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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壳上地幔构造看大陆碰撞带岩石圈的克拉通化

杨文采，于常青
“大地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内容提要：本篇讨论超级大陆汇聚后逐渐变为克拉通或扩大克拉通的作用过程，即指经及大陆碰撞地体汇聚后

新形成的大陆块逐渐转变为刚性克拉通的作用过程。增生大陆岩石圈的克拉通化的作用后果，包括大陆地壳密度

的增加，岩石圈地幔的增厚和大地热流值的下降，使大陆岩石圈逐渐刚性强化。大陆碰撞后形成的大陆块必须经过

克拉通化的过程，才能逐渐成为刚性克拉通。作用过程主要包括：① 上地壳沉积碎屑岩石结晶岩化和中地壳岩石角
闪岩化；② 下地壳岩石基性化；③ 大陆碰撞带下凹莫霍面的磨平；④ 岩石圈地幔底侵加厚形成陆根。从大陆碰撞
带转变为克拉通的过程也是岩石圈地幔不断增厚而地壳缓慢变硬变冷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以下作用：区域变质

作用，交代作用和岩石圈幔源岩浆的底侵。这个过程时间尺度比碰撞造山作用大一个级次。长期的底侵作用使地

壳岩石密度和强度不断加大，改变岩层的矿物成分和局部结构。当大陆岩石圈克拉通化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下方

软流圈的热能供应逐渐减缓，使岩石圈地温梯度缓慢下降，最终结果会形成大陆根。由于显生宙大陆碰撞带岩石圈

强度弱，大陆碰撞时更容易造成岩石圈变形，因此大陆碰撞的板内效应主要发生在大陆内的显生宙碰撞带。显生宙

大陆碰撞带如果再次受到大陆碰撞板内效应的作用，其克拉通化的过程必然会推迟。

关键词：大陆板块；显生宙大陆碰撞带；克拉通化；变质作用；交代作用；岩浆底侵作用；大陆根；板内效应

１　导言
上三篇评述中讨论了从洋陆转换到大陆碰撞作

用的过程及其类型，这两种作用使岩石圈实现了大

陆岩石圈板块体积上的增加（杨文采、宋海斌，

２０１４；杨文采，于长青，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板块构造学
认为，地球岩石圈由若干个具刚性的板块组成，所谓

的古板块的主体就是现今保存在大陆上的克拉通地

体，它们包含有早元古代形成的陆核和克拉通化的

大陆碰撞带。由于典型的大陆岩石圈构造单元为克

拉通地体，显生宙大陆碰撞带内增生的岩石圈还需

要经过克拉通化的作用过程，才能使岩石圈刚性提

高，成为典型的大陆岩石圈。本篇评述将聚焦于各

种岩石圈地质作用对显生宙大陆碰撞带岩石圈的改

造，即大陆汇聚后新增生的大陆变为克拉通岩石圈

使全球克拉通逐渐扩大的作用过程，这个过程乃是

大陆增生的最后阶段。

地球演化总趋势为大洋生岛、由岛扩陆、大陆增

生、大洋消减。从地壳演化史来看，最早的大陆岩石

出现在大约４０Ｇａ前，这时地球表面为玄武质的＂
岩浆洋＂所覆盖，具有花岗质的上地壳岩石虽然出
现，但这种古老的花岗质岩石只代表大洋中的若干

个孤岛。此后，由于岩浆分异作用，花岗质岩石岛屿

逐渐增多，它们相互作用拼合成为太古宙陆核。太

古代之后陆核又通过碰撞拼合陆核和花岗质岩石岛

屿，逐渐扩大而形成大陆。现今，陆核形成作用成为

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关键。由于形成年代久远，遗

留的证据很少，地球早期克拉通化研究还需长时间

资料的积累。相比之下，由于形成年代不大久远，岩

石圈中遗留的证据较多，元古代以后增生大陆克拉

通化的研究可能较易突破。元古宙及以后北半球增

生的大陆大致位置示如图１ａ。其中显生宙增生大
陆主要在中亚的古亚洲洋碰撞带和北美洲阿拉斯

加—科迪勒拉俯冲造山带。元古代重要大陆增生期

（１９～１６Ｇａ）的增生大陆主要分布在中国山西、北
美洲中部和西北欧。图１ｂ为北美洲大陆岩石年龄
分带示意图，表明北美大陆是由加拿大地盾为陆核

向外逐渐增长的，常被人用作大陆增生的例证



（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Ｐａｋｉｓ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
１９８９；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ＷａｒｄｌｅａｎｄＨａｌｌ，
２００２）。

图１（ａ）显生宙增生大陆大致位置示意图，红色为显生宙增生大陆，蓝色为中元古代１９～１６Ｇａ北半球增生大陆；
（ｂ）北美洲大陆岩石年龄分带示意图，表明北美大陆是由加拿大地盾向外逐渐增长的

Ｆｉｇ．１（ａ）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ｒｅｄ）ａｎｄ１９～１６Ｇａ（ｂｌｕｅ）
（ｂ）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ｏｃｋａｇ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全球陆壳生成年龄见图２。由图可见，深黑色
和网眼充填区域为大陆核和太古宙克拉通，北美洲

和非洲南部是克拉通陆核集中分布区；中元古代

（１９～１６Ｇａ）北半球增生的大陆广泛分布，而红色
区新元古代（１３Ｇａ～５３０Ｍａ）增生的大陆主要分布
在南半球冈瓦纳大陆区。根据古地磁测定结果可知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１９９２），中国西部和华南大
部分陆块在新元古代处在南半球冈瓦纳大陆东北

缘，因此晚元古代登陆的洋陆转换带在中国西部和

华南也广泛分布。亚洲的显生宙大陆增生的区域主

要分布在古亚洲洋碰撞带和亚欧板块南部古特提斯

和特提斯碰撞带。

大陆是如何增生的？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大陆

增生指的是大陆克拉通岩石圈结构的形成和体积的

增加。从化学的角度看，大陆增生指的是大陆花岗

质地壳成分相对大洋地壳的增加，即大洋物质或地

幔物质向大陆成分的地壳物质的转化。大陆成分以

富硅花岗闪长岩类为主，大洋以富钙、镁（玄武质）

岩石为主。表１为大陆和大洋地壳成分的体积含量
（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９５）。大陆增生作用的化
学问题是地壳中硅与钾如何增加，而钙、镁与铁锰又

如何减少的。大陆成分的物质运动并汇聚成为相当

规模的岩石圈层，涉及一系列大地构造作用。除上

三篇评述中已经讨论的洋陆转换和大陆碰撞之外，

还包括大陆汇聚后新增生的大陆碰撞带岩石圈变为

克拉通岩石圈，从而使全球克拉通逐渐扩大的作用

过程。

２　增生大陆岩石圈的克拉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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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全球陆壳生成年龄略图；深黑色为大陆核，红色为新元古代新生陆壳
Ｆｉｇ．２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ｏｃｋａｇｅｓ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ｂｌａｃｋｓｈｏｗｓ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ｏｒｅｓ，

ｒｅｄｓｈｏｗｓ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本节讨论增生大陆碰撞带岩石圈的克拉通化的
作用，包括大陆地壳密度的增加，岩石圈地幔的增厚

和大地热流值的下降，使大陆岩石圈刚性强化的作

用过程。反之，增生大陆岩石圈的去克拉通化就是

大陆岩石圈刚性弱化，最典型的就是大陆裂谷作用，

具体内容将在下篇评述中讨论。

表１大陆和大洋地壳成分的体积含量
Ｔａｂｌｅ１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

成分 大陆（％） 大洋（％）

ＳｉＯ２ ５７．３ ４９．５
ＴｉＯ２ ０．９ １．５
Ａｌ２Ｏ３ １５．９ １６．０
ＦｅＯ ９．１ １０．５
ＭｇＯ ５．３ ７．７
ＣａＯ ７．４ １１．３
Ｎａ２Ｏ ３．１ ２．８
Ｋ２Ｏ １．１ ０．１５

经典大地构造学最早把大陆分为地台和地槽，

后来演化为克拉通和造山带两大构造单元，其中克

拉通指大陆上含有陆核的稳定的大地构造单元，造

山带指构造活动区。这种划分不仅过于粗略，而且

没有包含构造活动时代信息 （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Ｄｕｒｒｈｅｉｍ 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１；ＭｏｏｒｅｓａｎｄＴｗｉｓｓ，

１９９５；杨文采，１９９８，２００９；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ＷａｒｄｌｅａｎｄＨａｌｌ，２００２；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Ｆｏｗｌｅｒ，
２００５；ＬｅｅｄｅｒａｎｄＰｅｒｅｚＡｒｌｕｃｅａ，２００６）。后来不少
学者试图把大陆构造分区细化，例如：王鸿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将克拉通构造单元按形成年代细分为
三个级别：陆核形成于太古宙（＞２８００Ｍａ），原地台
形成于新太古代与古元古代（＞１８００Ｍａ），地台形成
于中新元古代（＞８００Ｍａ）。陈国达（１９７７）注意到大
陆内部不仅有克拉通化的作用，还有与此相反的

“活化”作用，提出了大陆活化区的概念。笔者趋向

于根据大陆克拉通化的程度和形成年代将大陆构造

单元分为四类：克拉通，元古宙构造活动区，显生宙

大陆增生带和显生宙大陆裂陷省。克拉通仍指大陆

上含有陆核的稳定的大地构造单元，陆核形成于太

古宙。元古宙构造活动带形成于元古宙，属于尚未

完全成熟的克拉通，包括元古宙登陆的洋陆转换带、

大陆碰撞造山带和大陆裂谷带。显生宙大陆增生带

包括未克拉通化但已登陆的洋陆转换带、大陆碰撞

带和安第斯型俯冲造山带；岩石圈以挤压应力作用

下地壳增厚为特征。显生宙大陆裂陷省指去克拉通

化的大陆裂谷带，以拉伸应力作用下地壳减薄为特

征。根据克拉通化的程度和形成年代对大陆构造单

元的划分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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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根据克拉通化的程度和形成年代对大陆构造单元的划分
Ｔａｂｌｅ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ｃｒａｔ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ｓ．

经典大地构造学名称 大陆构造单元名称 形成年代 构造单元属性 克拉通化的程度

克拉通
克拉通 〉２５Ｇａ 大陆核 成熟克拉通

元古宙构造活动区 ２．５Ｇａ～７５０Ｍａ 元古宙构造活动带，包括造山带和大陆裂谷 不够成熟的克拉通

造山带 显生宙大陆增生带 ７５～０Ｍａ
已登陆的洋陆转换带、大陆碰撞带和

安第斯型造山带；以地壳增厚为特征
未克拉通化

活化区 显生宙大陆裂陷省 ７５０～０Ｍａ 大陆裂谷、盆岭省；以地壳减薄为特征 去克拉通化

图３（ａ）中国岩石圈等效粘滞系数分布图，深度４０ｋｍ；（ｂ）岩石圈等效粘滞系数分布图，深度８０ｋｍ
（来源：孙立军等，２０１３）；（ｃ）青藏高原中地壳密度扰动图，深度约为３８ｋｍ，色标单位为：ｍｇ／ｃｍ３

Ｆｉｇ．３（ａ）、（ｂ）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ｔｄｅｐｔｈ
ｏｆ４０ｋｍ（ｌｅｆｔ）ａｎｄ８０ｋｍ（ｒ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ｎＬ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ｃ）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ｆ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ａｎ）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ｔｄｅｐｔｈｏｆ３８ｋｍ，ｕｎｉｔｉｎｃｏｌｏｒｉｓｍｇ／ｃｍ３

　　克拉通作为古老而且稳定的大陆构造单元，具
有以下三个特点：① 岩石圈地幔的厚度大，典型者
在１００ｋｍ以上。因为大陆岩石圈地幔最坚硬，所以

克拉通刚性强、构造稳定；② 克拉通地壳经过长期
的岩浆底侵和变质作用，物质分异比较彻底，上地壳

和下地壳层密度加大，而中地壳层减薄、活动特征减

４２７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弱；③ 非大陆裂谷区的克拉通岩石圈地热流密度减
小，一般在３０～６０ｍＷ／ｍ２范围内。典型者如塔里
木盆地，最低为２５ｍＷ／ｍ２。大陆碰撞后形成的大陆
岩石圈是非常不均匀的，必须经过克拉通化的过程，

才能逐渐成为成熟的克拉通。从大陆碰撞带转变为

克拉通的过程也是岩石圈地幔不断增厚而地壳缓慢

变硬变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时间尺

度约１０Ｇａ，比碰撞造山作用时间大一个级次左右，
下面看青藏高原和华北克拉通的例子。

图３ａ、ｂ为中国岩石圈等效粘滞系数分布图
（孙立军等，２０１３），深度４０ｋｍ主要反映下地壳的强
度；深度８０ｋｍ等效粘滞系数分布主要反映岩石圈
地幔的强度。由图可见青藏高原岩石圈的粘滞系数

（强度）比克拉通地区低两个级次左右。可见青藏

高原作为显生宙洋—陆转换带加中—新生代大陆碰

撞带，具有尚未克拉通化的大陆岩石圈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许志琴等，１９９７；肖序常等，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杨文采，２００９）。图３ｃ为青藏高原密度扰动图，深度
４０ｋｍ主要反映中地壳的物质密度和强度，资料的取
得与反演方法见侯遵泽，杨文采等（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文献。对比图３ａ和图３ｃ可见，青藏高
原大陆岩石圈不但粘滞系数低，而且中地壳的密度

也比克拉通地区低一些，这是未克拉通化的标志。

对比已经克拉通化的华北克拉通和尚未克拉通

化的青藏高原大陆岩石圈结构，对于研究克拉通化

作用过程有益。华北克拉通是中国最古老的克拉

通，冀东迁西群和辽宁鞍山群有３８～４Ｇａ的同位
素年龄数据（池际尚，１９８８；伍家善等，１９９８；李四光，
孙殿卿等，１９９９；任纪舜等．１９９２；杨文采，２００９；翟
明国，２０１２）。约２５Ｇａ前的阜平运动，２３Ｇａ前的
五台运动和１８Ｇａ前的中条（吕梁）运动分别形成
了克拉通基底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山西太行山—

吕梁山这部分乃是古元古代构造活动带，克拉通基

底约形成在１６００Ｍａ。图４ａ为华北克拉通中地壳密
度扰动图，深度约为１７ｋｍ。图４ｂ为华北克拉通大
地构造略图，图４ｃ太行山—吕梁山古元古代活动带
演化模式（翟明国，２０１２）。

图４ｂ、ｃ表明，太行山—吕梁山构造活动带属于
古元古代的大陆增生区，而且还发育过大陆裂谷作

用。华北克拉通中元古代以来的沉积盖层都未经变

质。古生代是华北克拉通最稳定的时期，寒武纪—

中奥陶世主要为从南向北超覆的浅海相碳酸盐岩沉

积，晚奥陶世—早石炭世地台整体抬升、沉积缺失，

中石炭世—中三叠世为一套从滨海沼泽相和陆相煤

系沉积到红层的碎屑岩系。晚三叠世开始华北克拉

通解体，大致以太行山为界，其东部受伊佐奈畸大洋

板块俯冲的影响，晚中生代时有强烈的火山喷发和

幔源岩浆活动，地层发生褶皱并伴有逆冲推覆构造。

西部的鄂尔多斯地区仍保持稳定状态，中生代的湖

相地层至今仍保持近水平产状。中生代末华北东部

转化为伸展拉张环境，渤海、华北平原等盆地就是这

时形成的。

由图４ａ可见，华北克拉通中地壳密度扰动幅度
为３５ｍｇ／ｃｍ３。在华北克拉通中部山西太行山—吕
梁山部分中地壳密度比东西两侧都低，它的位置正

好与古元古代地壳活动带对应（图４ｂ）。低密度带
说明在古元古代的构造活动带尚未完全克拉通化，

在１６００Ｍａ形成的克拉通基底的根还不够致密。由
此可见，即使是元古宙的构造活动带，它的地壳也还

没有致密到典型克拉通的程度，克拉通化的确是一

个长期和缓慢的大地构造作用过程。华北克拉通

（图４ａ）与青藏高原（图３ｃ）对比可见，整个青藏高
原的中地壳的密度都比较低，扰动幅度大，为

１２５ｍｇ／ｃｍ３。说明新生代大陆碰撞带结构远不如克
拉通致密。克拉通化的含义之一就是使新生的大陆

变得像典型克拉通那样致密。

对比了地壳密度结构之后，再来了解大陆克拉

通化前后岩石圈地震速度结构有那些差别。典型大

陆构造单元地震 Ｐ波速度柱状图对比见图５（杨文
采等，１９８９，２０１１）。由此可见，新生的碰撞造山带
和典型克拉通地震速度结构的差别是巨大的：① 碰
撞造山带的地壳厚度比克拉通大很多，尤其在上中

地壳。青藏高原上地壳厚度比加拿大地盾地壳厚度

还大；② 碰撞造山带的上中地壳含有低速层，说明
它比较稀松，不如克拉通那么致密；③ 碰撞造山带
的下地壳波速比克拉通下地壳高，有时可达７３ｋｍ／
ｓ，暗示它可能含有仰冲海洋板块残骸，或者有地幔
物质上涌，即发生岩浆底侵；④ 克拉通岩石圈地幔
厚度比地壳厚度大很多，一般都在２倍以上。碰撞
造山带的岩石圈地幔厚度通常不比地壳厚度大，因

此克拉通岩石圈总厚度比碰撞造山带的岩石圈厚度

大。

地球探测资料还表明，从碰撞造山带转变为克

拉通，岩石圈的厚度有可能经历从厚变薄，然后又从

薄变厚的复杂过程。现今青藏高原处于碰撞晚期作

用阶段，图６是青藏高原北部地震 Ｐ波速度扰动剖
面图，负速度扰动表明存在软流圈上拱和岩石圈变

薄。这一点也从青藏高原大地电磁法的电阻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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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ａ）华北克拉通中地壳密度扰动图，深度约为１７ｋｍ，色标单位为：ｍｇ／ｃｍ３；（ｂ）华北克拉通大地构造略图；
（ｃ）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活动带演化模式，引自翟明国（２０１３）

Ｆｉｇ．４（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ｔｄｅｐｔｈｏｆ１７ｋｍ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
（ｂ）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ａｃｔｉｖｅｂｅｌｔｓ；

（ｃ）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ｅｌｔｓ（ｓｏｕｒｃｅ：ＺｈａｉＭｉｎｇｇｕｏ，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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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全球大陆典型构造单元地震Ｐ波速度柱状对比图，速度单位为ｋｍ／ｓ
Ｆｉｇ．５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ｍｏｎｇ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ｅｓ

图上得到证明，即青藏高原中部地壳下方存在低阻

异常区。图７为过青藏高原北部大地电磁电阻率剖
面图，色标表示电阻率，单位为 １０３Ω·ｍ。拉萨—

图６青藏高原北部地震Ｐ波速度扰动剖面图（引自许志琴等，１９９７）
Ｆｉｇ．６ＡＰｗａ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ｆｔｅｒＸｕＺｈ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冈底斯地体的下地壳和上地幔，处于大地电磁法低

阻异常区，推测是为地幔岩浆底侵使

地温升高所致，地幔岩浆底侵常与软

流圈上拱有关，低阻异常区深达

３００ｋｍ。
根据上述地球探测资料，从碰撞

造山带转变为克拉通的复杂过程可以

用图８说明。图８ａ为从碰撞造山带到
克拉通岩石圈结构变化示意图（Ｋｉｒｂｙ
ａｎｄＫｒｏｎｅｎｂｅｇｒ，１９８７）。新碰撞造山
带岩石圈厚度较大，岩石圈地幔厚度

和地壳厚度差不多。后碰撞造山带岩

石圈厚度明显减少，地壳厚度也明显

减少。克拉通化之后，岩石圈地幔厚

度增长１～２倍，而地壳厚度不增大或
者只有略微增长（图 ８ｂ）。碰撞造山
带水平挤压力很强，岩石圈下部垂直

地应力主要为重力和固体弹性力，作

用方向向下。克拉通岩石圈下部垂直

地应力主要为来自软流圈流体的浮力

和热力，作用方向向上。

大地热流密度调查资料表明，大

陆上裂谷带地热流密度最大，在８０～
１２０ｍＷ／ｍ２范围内。新碰撞造山带地
热流密度较大，在６０～８０ｍＷ／ｍ２范围
内，岩石圈地幔厚度和地壳厚度差不

多。克拉通化之后，岩石圈地热流密

度减小，在３０～６０ｍＷ／ｍ２范围内。因
此，从碰撞造山带转变为克拉通的过

程也是地壳缓慢变冷的过程。地壳变

冷后岩石圈强度增加，可以用图８ｃ说
明。如图可知，岩石圈变冷后流变性

减弱，强度增加，中地壳和岩石圈地幔

加厚。由此可见，克拉通化的前阶段

可能是岩石圈逐渐变热，后阶段应该

是岩石圈逐渐变冷。

未经克拉通化的大陆岩石圈因为

刚性差而易受变形。因此显生宙大陆

碰撞带位于现今岩石圈变形区。图９
为现今全球大陆岩石圈变形区分类与

位置图，红色为大陆挤压变形区，紫色

为大陆拉伸变形区，白色箭头示地应

力方向与强度级别。对比图２与图９可见，现今显
生宙大陆增生带位于现今大陆岩石圈变形区。

根据现今大陆动力学的研究可以认为，显生宙

大陆碰撞带克拉通化逐渐转变为刚性克拉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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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过青藏高原大地电磁电阻率剖面图，色标表示电阻率，１０３Ω·ｍ（据魏文博，２００９）
Ｆｉｇ．７Ａ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ｆｔｅｒＷｅｉＷｅｎｂｏ，２００９）

图８从碰撞造山带到克拉通岩石圈结构变化示意图：（ａ）碰撞造山带到克拉通岩石圈剖
面变化，单箭头为垂直地应力作用方向，双箭头示水平挤压力；（ｂ）碰撞造山带到克拉通
岩石圈结构变化柱状图；（ｃ）从热到冷的克拉通岩石圈强度变化示意图（引自 Ｋｉｒｂｙａｎｄ
Ｋｒｏｎｅｎｂｅｇ，１９８７）
Ｆｉｇ．８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ｂｅｌｔｔｏａｃｒａｔｏｎ：（ａ）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ｂ）ｌｉｔｈｏｃｏｌｕｍ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ｈｏｔｔｏｃｏｌ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ＫｉｒｂｙａｎｄＫｒｏｎｅｎｂｅｇｒ，１９８７）

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

（１）区域变质作用———
上地壳沉积碎屑岩岩石重结

晶为坚硬的结晶岩石；

（２）岩石圈逐渐变热，
下地壳岩石基性化，主要为

麻粒岩化 ；

（３）大陆碰撞带下凹地
壳的橄榄岩化和莫霍面的磨

平；

（４）岩石圈地热流密度
减小，逐渐变冷；

（５）岩石圈地幔加厚和
陆根的形成。

岩石圈克拉通化主要包

括区域变质作用和交代作

用，岩石圈地幔岩浆的底侵

和软流圈流体的侵入作用。

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３　克拉通化作用
　　由大陆动力学的研究
（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Ｄｕｒｒｈｅｉｍａｎｄ
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１；Ｍｏｏｒｅｓａｎｄ
Ｔｗｉｓｓ，１９９５；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 Ｗａｒ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ａｌｌ，
２００２；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可知，
以下三种作用可造成岩石圈

的克拉通化：区域变质作用、

交代作用和岩石圈幔源岩浆

８２７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图９现今全球大陆和海洋岩石圈变形区分类与位置，红色为大陆挤压变形区，
紫色为大陆拉伸变形区，白色箭头示地应力方向与强度级别

Ｆｉｇ．９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ｒｅｄｓｈｏｗｓ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ｅａｓ，
ｐｕｒｐｌｅｓｈｏｗｓ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的底侵。变质作用和交代作用在地质学中早有详细

图１０变质相随时间和深度的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ｒｏｃｋ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ａｎｄｄｅｐｔｈ

的描述，其实交代作用也常被视为变质作用的一种。

变质作用主要指岩石在较高温度、压力的作用

下矿物重结晶，相转变或变成新矿物，岩石不发

生部分熔融，物质化学成分不改变。交代作用

主要指岩石在较高温度、压力的作用下其中有

的矿物不仅发生重结晶、相转变或变成新矿物，

而且还受流体或部分熔融熔体的作用使物质化

学成分发生局部变化。岩石圈内高温高压下的

变质作用和交代作用的趋势是提高岩石的密度

与刚性，但都不会造成岩层明显的相对运动和

变形，即只改变岩层的矿物成分而不改变岩层

的结构。

在正常的温压条件下，上地壳沉积碎屑岩

石重结晶为坚硬的结晶岩石，如片麻岩，属于区

域变质作用。常见的序列是，随温度升高砂页

岩变质为板岩、片岩、副片麻岩。在较低的温度和较

高的压力条件下，地壳玄武岩重结晶为蓝片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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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辉岩。区域变质作用一般是缓慢的，随作用时期

长短会发生相变，详见图１０。图１０为变质相随时
间和深度的变化示意图。由图可见，由于下地壳玄

武岩含量大，它们常在１０Ｍａ的时间尺度内变质为
榴辉岩，榴辉岩又在５０Ｍａ的时间尺度内变质为基
性麻粒岩。在中地壳各种片岩也可在１０Ｍａ的时间
尺度内变质为角闪岩，最后变为麻粒岩。大陆碰撞

带地壳的克拉通化，包括沉积碎屑岩石重结晶为坚

硬的结晶岩石、中地壳岩石角闪岩化和下地壳岩石

麻粒岩化。结晶岩化、角闪岩化和麻粒岩化的结果

使地壳岩层更加均一，刚性提高。

图１１降温时地壳矿物的结晶序列和岩石循环示意图。蓝色箭头标志交代作用出现的大致位置
Ｆｉｇ．１１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ｏｃｋｃｙｃｌｅ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ｒｏｃｋｓ，ｂｌｕｅ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ｅｔａｓｏｍａｔｉｓｍｐｏｉｎｔ

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区域变质作用同时还可

能有部分熔融介入，这种变质作用叫混合岩化作用

（ｍｉｇ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也有人称为超变质作用。它是介
于变质作用和典型岩浆作用之间的一种造岩作用。

由外来的花岗质岩浆注入变质岩能形成混合岩，由

来自地壳深部的富含碱金属和二氧化硅的流体与变

质岩发生交代作用也能形成混合岩，由原来的变质

岩在高温下发生选择性重熔也能形成混合岩。

交代作用（ｍｅｔａｓｏｍａｔｉｓｍ）指在变质作用和混合
岩化作用过程中有物质成分加入和带出的一种作

用，它是岩石的物质成分在温度、压力和溶液浓度发

生变化时的一种置换作用，既可发生在岩石圈上部，

也可发生在岩石圈底部。岩石圈上部岩石在较高温

度作用下其中矿物不仅发生重结晶，而且还受流体

或部分熔融熔体作用而使物质成分发生局部变化。

图１１ｂ蓝色箭头标志交代作用在岩石相变图中出现
的大致位置，即从变质作用开始向熔融转变的过渡

区。岩石在升温时少量地壳矿物会去结晶，去结晶

序列可参考示意图 １１ａ。交代的典型例子如硅化
木，沉积层中的大树干沉降到中下地壳后，有机质为

渗入的硅质热液充填交代，变为硅化木化石。这类

作用不造成硅化木化石变形，属于典型的交代。大

陆碰撞造山带地壳的克拉通化，要求２０～４０ｋｍ深
度的岩石逐渐基性岩化，岩石物质成分中铁镁含量

增加，仅仅重结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交代作用，在

下地壳岩石基性麻粒岩化过程中，交代作用有重要

贡献。不过，对下地壳和岩石圈克拉通化更加直接

的岩浆底侵作用，它也与交代作用关联。交代作用

的 一 种 方 式 叫 渗 透 交 代 作 用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ｓｏｍａｔｉｓｍ）。在这种作用下，岩石中的组分随着
孔隙和裂隙中的溶液而变动，组分的变动主要决定

于压力差，大范围岩层被交代一般是通过这种方式

进行的。在岩石圈底部软流圈的底辟也可以通过渗

透交代作用造成岩石圈加厚，这种过程属于岩浆底

侵作用中的一类。除区域变质作用和交代作用之

外，传统地质学中还有深熔作用，指形成岩浆房或岩

基的一种地质作用。表３比较了岩石圈与岩浆作用
有关的四种形式的区别。

幔源岩浆底侵作用早在１９７３年已被提出（Ｆｙｆｅ
ａｎｄＬｅｏｎａｒｄｏｓ，１９７３；Ｆｕｒｌｏｎｇａｎｄ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１９８６），
指的是上地幔局部熔融产生的基性岩浆侵入到下地

壳底部，导致下地壳岩石强烈的变质和交代，造成下

地壳岩石基性化。１９８０年代地球物理学家提出了
一些地球物理判据，对岩浆底侵作用的内涵和判识

作了描述。此后，不少学者对这一作用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使岩浆底侵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由于

地壳岩石的热导率普遍低于上地幔岩石，来自地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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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岩石圈与四种岩浆作用形式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ｇｍ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作用名称 动力学作用定义 作用位置 岩浆运动速度 作用特征

岩浆侵入作用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高温的岩浆沿拉张区岩石断裂带向上贯入，

在上方形成侵入岩体
整个岩石圈都可 快 例如洋中脊

深熔作用

ａｎａｔｅｃ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全部矿物混合熔融后结晶为新类型岩基 主要指中地壳 较快 形成岩浆房

交代作用

ｍｅｔａｓｏｍａｔｉｓｍ
热液沿岩石孔隙向四周渗透，

浸染其它矿物混合后结晶为新矿物
整个岩石圈都可 慢

改变岩石成分而

不发生明显结构变形

幔源岩浆底侵作用

ｍａｇｍａ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ｔｉｎｇ
高温的幔源岩浆沿岩石缝隙向上顶蚀渗透，

并改变上方岩石的岩性

主要指地壳或

岩石圈底部
慢

改变岩石成分和

岩石圈厚度和结构

图１２过波罗的克拉通的反射地震剖面，显示下地壳强反射（引自Ｆｕｒ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Ｆｉｇ．１２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Ｂａｌｔｉｃｃｒａｔ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ｓｏｕｒｃｅ：Ｆｕｒ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的热流可以在 Ｍｏｈｏ面下方聚集而诱导局部熔融，
而高温的幔源岩浆的底侵，将使地壳升温变质并使

其中角闪岩类熔融，在地壳内部产生少量 Ｉ型花岗
岩类。由此可见，克拉通化的底侵作用是研究壳幔

物质交换与大陆增生演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图１２和图１３示出岩浆底侵作用的地球物理的
典型剖面。由图１２可见，过波罗的克拉通的反射
地震剖面上显示出下地壳存在许多的强反射体。由

图１３可见到类似的情况，东西向穿过北苏格兰海滨
的反射地震剖面显示大量下地壳强反射体，以及插

入上地幔的反射体，它对应地质图中的 Ｆｌａｎｎａｎ逆
掩断层。类似的现象在北美加拿大地盾上也观测

到。下地壳存在许多强反射体可用图１４的模型解
释。图１４ａ表示碰撞带地壳底部热流在 Ｍｏｈｏ面下
方聚集而诱导局部熔融，形成高温的幔源岩浆；图

１４ｂ表示局部熔融产生的基性岩浆侵入到下地壳底
部；图１４ｃ表示下地壳岩石强烈的变质和交代，造成
下地壳岩石基性化，同时形成大量下地壳强反射体。

长期的底侵作用使地壳岩石密度和强度不断加大，

最终形成克拉通化地壳。

克拉通化的岩浆底侵作用使碰撞造山带克拉通

化的速率有多快？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笔者

曾用莫霍面反射体的厚度估算过岩浆底侵作用的速

率，详见图１５（杨文采等，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５；汪集
等，２００２）。图１５为过苏北东海县南的深反射地
震剖面，与岩浆底侵作用有关的强反射地震层出现

在９～１０ｓ之间，具有从南东向北西逐渐变薄的趋
势。这个反射层的底面深度在３０～３３ｋｍ之间（对
应双程走时为１０ｓ），反映的正是Ｍｏｈｏ面的深度，在
Ｍｏｈｏ面之上的强反射层，被认为是壳幔过渡层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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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东西向穿过北苏格兰海滨的反射地震剖面，显示下地壳强反射，
以及插入上地幔的反射体（引自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等，１９８９）

Ｆｉｇ．１３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Ｓｅａ，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
（ｓｏｕｒｃｅ：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志。这种强反射的壳幔过渡带，可以用下地壳底部

的基性麻粒岩与超基性岩（或榴辉岩）的互层来解

释。在东海县科学钻探靶区，我们用大量露头样品

或岩芯测得榴辉岩的密度均值为３５３ｇ／ｃｍ３，Ｐ波速
度平均为 ７５２０ｍ／ｓ；石榴子石二辉橄榄岩密度为
３５ｇ／ｃｍ３，ＶＰ为７８３０ｍ／ｓ。在常温常压之下，基性麻

粒岩密度为３１ｇ／ｃｍ３，ＶＰ为７１７０ｍ／ｓ。因此，麻粒
岩与橄榄岩（或榴辉岩）之间有明显的波阻抗差异，

它们的互层将产生强反射带。由反演求出对应层波

速为７６００ｍ／ｓ（见图１４ｂ），也证明它是岩浆底侵作
用形成壳幔过渡层。

图１４解释下地壳存在许多强反射体的模型；（ａ）形成高温的幔源岩浆；
（ｂ）侵入到下地壳底部；（ｃ）变质与交代造成下地壳岩石基性化

Ｆｉｇ．１４Ａｍｏｄｅｌ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ｍ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ｏｈｏ；（ｂ）
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ａｇｍａｔｏ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ｃ）ｍｅｔａｓｏｍａｔ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ｆｒｏｃｋ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ａｇｍａ
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

Ｍｏｈｏ面是上地幔与下地壳之间一个十分活跃

的开放边界，地幔岩浆可通过它添加到地壳之中，使

地壳增生。Ｃｏｘ指出（１９８０），当苦橄质岩浆底侵到
下地壳时，由于其密度大于地壳麻粒岩，此岩浆会囤

积在地壳底部并发生分异作用，分异成为下部的富

橄榄石加辉石的堆积岩及上部的辉长岩及斜长岩，

这种作用如果多次发生，就将产生对应 Ｍｏｈｏ面过
渡带的深反射夹层。高温的幔源岩浆底侵的加热效

应，还可使地壳内角闪岩类熔融而产生少量的 Ｉ型
花岗岩类，而苏鲁地区这种燕山晚期的花岗岩也广

泛分布。

根据大陆科学钻探的测定，该区地表热流值为

７６ｍＷ／ｍ２，属高热流值大陆地区（胡圣标等，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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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过苏北东海县南部的深反射地震剖面（左）及波速—推测岩性柱状图（右）（Ｙａｎｇ，２００２）
Ｆｉｇ．１５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Ｓｕｌｕ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ａｔＮｏｒｔｈ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ｅｆｔ），

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ｕｍ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２）

汪集等，２００１；何丽娟等，２００６）。中侏罗世以来
在苏鲁地区的主要地壳热事件可以从区域地质图上

找到依据，这就是早白垩世的火山岩与古近纪的玄

武岩群。东海县南安峰山就是由玄武岩组成的山

峰，池际尚等根据岩石地球化学资料计算得出古近

纪苏北玄武岩的上地幔源区深度为６６ｋｍ，即现今岩
石圈的底部（图１６）；火山作用大约从６５Ｍａ开始，
于３２８Ｍａ左右结束，总共经历了约３２２Ｍａ。由于
壳幔过渡层的最大厚度为３ｋｍ左右（见图１５下方
箭头所示），可知本区由岩浆底侵作用造成大陆地

壳增厚的最大平均速率不大于０１２ｍｍ／ａ，属于非
常缓慢的岩石圈地质作用。从大陆碰撞带转变为克

拉通的过程也是岩石圈地幔不断增厚而地壳缓慢变

硬变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时间尺度

约１０Ｇａ，比碰撞造山作用时间大一个级次。由此
可知，地球上的超级大陆很难完成整体的克拉通化，

因为大陆裂谷作用的周期小于克拉通化周期，因此

在克拉通化的中途被裂解的概率较大。

起源于岩石圈底部的岩浆底侵的加热效应，能

够一直维持下去吗？回答可能是否定的。岩石圈地

幔岩石中的主要矿物成分为橄榄石和辉石，辉石的

熔点比橄榄石低，而且含有结晶水。因此，当岩石圈

地温梯度升高时，辉石首先熔融形成玄武质岩浆。

玄武质岩浆向上渗透并在莫霍面下方汇聚，一方面

促成岩浆底侵，另一方面又使岩石圈底部失去辉石

而逐渐橄榄岩化。玄武质岩浆形成、向上渗透和橄

榄岩化都需要吸收大量热能，因此起源于岩石圈底

部的岩浆底侵作用取决于下方软流圈的热能供应。

当大陆岩石圈克拉通化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下方

软流圈的热能供应逐渐减缓，岩浆底侵作用便会由

强转弱，同时使岩石圈地温梯度缓慢下降。岩石圈

底部温度下降的最终结果会使下方紧邻的部分软流

圈变为刚性的岩石圈地幔，这就是所谓的“大陆

根”。本来岩石圈地幔和软流圈在组成矿物成分上

没有多大区别的，不同的只是部分熔融的程度和流

变特性，而且决定于温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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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中国岩石圈厚度等值线图，由上地幔Ｐ波低速层顶面深度估算（引自袁学诚等，１９９７）
Ｆｉｇ．１６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ｍａｐ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ＹｕａｎＸｕｅ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大陆根”指古老克拉通岩石圈向下方软流圈

突出部位。在北美加拿大地盾区首先发现大陆根，

最深达４００ｋｍ（杨文采，１９９８）。在中国，鄂尔多斯
和四川分别是未经破坏的华北与扬子克拉通。图

１６为中国岩石圈厚度等值线图，由上地幔Ｐ波低速
层顶面深度估算（袁学诚等，１９９７）。由此可见，塔
里木、鄂尔多斯和四川都是岩石圈厚度大的克拉通

地体，岩石圈最厚达２００ｋｍ，反映有大陆根的存在。
中国东部在侏罗纪岩石圈遭受减薄，因此华北及扬

子克拉通岩石圈厚度东部较小。图 １７为深度
３００ｋｍ处的东亚 Ｐ波地震层析成像图（Ｃｈａｎｇ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由此可见，西伯利亚克拉通、鄂尔多斯
和四川都呈现块状的低速异常区，反映了大陆根的

存在。

４　大陆碰撞的板内效应
早先，板块构造学曾认为板块内部很少发生动

力学作用，此作用主要发生在板块之间的边界两侧。

大陆岩石圈调查表明，大陆板块碰撞的作用范围可

深入板块内部几千千米。例如，图１８是东亚地区莫
霍面深度分布图（Ｍｉｌｓｈｔｅｙ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杨文采，
２０１４），深度在５０ｋｍ以上的区域显示在黑框内的棕
色和深棕色区。如图可见，大陆板块碰撞造成的大

洋封闭和地壳物质增厚范围从雅鲁藏布江一直深入

到亚欧板块内部的蒙古。天山、阿尔泰和秦岭等古

生代碰撞造山带的山根本应该被磨平，但是又为印

度的碰撞挤压而新生出来。图１９为东亚地区５级
以上不同深度地震震中分布图（马宗晋等，２０１０）。
在板块构造学中，地震带是板块边界的标志之一，在

板内本应该少有。但是在图１９中，５级以上不同深
度的地震震中分布也从雅鲁藏布江一直深入到亚欧

板块内部的贝加尔地区，向北逐渐稀疏散布。可见，

大陆碰撞的板块内部效应是不可忽略的。分析图

１８和图１９可知，新生代印度对亚欧大陆板块的碰
撞在大陆内主要影响的区域为显生宙大陆碰撞带，

而对坚硬的克拉通地体内部影响不大。例如，这次

碰撞对塔里木克拉通地体影响不大，而对更远离印

度的天山、阿尔泰、蒙古—鄂霍茨克拼合带都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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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东亚Ｐ波地震层析成像图，深度３００ｋｍ（引自：Ｃｈａ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Ｆｉｇ．１７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ｗａｖ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ａｇｅ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ｄｅｐｔｈ３００ｋｍ（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ａ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影响。这一现象表明，由于显生宙大陆碰撞带岩石

圈在未克拉通化时强度弱，大陆碰撞时更容易造成

岩石圈变形，因此大陆碰撞板内效应主要发生在大

陆内的显生宙碰撞带。显生宙大陆碰撞带如果再次

受到大陆碰撞板内效应的作用，其克拉通化的过程

必然会减缓。大陆碰撞板内效应虽然会推迟显生宙

大陆碰撞带的克拉通化过程，增加了区域构造演化

的复杂性，但有利于区域成矿作用的发生。

大陆地壳上地幔的不均匀性比大洋区严重，显

生宙大陆碰撞带岩石圈低强度高流变地区在外力作

用下，会首先产生形变和物质运动，这就是大陆板块

内部也会发生大规模构造运动的原因。大陆碰撞是

最剧烈的构造运动之一，它虽然发生在板块边界，而

冲击力传递到大陆板块内部后，在大陆板块内部低

强度高流变地区产生响应，产生形变和物质运动，这

就是大陆碰撞的板内效应。

中国西部是发生印度—亚欧板块大陆碰撞板内

效应的主要地区。碰撞时前方亚欧板块中低强度青

藏高原岩石圈形变破裂，形成沿萨彦岭到贝加尔湖

的走滑拉伸断裂带。碰撞使青藏高原和中北亚大面

积地壳缩短增厚、显生宙碰撞造山带的再次隆升、岩

石圈走滑变形调整。此外，青藏高原内部地震频繁

发生，说明青藏高原内部还处于大陆碰撞后期地块

相互作用的调整阶段。正交于印度—亚欧板块大陆

碰撞作用力方向的显生宙碰撞造山带，如天山、祁连

山和秦岭，在大陆碰撞之后由于地壳缩短再次发生

隆升。图２０为过北天山深反射地震剖面图。由图
可见，北天山下方中地壳有反映地壳拆离的反射体

ＲＡ，北天山上地壳向北逆冲，造成天山隆升和前方
昌吉盆地下陷。青藏高原下地壳物质向东和东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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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东亚地区莫霍面深度分布图（引自Ｍｉｌｓｈｔｅｙ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８Ｒｅｌｉｅｆ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ｈｏ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ｏｕｒｃｅ：Ｍｉｌｓｈｔｅｙ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在黑框内的棕色和深棕色区，其Ｍｏｈｏ面深度大于５０ｋｍ
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ｏｗｎｓＭｏｈｏｄｅｐｔｈ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５０ｋｍ

向的蠕动还可促成巴颜喀拉地块的上地壳拆离和向

东逆冲，结果使龙门山隆升。图２１为过龙门山和四
川盆地西缘深反射地震剖面图。由图可见，龙门山

下方中地壳有反映地壳拆离断裂的多组反射体，龙

门山上地壳向东逆冲，造成龙门山隆升和前方成都

盆地下陷。地壳拆离在龙门山向上转变为逆冲断层

组ＭＷＦ等，下方１２ｋｍ处正是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

发生之处。

５　结论
（１）克拉通化指大陆碰撞地体汇聚后新形成的

大陆块逐渐转变为刚性克拉通地体的作用过程。增

生大陆岩石圈的克拉通化的作用后果，包括大陆地

壳密度的增加，岩石圈地幔的增厚和大地热流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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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东亚地区５级以上不同深度地震震中分布图（据马宗晋等，２０１０）
Ｆｉｇ．１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Ｚｏｎｇｊ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下降，都使大陆岩石圈刚性强化。

（２）大陆碰撞后形成的大陆块内部岩石圈是非
常不均匀的，其中的古洋陆转换带必须经过克拉通

化的过程，才能逐渐成为刚性化的克拉通地体。作

用过程主要包括：① 上地壳沉积碎屑岩石结晶岩化
和中地壳岩石角闪岩化；② 下地壳岩石基性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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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过北天山深反射地震剖面图（据刘保金等，２００７）；北天山下方地壳反射体ＲＡ和ＲＣ，

莫霍面反射体ＲＭ，红箭头表示上地壳逆冲方向

Ｆｉｇ．２０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ＲＡａｎｄＲＣｓｈｏｗ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

ＲＭｔｈｅＭｏｈｏ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ｓｈｏｗｓｍｏｖ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ｔｈｒｕｓｔＲＡ（ｓｏｕｒｃｅ：ＬｉｕＢａｏｊ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图２１过龙门山和四川盆地西缘深反射地震剖面图 （于常青提供）；
ＭＷＦ、ＢＹＦ、ＡＧＦ为逆冲断裂，圆圈中字母Ｄ和Ｆ为地壳拆离断裂

Ｆｉｇ．２１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ＭＷＦ，ＢＹＦａｎｄＡＧＦｓｈｏｗ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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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碰撞带下凹莫霍面的磨平；④ 岩石圈地幔底
侵加厚形成陆根。

（３）从大陆碰撞带转变为克拉通的过程也是岩
石圈地幔不断增厚而地壳缓慢变硬变冷的过程。这

个过程包含以下作用：区域变质作用，交代作用和岩

石圈幔源岩浆的底侵。这个过程时间尺度比碰撞造

山作用大一个级次。

（４）岩浆底侵作用是岩石圈地幔中局部熔融产
生的基性岩浆侵入到下地壳底部，并使下地壳岩石

产生强烈的变质与交代，造成下地壳岩石基性化。

克拉通化的岩浆底侵作用属于缓慢的岩石圈地质作

用。长期的底侵作用使地壳岩石密度和强度不断加

大，改变岩层的矿物成分和局部结构。

（５）当大陆岩石圈克拉通化到一定程度之后，
由于下方软流圈的热能供应逐渐减缓，使岩石圈地

温梯度缓慢下降。岩石圈底部温度下降的最终结果

会使下方紧邻的部分软流圈变为刚性的岩石圈地

幔，这就是所谓的“大陆根”。

（６）由于显生宙大陆碰撞带岩石圈强度弱，大
陆碰撞时更容易造成岩石圈变形，因此大陆碰撞的

板内效应主要发生在大陆内的显生宙碰撞带。显生

宙大陆碰撞带如果再次受到大陆碰撞板内效应的作

用，其克拉通化的过程必然会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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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第 ４期 杨文采等：从地壳上地幔构造看大陆碰撞带岩石圈的克拉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