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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腾冲地区 1∶20 万区域重力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航空磁测、人工地震、地热等资料，综合分析了腾冲地区的火山机构、
喷发机制。推测在曲石-蒲川的重力高下面存在壳内浅成高位基性岩浆房。整个火山机构包括曲石-蒲川下伏的基性岩浆房
和通过两侧龙川江断裂与腾冲-盈江断裂，
以及通过断裂喷出地表的火山岩。
关键词：腾冲火山机构；重力；航磁；地震；岩浆
中图分类号：
P631；P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552（2018）11-2112-08

Cao T, Dai D L, Song X F, Xiao G Q, Fu Y P, Liu W W. Synthetical geophysical interpretation of volcanic edifice in
Tengchong,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8, 37(11):2112-2119
Abstract: Based on 1∶200000 regional gravity survey data obtained in Tengchong area, in combination with aeromagnetic survey, arti⁃
ficial earthquake and geothermal data, the author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volcanic edifice and its eruption mechanism in
Tengchong area. It is inferred that there is a shallowly formed high-attitude basic magma chamber in the crust below the gravity height
of Qushi-Puchuan. The whole volcanic edifice includes the underlying basic magma chamber in Qushi-Puchuan area, the Longchuan
River fault and Tengchong-Yingjiang fault through both sides, and volcanic rock ejected from the surface through the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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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境内的火山群东西宽 50km，南北长
90km，区 内 共 有 68 座 具 较 明 显 山 体 的 火 山（图
1）。其中火山机构保存完整（有火山口、火山锥）

1

地质特征
腾冲火山区火山口主要沿马站—腾冲一线呈

的有 25 座，火山锥火山口不明显的有 18 座，其余

南北向线状展布（图 1），在芒棒—五合一带也出现

25 座火山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但仍见火山山体 。

了火山口。伴随火山口出现的是大面积的火山岩，

除固东北部几座外，其余全在本次区域重力调查

从新近系芒棒组上部的玄武岩，到第四系更新统、

区内。火山区的热泉、温泉、地热资源如何分布，

全新统的玄武岩、安山玄武岩、安山岩、安山英安

火山有没有可能再次喷发而造成灾害，这些问题

岩、英安岩。这些火山岩全具有磁性（表 1），密度为

因扰着众多研究者，因此有必要对腾冲火山区与

3
2.12×103~2.57×103g/cm（表
2），由于这些火山岩普

重力场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火山的喷发机制进

遍具有气孔，所以密度均较低。

[1]

行探索。

马站-腾冲及龙川江新生界之间主要为燕山期

笔者以腾冲地区 1∶20 万区域重力调查资料为

花岗岩。龙川江的东侧主要为元古宇高黎贡山群

主，结合其他物探方法（航空磁测、地震等）、地质资

深变质岩，但主要岩性为片麻状花岗岩。花岗岩密

料等综合分析了腾冲地区的火山机构、喷发机制。

3
度为 2.61×103g/cm（表
2），
磁性为弱磁性（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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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腾冲火山区地质图
Fig. 1 Geological map of Tengchong volcanic field

2

负异常较平缓，甚至出现了正异常。新华乡处似

重力场特征及解释

被正异常割断，然后是负异常。总体上，从马站-

剩余重力异常（图 2-a）清楚地显示，火山区中

腾冲-蚂蝗塘仍为较连续的负异常。东侧皆为负

部为一条南北向的重力正异常，东西宽约 10km，南

异常，北段与高黎贡山重力低合为一体，南段芒

北从蒲川-曲石长约 60km，
剩余异常幅值 2×10 m/s

2

棒-团田形成自行封闭的负异常，异常中心位于

以上，异常中心位于打苴乡-勐连乡的东侧，最高值

五合-龙江，负异常幅值达-9×10-5m/s2 。东侧负

达到 8×10 m/s 。西侧北段为马站-腾冲重力负异

异常总体与高黎贡山负异常合为一体，同时在高

常，负异常幅值较大，异常东侧还有一正异常，负异

黎贡山负异常的背景上形成几处圈闭的负异

常两侧等值线密集，梯度变化剧烈，异常中心位于

常。曲石-蒲川正异常最大值与两侧负异常最小

棕包园，最小值达到-13×10 m/s 。中段清水一带，

值差值达 21×10-5m/s2。

-5

-5

2

-5

2

2114

2018 年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地 质 通 报

表 1 腾冲火山区主要岩（矿）石标本岩性磁参数测定统计成果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agnetic parameters of
main rocks (ores) in Tengchong volcanic field
地层

磁化率(K)/10-6×4π· SI

岩性

代号
Q41b
Q42b
Q32b

剩磁/(10-3A· m-1)

磁性

含量范围

平均值

玄武岩

510.24~2498.31

1529.62

2731.54~13409.25 7798.28 强磁性

含量范围

平均值

安山岩

520.13~1745.71

967.04

1395.68~5796.15 3693.69

磁性

安山玄武岩

347.33~2670.33

1148.70

609.19~6218.05

3441.18

磁性

玄武岩

1257.78~1526.77

1392.27

961.19~1184.04

1072.61

磁性

Q31b

玄武岩

256.61~2394.81

1034.48

548.61~33955

1859.84

磁性

Q

英安岩

595.01~3362.25

1199.82

583.07~4643.63

1904.65

磁性

玄武岩

386.00~3003.10

1421.64

1035.62~8413.83 2620.06

磁性

粒玄岩

1246.27~2553.19

2039.60

574.29~11463.56 5755.39

磁性

混合岩化片麻岩

50.11~716.45

195.45

30.07~337.11

87.99

弱磁

片麻岩

68.51~2668.79

573.71

34.15~2644

286.48

弱磁

12.02~119.55

50.64

22.76~70.21

43.76

微磁性

b
1

N 2m 2
∈？

Pz1gl2

Pz1g 片麻岩(混合岩化)

通过该区的水平总梯度模重力异常图（图 2-

由新生界引起。重力高对应的地层主要为燕山期花

b），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该区的梯度变化情况，
曲石-蒲

岗岩，
花岗岩本身密度较低，
虽然相对于两侧的新生

川重力高东西两侧皆形成了剧烈的梯级带，
西侧主要

界密度较高，
但两侧的新生界厚度并不大，
且相对于

出现在北段，
梯度变化普遍高于3×10 m/（s ·km ），
最

龙川江东侧的元古宇没有密度差，
但异常性质相反，

高值达到5×10 m/（s ·km ）。东侧从南到北都出现了

曲石-蒲川为重力高，
高黎贡山为重力低，
说明曲石-

梯度异常，
只是北段变化稍弱，
但变化值高于 1.5×10

蒲川重力高的下伏还应存在密度更高的物质，
推测可

-5

-5

2

2

-1

-1

-5

m/（s · km ），
南段变化较大，
普遍高于 2×10 m/（s ·
2

-1

-5

2

km ），
最高值达到 4.75×10 m/（s · km ）。在马站-1

-5

2

-1

腾冲还有一梯级带，变化值普遍高于 2×10- 5m/（s2 ·

能存在基性-超基性岩。

3

腾冲火山区航磁ΔT（图 3-a）主要为正磁异常背

km-1），
最高值达到4.5×10-5m/（s2· km-1），
但梯级带延
伸不长。

航磁异常特征及解释

景，负异常主要出现在东北，区内形成规模较大的

重力低所对应的地层是新生界火山岩及松散沉

磁异常，马站-清水磁异常形如掌状，呈北北东向展

积，
据物性统计，
新生界密度较低，
因此，
重力低主要

布，幅值达到 200nT，清水一带，异常向东南扭转呈

表 2 腾冲地区主要地层密度参数
Table 2 Rock density parameters of main strata in Tengchong area
地层

代号 标本数/块 平均密度值/(g· cm-3)
Qhal

75

1.69

Qha

30

2.12

Qh
第四系

αβ

Qh

60

2.26

pl

25

1.84

β

30

2.48

Qp
Qp

地层
新近系

二叠系

泥盆系

5

1.94

梅家山岩群

Qpα

20

2.5

高黎贡

Qpξ

25

2.57

山岩群

al

代号 标本数/块 平均密度值/(g· cm-3)
N2m

115

1.88

P2dd

70

2.65

Pk

35

2.53

P 1b

15

2.5

D1g

60

2.62

λ

20

2.65

165

2.61

Pt3e

Pt1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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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腾冲火山区重力异常图
Fig. 2 Gravity anomaly map of Tengchong volcanic field
a—腾冲火山区剩余重力异常图；b—腾冲火山区水平总梯度模重力异常图

南北向，并向南延伸至新华。另一异常呈南北向长

岩。唯一的解释是曲石-蒲川的花岗岩下伏存在磁

条带状展布，从上营北一直延伸到蒲川，幅值也达

性物质，推测可能是基性-超基性岩。

到了 200nT。打苴乡—蒲川有一狭长低值带，似将
两异常分开。化极后，异常向北移动，腾冲磁异常
移至马站—腾冲，形如脚掌，北宽南窄。东边的磁

4

人工地震结果
1999 年云南省地震局在腾冲地区实施了“腾深

异常仍为长条带状，只是向北移动了。上延 10km

99 人工地震测深工程”，纵测线南起潞西县中山乡，

后（图 3-b），
两异常合为一体。

经潞西、龙陵、腾冲县团田、腾冲县城、固东、明光等

磁异常对应的地层主要为新生界火山岩，据物

地，至自治乡，全长 178km。测线处北向南穿过大团

性统计，这些火山岩均具有磁性，无疑磁异常是由

山、小团山、大黑山、小黑山、大空山、小空山等多座

新生代喷出地表的火山岩引起的。但曲石-蒲川虽

火山。第一条横测线西起盈江的新城，经梁河、囊

呈一条狭长的低值带，上延后两侧的异常合为一

宋，向东经上营，至怒江边上的道街，全长约 85km。

体，况且上营-团田磁异常与沿龙川江出露的芒棒

第二条横测线从西端的猴桥，经古永、三联、曲石，

组并不对应，而是偏向西，且芒棒并不全是玄武

至大坝，全长约 50km（图 4）。以此为基础，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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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腾冲火山区航磁异常图
Fig. 3 Aeromagnetic anomaly map of Tengchong volcanic field
a—ΔT 航磁异常图；b—ΔT 化极上延航磁异常图

地震局进行了三维速度结构反演，图 4 为三维速度

低速低，与重力高及磁异常的位置基本一致，所以

截面图。资料显示在深度 4~10km，位于团田与腾冲

高密度、高磁化强度的物质同时还具有低速的特

[1-2]

之间、热海东侧有一低速体，
推测为岩浆囊

5

。

综合推断解释
在清水-芒棒图横切一条重磁剖面进行反演，

性，那么满足这 3 个物理性质的物质只有基性岩
浆。仔细比对地震新城-道街剖面及中山-自治
剖面，低速体的位置与重力高磁异常基本一致。中
山—自治地震剖面腾冲以北没有低速异常是因为

从反演结果（图 5）可知，重力低同时具有高磁化强

腾冲以北剖面没有在重力高里面，而腾冲—团田段

度的异常由第四系火山岩引起，因为第四系火山岩

刚好穿过重力高，打破了以前关于岩浆囊是在火山

磁化率较高，而且该区火山岩气孔较发育，所以密

热海下面的认识。从新城-自治剖面看，结果也一

度较低。高密度同时具有高磁化强度，经反演，由

样，低速体并不在热海下方，而是在东侧，与重力高

下伏基性岩引起。因该剖面与地震新城—道街剖

的位置重合。由此推测，在曲石-蒲川的重力高下

面基本重合，剖面显示热海东侧下伏 4~10km 有一

面存在基性岩浆。整个火山机构包括马曲石-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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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震剖面及速度结构图（据参考文献[2]修改）
（六角星为爆破点，三角星为接收点，叉为速度模型节点）

Fig. 4 Seismic profile and velocity structure

下覆的基性岩浆和通过两侧龙川江断裂与腾冲-盈
江断裂喷出地表的火山岩。幔源挥发分释放强度
空间分布（图 6）与相对地热梯度平面分布（图 7）反
映的位置也与重力高基本一致。

6

结

论

低密度的花岗岩上产生了重力高，预示着下伏
可能存在高密度的物质，高磁指示下伏的物质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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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腾冲火山区重磁反演推断剖面
Fig. 5 Gravity and magnetic inversion inferred profile in Tengchong volcanic field

图 6 腾冲火山岩区幔源挥发分释放强度空间分布[3]
（绿色实心方块为表 3 和图 3 中提到的泉点（Ⅰ—迭水河；
Ⅱ—和顺北；
Ⅲ—大滚锅；
Ⅳ—石强；
Ⅴ—新华硝塘）；
红色大圆为腾冲火山分布范围，半径 55km；
紫色圆角矩形为腾冲火山岩区软流圈上涌范围）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tle-derived volatile release intensity in Tengchong volcanic field
a—原始 3He/4He 值空间分布，标注单位 Ra（Ra 为空气的 3He/4He 值，1Ra=1.40×10-6）；b—氦的幔源百分空间分布（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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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腾冲火山区相对地热梯度平面分布[4]
（地热梯度单位为℃）

Fig. 7 Relative geothermal gradient plane distribution in Tengchong volcanic field

是基性的，而低速的特征说明该物质是塑性或流体

编）项目物探专题的部分成果，工作过程中得到项

的。综合高密度、强磁性、低速的特征，推断该物质

目组全体人员的支持；云南省地质调查院李静总工

为还未固结的基性岩浆。通过重力高的范围和位

程师对本文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对稿件进行

置，以及幔源挥发分释放强度空间分布与相对地热

了初审，在此一并致谢。

梯度平面分布，基本可以确定腾冲火山下伏岩浆房
的位置在曲石-蒲川重力高的下面。通过人工地震
确定岩浆房的深度为 4~10km，有再次喷发的可能，
所以要做好监测与防范。通过重力梯级带可确定
腾冲火山区下伏岩浆主要通过龙川江断裂与腾冲盈江断裂喷出地表，因此可通过区域重力划定的断
裂来寻找地热资源加以利用。
致谢：本文是《云南省区域地质志》
（第二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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