两侧展布，且在２阶小波细节图中可以发现断层切过高重
力异常圈闭，其轴线明显发生右旋错动，说明该断层为右旋
走滑性质；茅山断裂带（Ｆ６）重力场特征极为明显，断裂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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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宁镇山脉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上册），北
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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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断裂构造图
图中黑线为主要活动断裂（断层引自中国活动构造图（邓起东等，２００７），并依据重力资料进行修改），红色虚线ＡＡ′与ＢＢ′表示为重
力剖面模型． Ｆ１：丹徒—建山断裂；Ｆ２：五峰山—西来桥断裂；Ｆ３：上党—河阳断裂；Ｆ４：幕府山—焦山断裂；Ｆ５：方山—小丹阳断裂；Ｆ６：
茅山断裂带；Ｆ７：金坛—南渡断裂；Ｆ８：和桥—北誨断裂；Ｆ９：江浦—六合断裂；Ｆ１０：无锡—宿迁断裂带（常州—无锡段）；Ｆ１１：南京—
湖熟断裂；Ｆ１２：无锡—宿迁断裂（宿迁段）；Ｆ１３：施官集断裂；Ｆ１４：泰州断裂；Ｆ１５：陈家堡—小海沟断裂；Ｆ１７：滁河断裂；图中黄、红色

点为近代地震（１９６５—２０１９），黄色点３ ＜ＭＳ≤５，红色点５ ＜ＭＳ≤６，橙色点为历史地震，５≤Ｍ≤６．
Ｆｉｇ． １　 Ｍａｉｎ ｆａｕｌ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Ｆａ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ｐ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ｒｅｄ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ＡＡ′ ａｎｄ ＢＢ′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１：ＤａｎｔｕＪｉａｎ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Ｆ２：Ｗｕ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ｌａｉｑｉａｏ ｆａｕｌｔ；Ｆ３：ＳｈａｎｇｄａｎｇＨｅｙａｎｇ ｆａｕｌｔ；Ｆ４：ＳｈｏｇｕｎｓｈａｎＪｉａｏ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Ｆ５：
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ａｏｄａｎｙａｎｇ ｆａｕｌｔ；Ｆ６：Ｍａｏ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Ｆ７：ＪｉｎｔａｎＮａｎｄｕ ｆａｕｌｔ；Ｆ８：ＨｅｑｉａｏＢｅｉｇｕｏ ｆａｕｌｔ；Ｆ９：ＪｉａｎｇｐｕＬｉｕｈｅ ｆａｕｌｔ；Ｆ１０：Ｗｕｘｉ
Ｓｕｑｉａｎ 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Ｗｕｘ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１１：ＮａｎｊｉｎｇＨｕｓｈｕ ｆａｕｌｔ；Ｆ１２：ＷｕｘｉＳｕｑｉａｎ 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Ｓｕｑｉ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１３：Ｓｈｉｇｕａｎｊｉ ｆａｕｌｔ；
Ｆ１４：Ｔａｉｚｈｏｕ ｆａｕｌｔ；Ｆ１５：ＣｈｅｎｊｉａｂａｏＸｉａｏｈａｉｇｏｕ ｆａｕｌｔ；Ｆ１７：Ｃｈｕｈｅ ｆａｕｌｔ；Ｔｈｅ ｏ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１９６５—２０１９），ｗｉｔｈ ｏｒａｎｇｅ ｐｏｉｎｔ ３ ＜ＭＳ≤５ ａｎｄ ｒｅｄ ｐｏｉｎｔ ５ ＜ＭＳ≤６，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ａｎ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ｗｉｔｈ ５≤Ｍ≤６．

图２　 原始重力场
Ｆｉｇ． 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ＮＮＥ方向分布，断裂南段沿桠溪港凹陷边缘分布，且茅山断
块呈现狭长状高异常圈闭，茅西断裂与茅东断裂沿断块两侧
分布，且茅东断裂重力等值线较茅西断裂较为密集，由此可
以判断茅东断裂倾角较大；和桥—北誨断裂（Ｆ８）重力场特
征明显，沿线性高低异常分界线展布；滁河断裂（Ｆ１７）的两
侧为ＮＥ向狭长条带状圈闭，北侧为滁全凹陷区，南侧为
巢—含隆起区，滁河断裂沿隆凹之间的重力梯级带分布；江
浦—六合断裂（Ｆ９）在１阶重力小波细节图中，南北两侧表
现为沿狭长；ＮＷ走向的重力梯度带对应着南京—湖熟断裂
（Ｆ１１）、无锡—宿迁断裂，其中南京—湖熟断裂被金坛—南
渡断裂（Ｆ７）截断，在研究区表现为两段，西北端临近江浦—
六合断裂沿宁镇隆起展布，西南端止于和桥—北誨断裂
（Ｆ８）；无锡—宿迁断裂带为区域性深大断裂，在研究区表现
为三段（Ｆ８，Ｆ９、Ｆ１０，Ｆ１５），西北端（Ｆ１５）始于宿迁，止于东台
凹陷，中间部分沿埤城断凸两侧展布，由五峰山—西来桥断
裂（Ｆ２）和丹徒—建山断裂（Ｆ１）构成，东南端止于苏州，临近
湖州—苏州断裂，在１阶小波细节图中沿串珠状圈闭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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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研究区布格重力异常小波细节场
（ａ）１小波细节图；（ｂ）２阶小波细节图；（ｃ）３阶小波细节图；（ｄ）４阶小波细节图．
Ｆｉｇ． ３　 Ｄｅｔａ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ａ）Ｄｅｔａｉｌ ｍａｐ ｏｆ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Ｄｅｔａｉ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ｃ）Ｄｅｔａｉ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Ｄｅｔａｉ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ｕｒｔｈｏｒｄ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ｗａｖｅｌｅｔ．

展布．
２阶小波细节图，重力值范围在－ ８． ５ ～ １０． ３ ｍＧａｌ，重力

异常圈闭体变大，反映了上地壳浅层岩石密度的不均匀性
（图３ｂ）．区内东西方向、ＮＥ方向、ＮＷ方向的重力高、低异
常圈闭条带依然存在，高低圈闭体相间出现，其中上党—河
阳断裂（Ｆ３）、幕府山—焦山断裂（Ｆ４）依然分布于相应的重
力梯度带之中，挟持着宁镇隆起高异常圈闭构造体；滁河断
裂（Ｆ１７）、江浦—六合断裂（Ｆ９）形成ＮＥ向狭长的条带状重
力高异常，茅山断裂带（Ｆ６）、金坛—南渡断裂（Ｆ７）形成条带
状或串珠状，挟持着直溪桥—桠溪港低异常圈闭凹陷；而作
为无锡—宿迁断裂的两条分支断裂五峰山—西来桥断裂
（Ｆ２）、丹徒—建山断裂（Ｆ１）分布与高重力圈闭的两侧；和
桥—北誨断裂（Ｆ８）沿高低重力异常圈闭过渡带展布．
３阶小波细节图中，异常圈闭区形态进一步变大，重力

值范围在－ １０． ２ ～ １０． ８ ｍＧａｌ，场源深度为１３ ～ １５ ｋｍ，反映

出中地壳岩石密度特征（图３ｃ）．丹徒—建山断裂（Ｆ１）、五峰
山—西来桥断裂（Ｆ２）、幕府山—焦山断裂（Ｆ４）、茅山断裂带
（Ｆ６）、金坛—南渡断裂（Ｆ７）、江浦—六合断裂（Ｆ９）、和桥—
北誨断裂（Ｆ８）及滁河断裂（Ｆ１７）、重力梯度条带但依然清晰
存在，说明这几条断裂深至中地壳，其中茅山断裂带（Ｆ６）表
现为一条大尺度的线性梯变带，说明茅西、茅东分支断裂在
表层分别展布，在深部已合二为一，表现为‘Ｙ’字型构造样
式．上党—河阳断裂（Ｆ３）的重力梯度带即将消失，说明该断
裂为浅层断裂，切割深度约为中上地壳．
４阶小波细节图中，重力值范围在－ ７． ８ ～ ６． １ ｍＧａｌ，异

常圈闭区增大，展示出地质体在下地壳深度岩石密度分布特
征，且保留了场源较深、规模较大地质体的密度差异特征，形
成了明显的正、负异常圈闭体（图３ｄ）．沿江凹陷、直溪桥—
桠溪港凹陷依然存在，表现为重力低异常圈闭，Ｆ５、Ｆ６、Ｆ８、
Ｆ９及Ｆ１７的舒缓波状延伸的重力梯级带依然存在，由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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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研究区莫霍面深度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ｍｏｈｏ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为切割至下地壳深度，而茅山断裂带（Ｆ６）、金坛—南渡断裂
（Ｆ７）这两条断裂向南在深度上合二为一，形成一条深大
断裂．

图５　 重力剖面模型图ＡＡ′与ＢＢ′（密度单位为ｇ ／ ｃｍ３）
Ｆｉｇ． ５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Ａ′ ａｎｄ ＢＢ′（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ｕｎｉｔ ｉｓ ｇ ／ ｃｍ３）

２． ３　 莫霍面反演
本文选用Ｐａｒｋｅｒ密度界面反演法推算对该地区的莫霍

面深度，该方法要求反演界面的平均深度值与界面上下的密
度差值，因此以深地震测深资料作为约束条件（Ｐａｒｋｅｒ，１９７３；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７４；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由于界面密度差随深度
不同而变化，导致壳幔密度差不唯一，假定地壳表层与地幔
的密度差为Δρ０，壳幔密度差指数模型为
　 Ｆ［ｈ（ｒ）］＝ － Ｆ［Δｇ］２πＧΔρ０

ｅｋｚ０ －∑∞

ｎ ＝ ２

（ｋ － ｕ）ｎ－１
ｎ！ Ｆ［ｈｎ（ｒ）］，

（１）
式中μ为变密度因子，Ｚ０ 为平均深度，Δｇ为布格重力异常，
Ｇ为万有引力常数．

表２　 地壳厚度、Ｐ波速度、密度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Ｐ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埋深 厚度（ｋｍ） ＶＰ（ｋｍ ／ ｓ） 密度（ｇ ／ ｃｍ３）
沉积层 ０． ７ ～ ４ ０． ７ ～ ４ ３． ８ ～ ５． ０ １． ９９ ～ ２． ３７

上地壳 １１ ～ １６ ９ ～ １２ ５． ７ ～ ６． １ ２． ６６ ～ ２． ６９

中地壳 ２０ ～ ２７ ９ ～ １１ ５． ９ ～ ６． ３ ２． ７５ ～ ２． ８２

下地壳 ３０ ～ ３６ １０ ～ １１ ６． １ ～ ６． ４ ２． ９５ ～ ３． ０７

上地幔顶部 — — ７． ９ ～ ８． １ ３． ３３

由密度与Ｐ波速度的经验公式ρ ＝ ０． ７７ ＋ ０． ３２ＶＰ 可得
到不同深度的地壳密度及地壳与地幔的平均密度差值为
０ ３２ ｇ ／ ｃｍ３，结果列于表２ （Ｂｅｒｔｅｕｓｓｅｎ，１９７７）．以地震测深资
料作为约束条件，取该区平均地壳厚度约为３２． ５ ｋｍ，得到
该区的最佳变密度因子为０． ０５１（姚保华等，２００７；熊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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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０９；张明辉等，２０１５；白志明等２０１６）．
由于３阶小波逼近图能够很好的消除局部异常、噪声等

影响，主要表现为区域场异常信息，且根据对数功率谱计算
其场源深度约为３２ ｋｍ，基本能反映出上地幔所引起的重力
异常特征，因此选用反演莫霍面深度图（王鑫等，２０１６）．利用
３阶小波逼近重力异常信息和Ｐａｒｋｅｒ密度界面反演法，得到
了该区域莫霍面深度（图４）．

由工作区莫霍面分布图可知（图４），莫霍面在横向上起
伏变化较小，范围在３１． ６ ～ ３３． ４ ｋｍ之间变化，整体表现为
南北低、东西高的特点，呈‘Ｘ’形状，将工作区大体上一分为
四，北、东北方向为苏北盆地，莫霍面深度较深；西南方向地
壳深度较深，对应为苏南褶皱带；东及东南方向地壳深度较
浅，对应为东南沿海．地壳由东向西方向逐渐增厚，区域莫霍
面形态与地表地形呈负关性．

大别—舟山断裂带（幕府山—焦山断裂）位于莫霍面深
度变化过渡带，造成区域莫霍面南北分异的格局，分隔苏南
地台褶皱带和苏北地凹，地壳厚度从南到北方向由３３． ４ ｋｍ
下降至３２ ｋｍ随后又上隆至３２ ～ ３３ ｋｍ，形成两侧深中间浅
的‘脊状’条带，反映出大别—舟山断裂带为深大断层，具多
期活动，成为构造边界带等特性，并影响着其两侧岩石圈的
构造运动．

无锡—宿迁断裂带沿莫霍面变化过渡带分布，在镇江地
区附近与大别舟山断裂带（幕府山焦山断裂）交汇，形成鞍
部，莫霍面深度约为３２． ５ ｋｍ，与大别—舟山断裂的共同作
用下将工作区地壳深度分割为西高东低的格局，其中东部为
东南沿海地区，在南通市东南向莫霍面深度最浅，约为３１ ～
３２ ｋｍ之间．在东南方向宣州附近莫霍面深度急剧变化，形
成莫霍面凹陷，中心深度约为３３． ４ ｋｍ．
２． ４　 地震活动性分析

本文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ｃｅｉｃ． ａｃ． ｃｎ）
收集了１９６５—２０１９年和历史地震数据，通过数据处理筛选
出ＭＳ ＞ ３的地震数目，投影到研究区内（如图１），继而进一
步分析地震活动与深部构造之间的关系．

通过分析发现，研究区内在茅山断裂—桠溪港凹陷—金
坛南渡断裂交接位置及其周边，地震活动性远远强于其他地
区，且溧阳地区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９年分别发生ＭＳ ５． ５级和ＭＳ ６
级破坏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１６ ｋｍ和１２ ｋｍ，前人通过人
工地震、电法、钻探等方法对发震断层进行多次研究，对于
７４年ＭＳ ５． ５地震的发震构造意见较为一致，对于７９年ＭＳ ６
地震发震构造至今意见并不一致，部分专家认为发震断层为
ＮＷ向的金坛—南渡断裂，还有部分认为发震断层为ＮＮＥ
向的茅山断裂，（侯康明等，２０１２；储飞等，２０１６），此外自７０
年代以来，此位置３ ＜ＭＳ≤６的地震频发，震源深度均在９ ～
１５ ｋｍ，活动性较强．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知，在中下地壳
深度，金坛—南渡断裂向西延伸与茅山断裂相接，因此该处
地震在深部上归属于一条发震构造，这也为研究发震构造提
供了一种想法．根据震地质调查资料表明，茅山断裂北延与
其他断裂斜接，在镇江—扬州一带发生过５ ～ ６级历史破坏
性地震（侯康明等，２０１２），而本文的重力数据证明，茅山断裂
北延至镇江市，与无锡—宿迁断裂相接．综上可知，茅山断
裂—桠溪港凹陷—金坛南渡断裂近代以来地震活动性较强，

发育茅山断裂带与金坛南渡断裂带两大断裂带，加之深部莫
霍面的掀斜变化，因此该地区存在中强度地震危险性的
可能．
３　 重力剖面建模

为直观清晰地研究该地区的地壳结构，本文选择沿ＮＷ
ＳＥ方向建立两条重力剖面ＡＡ′与ＢＢ′．其中沿ＨＱ１３剖面
的位置建立剖面ＡＡ′，选取在ＨＱ１３剖面与宜兴—利辛剖
面中间位置建立剖面ＢＢ′，得以较好的约束该剖面（图１）．
两条剖面横穿下杨子地块，剖面ＡＡ′（图５ａ）平行于ＨＱ１３
线，北西端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经过扬州—镇江，其东
南端延伸至苏州市阳澄湖，纵切下杨子地块主要构造单元．
ＡＡ′剖面中可见和桥—北誨断裂（Ｆ８）切穿下地壳，为区域
的深大断裂，滁河断裂（Ｆ１７）与陈家堡—小海断裂（Ｆ１５）均
切到了下地壳深度，滁河断裂（Ｆ１７）断裂两侧高低异常明
显，五峰山—西来桥断裂（Ｆ２）为无锡—宿迁断裂的中间部
分，与丹徒—建山断裂（Ｆ１）共同控制埤城断凸，无锡—宿迁
断裂是ＮＷ向一条深大断裂，截切了ＮＥ及ＮＮＥ向的断裂构
造，该断裂两侧密度差异明显．

剖面ＢＢ′（图５ｂ）平行于剖面ＡＡ′东南侧，北西端位于
滁州市嘉山县，东南端于太湖，相比于剖面ＡＡ′而言，该剖
面的断裂构造相对复杂，由西向东依次穿过工作区的滁河断
裂（Ｆ１７）、江浦—六合断裂（Ｆ９）、方山—小丹阳断裂（Ｆ５）均
下切至下地壳深度，而茅山断裂带（Ｆ６）与金坛—南渡断裂
（Ｆ７）在下地壳深度，两条断裂在深度合二为一，切穿下地壳
下部，为典型的地堑式断裂组合．和桥—北誨断裂为东南向
的深大断裂，切穿下地壳下部，中间被湖州—苏州断裂（Ｆ８）
截断，分为东西两段，断裂两侧密度差异明显．剖面的东南端
多发育上地壳至中地壳的浅层断裂．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布格重力数据，利用小波分析、功率谱计算、莫
霍面反演以及重力剖面建模等方法，针对长江下游地区地壳
结构及深部构造研究，开展了长江下游地区的主要断裂构造
的详细解译工作，确定其深部构造及空间延展，实现了不同
层次断裂构造的识别和空间定位．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长江下游地区的布格重力异常变化较为缓慢，形成
以北东向的为主重力高异常体，具有明显的分区性，与已知
较大规模的深部构造具有一致性．从小波细节图中可以发
现，与上地壳相比，密度差异在中下地壳较复杂；研究区断裂
构造较多发育至中上地壳，而茅山断裂带与金坛—南渡断裂
在中下地壳深度上合二为一，形成一条深大断裂，与无锡—
宿迁断裂带共同控制着研究区整体的地壳结构．

（２）研究区位于下杨子板块，属丘陵平原地区，隐伏断
裂较多，深部构造特征复杂，结合重力场资料对主要断裂带
进行了详细地分析，确定了研究区内１７条断裂空间展布，结
果如图１所示．其中浅层断裂表现明显的仅上党—河阳断裂
（Ｆ３），发育在上地壳至中地壳深度，形成小尺度线性的重力
梯度条带或截切、扭错其他方向的梯度带；多数断裂重力特
征明显，切割至下地壳深度，如滁河断裂、江浦—六合断裂、
方山—小丹阳断裂、南京—湖熟断裂、五峰山—西来桥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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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建山断裂、陈家堡—小海沟断裂、泰州断裂．而茅山断
裂带、和桥—北誨断裂、无锡—宿迁断裂带带切穿下地壳，为
区域内深大断裂．

（３）研究区莫霍面深度分布较为平缓，呈‘Ｘ’状，其中以
埤城断凸为中心，呈现东西浅，南北深的形态．大别—舟山断
裂带（幕府山—焦山断裂）位于莫霍面深度变化过渡带，造
成区域莫霍面南北分异的格局．

（４）茅山断裂—桠溪港凹陷—金坛南渡断裂交接位置
及其周边地区的近代以来地震活动性较强，中小地震多发．
茅山断裂带在深部向北延伸至镇江一带，受无锡—宿迁断裂
带的截断，截止于埤城附近，历史上发生过５ ～ ６级破坏性古
地震，加之深部上处于莫霍面掀斜带，因此该地区存在中强
地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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