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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壳上地幔构造看大陆碰撞作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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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年来全球地壳上地幔探测的成果，分析了大陆碰撞造山作用过程。在大地构造物理学中，演

化重建的基础为地壳上地幔探测结果和宏观物理学定理，方法为岩石圈结构模型的解构。大陆碰撞使洋陆转换带

岩石圈正式拼入大陆板块，造成大陆的增生。阿尔卑斯—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在碰撞前陆缘广泛发育有洋—陆转

换带，这种碰撞称为裙边碰撞。由于比较松软的洋陆转换带岩石圈夹在中间，裙边碰撞时不发生典型的刚性碰撞和

反弹，碰撞产物中常见蛇绿岩套及泥砾混杂堆积，少见超高压变质岩片的折返。大别—苏鲁碰撞造山带在碰撞前

洋—陆转换带不发育，这种碰撞称为裸碰撞。裸碰撞属于刚性碰撞，碰撞时发生反弹，碰撞产物中少见蛇绿岩套及

泥砾混杂堆积，常见超高压变质岩片的折返。裸碰撞后的反弹为超高压变质岩片的折返创造了条件。裙边碰撞和

裸碰撞的作用过程都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碰撞前期，第四都为后造山期。裙边碰撞和裸碰撞的不同在于，第二期

主碰撞期裙边碰撞冲撞大陆板块没有明显反弹，第三期陆—陆俯冲期超高压变质岩片折返不明显。造山后期是碰

撞造山过程逐渐停息期，即两大陆板块间的应力从挤压转化为拉张的阶段。这时两大陆板块之间有了共同的一个

旋转极，但是碰撞造山诱发的岩石圈拆离和变形仍在进行，碰撞带岩石圈成为大陆内部热流会聚和岩浆活动的优选

通道，诱发强烈的岩浆活动。

关键词：板块构造学；地壳上地幔探测；大陆碰撞 陆—陆俯冲 弹性碰撞；超高压变质

１　导言
本文讨论大陆增生的第二阶段，即洋陆转换之

后的大陆碰撞造山作用过程。由于不同专业使用的

词汇有别，容易混淆，本文遵从板块构造学说，用词

遵从美国固体地球物理百科全书（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的
定义。例如，大陆碰撞作用指由于大陆从相互接触

到拼合的所有作用，本篇讨论的碰撞造山作用只是

大陆碰撞作用中重要的一类。下篇再讨论的大陆碰

撞作用的其它类型。

上一篇评述分析了大洋板块俯冲和洋—陆转换

作用过程（杨文采，宋海斌，２０１４）。洋—陆转换作
用的最后阶段与大陆碰撞作用的早期阶段常常是重

合的，分不开的。以地中海为例，作为特提斯洋的

残留岩石圈，很难确定它现在属于欧亚板块还是大

陆碰撞作用的早期阶段，即现在是处于洋—陆转换

作用的最后阶段还是非洲板块。洋—陆转换带的地

壳上地幔结构为大洋和大陆岩石圈的过渡和混合。

在固体地球系统中洋—陆转换带要将大洋岩石圈物

质转化为大陆岩石圈物质，促使大陆增生，这个过程

至少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完成。建立了洋—陆转换带

只是完成了大陆增生作用的第一阶段，把洋—陆转

换带转化为大陆还需要后续的大陆碰撞和地体拼合

作用。板块构造学说认为（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３；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８３；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ＭｏｏｒｅｓａｎｄＴｗｉｓｓ，１９９５；
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 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２；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４），大陆碰撞带是板块会聚边界的一种类型，是
大洋封闭的产物，即大洋板块俯冲消亡后，大陆板块

继续移动造成陆壳碰撞挤压的结果。地中海是宽阔

的特提斯洋 （即古地中海）经过长期发展演化的残

留部分，代表特提斯大洋发展的终了期；印度次大陆

和非洲板块长期北移，最后和欧亚板块相撞，形成了

巍峨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造山带，它是世界上最

典型的大陆碰撞造山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根据

现今地壳探测的结果恢复大陆碰撞和造山带形成演

化的全过程？大陆碰撞作用如何把洋—陆转换带岩



石圈转化为大陆岩石圈，促进大陆增生？为什么有

的大陆碰撞带内没有见到碰撞同期的洋—陆转换带

的残骸，而见到碰撞同期的超高压变质岩体或其它

图１南欧及土耳其地区造山带分布示意图（引自Ｓｍｉｔｈ＆Ｗｏｏｄｃｏｃｋ，１９８２）
Ｆｉｇ．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

造山带以灰色显示，阿尔卑斯（Ａｌｐｓ）的东延经希腊半岛转入土耳其南部。穿过Ａｌｐｓ的细黑线为示如图２的剖面的大致位置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ｒｏｓｓＡｌｐｓ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２

特殊构造？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完美的答案。因

此，研究大陆碰撞仍旧是今后固体地球科学的一个

重要任务。本文分上下两篇根据地壳上地幔探测结

果，重点讨论陆—陆碰撞造山带各种类型的形成演

化过程，力求对主要的陆—陆碰撞造山作用形成演

化机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大陆碰撞作用把洋—陆转换带压缩抬升为大

陆，形成了地壳缩短加厚变形剧烈的大陆岩石圈，即

大陆碰撞带。大陆碰撞带是大陆岩石圈内的一种大

地构造单元，代表显生宙期间封闭大洋的残留区域。

例如，特提斯大陆碰撞带，就是特提斯构造域中亚欧

板块与印澳—非洲板块碰撞的产物和涉及的区域。

洋—陆转换和大陆碰撞这两种作用前后接续，完成

了大陆增生的前期过程。但是，由于大陆岩石圈边

缘的形状是很不规则的，大洋封闭时凸出的部位首

先发生大陆碰撞，凹入的部位可以始终不发生碰撞。

例如，２００Ｍａ前古特提斯洋封闭时，虽然在高加索
发生了强烈的大陆碰撞造山，两边的里海和黑海至

今仍然没有碰撞造山，可见大陆碰撞带内碰撞作用

有多种不同类型，需要分别研究其作用过程的区别。

大陆碰撞带内碰撞作用发生最剧烈的地段称为碰撞

造山带（ｃｏｌｌｉｄｅｄｏｒｏｇｅｎｅ），首先来讨论大陆碰撞造
山作用。

２　典型的大陆碰撞造山作用过程
为了解大陆碰撞作用是怎么开始的？首先要了

解典型的大陆碰撞带的岩石圈构造。典型的大陆碰

撞造山发生在阿尔卑斯—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其

中阿 尔 卑 斯 碰 撞 造 山 带 研 究 得 最 为 细 致

（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１９８９；Ｍｏｏｎｅｙ，＆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１９９２；Ｂｕｒｇ
ａｎｄＦｏｒｄ，１９８０；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８ａ，ｂ；
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 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２；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４），其地理上的分布示于图１。图１为南欧及西
亚造山带分布图。造山带以灰色显示，阿尔卑斯的

东延经希腊半岛转入土耳其南部，为特提斯洋闭合

形成的非洲—亚欧大陆碰撞造山带，碰撞发生在亚

欧大陆与非洲板块北部的亚得里亚地体之间，时间

为１４０～０Ｍａ。碰撞带在阿尔卑斯西端转向亚平宁
半岛，在地中海中间转了一个弯，向西连到北非的阿

特拉斯山脉，它们便是非洲板块的北缘边界部位。

图１中也示出了古特提斯洋闭合形成的高加索—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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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巴阡山脉，它们位于阿尔卑斯—喜马拉雅碰撞造

山带的北边，碰撞发生在２４０～１８０Ｍａ。喀尔巴阡山
脉在捷克一段的复理石盆地，是下篇将讨论的复理

石建造研究命名的发源地。

图２阿尔卑斯碰撞造山带的地壳结构剖面图（引自Ｓｃｈｍｉ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Ｆｉｇ．２Ａ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Ａｌｐｓｏｒｏｇ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ｍｉ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剖面线大致位置见图１，箭头示岩片运动方向
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ｍｏｖ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ｉｆｓ

阿尔卑斯碰撞造山带的地壳结构剖面见图２，
此剖面线大致位置见图１，是特提斯洋西北部闭合
形成的非洲—亚欧大陆碰撞造山带的典型剖面。由

图２可见，碰撞造山带变形极其激烈，欧洲大陆地壳
俯冲到非洲板块之下，碰撞带因上—中地壳物质挤

压而变形加厚，地壳被多层的拆离带拆分为多组岩

片向上穿插运动，原来的特提斯洋壳被揉碎散布。

碰撞带南侧原先特提斯洋边缘的洋—陆转换带发

育，现已上升成为洋陆俯冲增生楔，构成南阿尔卑斯

山的地壳主体。在北边，陆—陆俯冲形成的洋—陆

转换带发育，现已成为大陆碰撞增生楔，构成北阿尔

卑斯山的地壳主体。大陆碰撞造山带内，由于岩石

圈强烈变形，上、中、下地壳之间，以及地壳和地幔之

间都发生严重的拆离，而这种贴近莫霍面的拆离，是

碰撞造山带所特有的。

地球信息以“地球指纹”形式隐藏于深反射地

震剖面中，结合岩石物性测定、古地磁时代测定和地

质年代测定，对“地球指纹”的来源作解释，是揭示

碰撞造山带内部构造和地质作用的最有效方法。地

球指纹的形态和尺度多种多样，幅度和倾向各自不

同，它们是多期大地构造作用遗留下来的产物。现

代岩石圈板块内部不仅含有大量中—新生代以来地

质作用的痕迹，还保留了中生代以前板块活动带地

质作用的某些痕迹。根据古板块活动的痕迹和地质

学、古地磁学证据，可以重建某些古板块的演化过

程。一般来说，越晚发生的地质作用的痕迹在岩石

圈物性扰动图像上反映较为清晰，而早期大地构造

作用的“指纹”可能淡化，或为后期地质作用所改

造。全球对比同类大地构造单元的壳幔结构，根据

壳幔结构的差异和大地构造作用发生的时代把它们

按演化阶段排序，还可找到这类大地构造单元岩石

圈生成和演化的规律性。欧洲学者结合地质学、古

地磁学证据，已经对深反射地震剖面中大地构造作

用的“指纹”和阿尔卑斯碰撞造山的演化进行了详

尽的研究，结果示于图３。图３（ｄ）就是图２中的深
反射地震剖面。将剖面中较新的“地震指纹”一步

步去掉，便可追溯阿尔卑斯碰撞造山的演化，这种方

法称为反射地震剖面的“解构”。根据多年来欧洲地

学家的反复研讨，阿尔卑斯碰撞造山过程可解构为

以下四个阶段 （ＢｕｒｇａｎｄＦｏｒｄ，１９８０；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
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杨文采，１９９８，２００９）。

（１）碰撞前期 （ｐｒ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１５０Ｍａ左右
地壳构造见图３（ａ）。碰撞前期大洋尚未完全闭合；
甲大陆为亚欧大陆，乙大陆为非洲大陆北沿。如图

可见，这个阶段特提斯洋两侧都发育有成熟的洋—

陆转换带（即所谓“裙边”），有大量洋陆转换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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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阿尔卑斯碰撞造山作用的地壳结构演化示意图（引自Ｓｃｈｍｉ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碰撞前期大洋
尚未完全闭合（１５０Ｍａ）；甲大陆为亚欧大陆，乙大陆为非洲大陆北沿亚得里亚地体。（ｂ）碰撞期大洋完全闭合（９０Ｍａ）；
俯冲作用增生楔和大陆碰撞增生楔合并为造山增生楔。（ｃ）碰撞后期陆—陆俯冲岩石圈挤压抬升（３０Ｍａ），原特提斯洋
壳俯冲到软流圈，缝合线被变形破坏。（ｄ）后碰撞期地壳拆离推覆（０Ｍａ），下地壳相互穿插，亚得里亚地体与欧亚大陆拼
合

Ｆｉｇ．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ｐｌａｔ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ｍｉ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ａ）Ｐｒ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１５０Ｍａ）；（ｂ）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９０Ｍａ）；（ｃ）ｌａｔ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３０Ｍａ）；（ｄ）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０Ｍａ）

产物，包括俯冲增生楔内的岛弧增生杂岩和边缘海

沉积岩片。由于后来特提斯洋向非洲板块下方俯

冲，大洋开始逐渐萎缩。我们可以把碰撞前有成熟

的洋洋—陆陆转换带的碰撞归属于“裙边碰撞”，而

没有成熟的洋—陆转换带的碰撞归属于“裸碰撞”。

因此，阿尔卑斯碰撞造山带应归属于典型的裙边碰

撞，而下节讨论的大别洋—陆苏鲁碰撞带因缺失

“裙边”归属于典型的裸碰撞。由于岩石圈比大陆

薄而且疏松，裙边碰撞多在粘滞性挤压环境中发生，

造成的地壳缩短和柔性变形更为突出。

（２）主碰撞期 （ｍａｉｎ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９０Ｍａ左
右地壳构造详见图３（ｂ）。主碰撞期指从两侧板块
的凸出部开始接触到一半以上的边界发生碰撞的时

期，此时大洋逐渐闭合，大陆逐渐联合在一起。在乙

大陆上的原来的洋陆转换带被抬升为陆地及湖泊；

成为大陆上的俯冲作用增生楔，它又和甲大陆碰撞

前沿的增生楔合并为造山增生楔。不过，这时甲大

陆还刚刚开始抬升，上地壳仍然会有洋盆保留，就像

现今地中海的情况。阿尔卑斯碰撞阶段的作用力以

粘滞性介质被挤压为主，两个板块的地壳开始拆离

和互相穿插，但俯冲洋壳仍然存在于岩石圈下部。

在裙边碰撞的粘滞性挤压的环境中，陆—陆俯冲必

然在碰撞后追随洋壳俯冲发生。俯冲使两个板块内

壳层互相穿插，使地壳开始增厚和隆升，形成地壳拆

离断层。在这里，同时发生的大洋闭合和造山只是

碰撞使地壳加厚的必然结果。

（３）碰撞晚期或陆—陆俯冲期（ｌａｔ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３０Ｍａ左
右地壳构造详见图３（ｃ）。碰撞后欧洲板块向南的
冲力和俯冲前方特提斯洋板块的拖曳力仍然存在，

造成了陆—陆俯冲和强烈的岩石圈变形。陆—陆俯

冲使两个板块内壳层互相穿插，发生了剧烈的地壳

增厚和隆升，形成大量地壳拆离断层和推覆体。在

这里，同时发生的大洋闭合和造山只是碰撞使地壳

加厚的必然结果。原特提斯洋壳大部分俯冲到软流

圈以下，小部分的洋壳物质被揉碎破坏，少量沿缝合

线仰冲，成为被挤出的蛇绿岩套及地表混杂堆积。

陆—陆俯冲诱发的地壳拆离和磨擦使拆离带岩石发

热重熔，产生碰撞期后花岗岩基，使拼合的地壳通过

岩浆作用“焊接”，后碰撞花岗岩就是这一阶段地质

作用的标志性产物。后碰撞花岗岩主要是高钾钙碱

性系列的花岗岩类及强过铝质花岗岩类，走向与碰

撞缝合带大致相同，或沿韧性剪切带分布，其源岩具

有地幔与新生地壳的双重特征，以喜马拉雅花岗岩

带最为典型。在陆—陆俯冲到上地幔时板片前端可

发生高压或超高压变质作用，产生高压或超高压变

质岩片。但是，在粘滞性挤压的环境中，超高压变质

岩片很难折返到上地壳来，在地表形成露头。

经全球对比，大陆碰撞期（２）和（３）还可以进一
步详细分解为以下四个相态：（ａ）初始接触相，现代
实例为澳洲西北与帝汶岛之间的接触。（ｂ）沿缝合
线造山增生楔前推相，现代实例发生在波斯湾西边

的扎格罗斯山脉。（ｃ）板内拆离和陆壳逆冲发展
相。这个相态伴随陆 －陆俯冲造山和弧后地壳隆
升，地壳变形十分剧烈，典型例为千万年前的西藏南

部。（ｄ）碰撞后的拉伸、热熔和变质相，如现今的西
藏南部。这四个相态是连续过渡的，还可以相互重

叠。

碰撞晚期接近尾声的地壳构造详见图３（ｄ）。
虽然陆—陆俯冲渐渐变缓，地壳结构的变形调整远

没有结束，上地壳拆离推覆仍在发展，流变的下地壳

物质相互穿插涌动进一步强化，造成甲乙两大陆更

稳固的拼合。这是碰撞造山过程走向逐渐停息，大

陆板块地壳结构重新调整的结果。

特提斯大洋板块俯冲到欧亚板块下方距今才

９０Ｍａ，现在还应该有它的残骸留在地幔内才对。事
实正是如此。图４为过西阿尔卑斯碰撞造山带的地
壳上地幔地震波速结构剖面图。碰撞后原先的特提

斯板块俯冲到软流圈，冷而且密度大的大洋板块在

这里形成高速异常，地震Ｓ波速度高出３００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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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过西阿尔卑斯碰撞造山带的地壳上地幔 Ｓ波地震
波速结构剖面图（引自 Ｓｃｈｍｉ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Ｆｉｇ．４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ｒｏｓｓＡｌｐｓｏ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ｍｉ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碰撞后原先的特提斯板块俯冲到软流圈，

形成４３～４６ｋｍ／ｓ高速异常
Ａｆｔｅｒ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Ｔｅｔｈｙｓｐｌａｔ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ｔｏ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４３～４６ｋｍ／ｓ

图５过比利牛斯碰撞造山带的深反射地震剖面（据Ｓｃｈｍｉ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Ｆｉｇ．５Ａ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ｒｏｓｓＰｙｒｅｎｅ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ｍｉ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图内箭头指示“鳄鱼嘴”构造

ｔｈｅａｒｒｏｗ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ｓｈｏｗｓ“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ｓｍｏｕ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与阿尔卑斯碰撞造山带毗邻的比利牛斯碰撞
带，是伊比利亚地体并入欧亚板块时发生的陆—岛

碰撞带，深反射地震剖面见图５。与阿尔卑斯类似，
地壳构造呈现因岩石圈受挤压的“倒八字”形，即造

山带轴部地壳明显增厚，上、中、下地壳物质向造山

带轴部推移并出现逆向拆离，贴近莫霍面的地壳拆

离发育。碰撞造山带轴部反射比较“透明”，体现后

碰撞的花岗岩体。注意这种构造不是轴对称的，板

块俯冲的一侧莫霍面下倾角度大，而另一侧流变的

下地壳会挤入俯冲板块之上方，形成所谓的“鳄鱼

嘴”构造。图５内用箭头标明了“鳄鱼嘴”构造。与
阿尔卑斯不同的是，比利牛斯碰撞带岩石圈受挤压

变形与地壳缩短程度轻得多，板块俯冲的方向也不

同，这里不是欧亚板块在俯冲，而是伊比利亚地体俯

冲在欧亚板块之下。对比图３（ｄ）可知，与陆—陆碰
撞带相比，陆—岛碰撞带挤压变形与地壳缩短有明

显的程度差别。

阿尔卑斯碰撞造山过程只是欧亚大陆与非洲大

陆碰撞的第一幕，现在碰撞仍在进行，只不过碰撞位

置向南移动了。现今地中海仍是特提斯洋的残余。

由于地中海一带洋陆转换带边界崎岖曲折，洋陆转

换最后阶段俯冲带密集发育，并且与背向俯冲造成

的弧后扩张盆地共存。图６为地中海地区地形影像
与大地构造略图（Ｔｕｒ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主体仍呈现
为洋—陆转换带，六对黑色背向箭头表示拉张区和

拉张方向，弧后扩张盆地主要出现在背向俯冲的轴

部，如西地中海海盆、亚得里亚海槽等。现今地中海

地区的局部地段，如直布罗陀，非洲大陆与欧洲大陆

已开始碰撞在一起，图６中黑色虚线标注欧亚板块
（北方）与非洲板块（南方）现在的边界。但从更大

区域尺度看，地中海地区的岩石圈与即将登陆的洋

陆转换带更加相似（杨文采，宋海斌，２０１４）。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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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地中海地区地形影像与大地构造略图（背景图据 ＡＳＴＥＲ，１５ｓ，Ｔｕｒ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Ｆｉｇ．６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ｐａｒｏｕｎｄ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ｉｎｅａｍｅｎｔ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ＴＥＲ，１５ｓ，Ｔｕｒ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红色齿状线表示洋—陆和陆—陆俯冲带；黑色背向箭头表示拉张区和拉张方向；黑色单向箭头表示现今板块运动方向

Ｔｏｏｔｈｌｉｋｅ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ｌａｔｅｍｏｖ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ｏｕｂｌｅａｒｒｏｗｓａｒｅｔｅｎｓｉ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中不仅仍有残余的洋壳存在，残余洋壳仍在俯冲产

生岩浆弧，俯冲岩浆弧后面还出现了弧后盆地。所

以，挤压碰撞造山带（如亚平宁）、岩浆弧、弧后盆

地、裂谷伸展玄武岩（如 Ｅｔｎａ火山）共生在一起，裂
谷作用主要发生在３２～１６Ｍａ之间。

（４）后造山期 （ｐｏｓｔｏｒｏｇｅｎｙｓｔａｇｅ）。现在阿尔
卑斯碰撞造山过程开始进入后造山期，这是陆—陆

俯冲停息，板块挤压运动机制向拉张机制转换的阶

段。这个阶段地壳不再缩短加厚，但是，碰撞造山造

成的岩石圈结构的碎裂变形为后续的热流体和岩浆

侵入提供了空间和良好条件，转化为拉张机制后原

有地壳拆离带也会有继承性活动，地壳运动不会马

上停息。后造山期是碰撞造山作用走向停息而且大

规模岩浆侵入造成大陆岩石圈增生的阶段，它既是

大陆碰撞的终结，又是碰撞带克拉通化的开始。与

其它碰撞带对比可知，大陆碰撞带中的 Ａ型花岗岩
正是经历后造山期的标志。目前，喜马拉雅碰撞造

山带还处在碰撞晚期的陆—陆俯冲阶段，还不到 Ａ

型花岗岩发育的后造山期。

３　喜马拉雅碰撞造山作用
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是全球最壮观的大陆碰撞

造山带，与阿尔卑斯同属裙边碰撞类型，但是规模更

大。在８０Ｍａ前印度次大陆向北漂移，南边的印度
洋正在扩张，北边的特提斯洋正在消减。特提斯洋

板块的俯冲在亚欧大陆南缘形成冈底斯海沟—岛弧

体系，使碰撞前特提斯洋逐渐消减成为位于印度次

大陆北方的洋陆转换带。印度和亚欧大陆南缘碰撞

后特提斯洋逐渐消失，印度次大陆北方的洋陆转换

带成为亚欧大陆大陆岩石圈的一部分，即喜马拉雅

碰撞造山带。原来的冈底斯海沟—岛弧体系也演变

成为碰撞—俯冲增生楔，构成现今冈底斯山一带的

地壳主体（图７）。
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的演化类型和阿尔卑斯碰

撞造山带相似，但碰撞发生比较晚（赵文津等，

１９９６；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许志琴等，１９９７；肖序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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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ａ）过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的深反射地震剖面，图内数字为反射体编号；（ｂ）地震剖面（ａ）在青藏高原的位置；（ｃ）
过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的地壳结构模型，其中雅鲁藏布江缝合线以地表蛇绿岩套出露和强地磁异常带为代表。引自赵文

津，１９９６
Ｆｉｇ．７（ａ）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ｒｏｓｓ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ｏｒｏｇｅｎ；（ｂ）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
（ｃ）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ＺｈａｏＷｅｎｊ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２００７）。喜马拉雅带主碰撞期５５～４０Ｍａ，碰撞晚期
的陆—陆俯冲期开始于３０Ｍａ左右，现在高喜马拉
雅还处在碰撞晚期阶段，这里有浅色花岗岩带发育，

系在拆离面由摩擦生热熔融形成，年龄为 ２４～１４
Ｍａ。图７（ａ）为过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的深反射地
震剖面，图 ７（ｂ）为地震剖面在青藏高原的位置。
剖面俯冲增生楔和大陆碰撞增生楔中大量发育的地

壳拆离和变形皆清晰可见。图７（ｃ）为过喜马拉雅
碰撞造山带的地壳结构模型，其中雅鲁藏布江缝合

线以地表蛇绿岩套出露和强地磁异常带为特征（详

见下面的详细讨论及图１３）。与阿尔卑斯演化碰撞
造山带的地壳结构相比，可知现今喜马拉雅碰撞造

山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１）碰撞前期（６０Ｍａ左右），大洋尚未完全闭
合。这个阶段特提斯洋两侧都发育有成熟的洋—陆

转换带，包含有俯冲增生产物，岛弧增生杂岩和边

缘海沉积岩片，碰撞归属于“裙边碰撞”。由于特提

斯洋向亚欧板块下方俯冲，大洋逐渐萎缩消减。

（２）主碰撞期 （５５～３０Ｍａ左右），碰撞首先在
印度次大陆北缘的凸出部，即东西两个造山结开始，

然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展开。随着陆缘海逐渐闭

合，印度与亚欧两大陆边缘的洋—陆转换带联在一

起，合并为碰撞造山增生楔。随着碰撞挤压的持续，

两个大陆板块的地壳开始拆离和互相穿插，但俯冲

洋壳仍然存在于岩石圈下部，造山带地壳还没有明

显加厚。

（３）碰撞晚期陆—陆俯冲（３０Ｍａ—现在），碰
撞后印度板块向北的冲力和俯冲前方特提斯洋板块

的拖曳力仍然持续，造成了印度板块向亚欧板块的

陆—陆俯冲。陆—陆俯冲使两个板块互相穿插，发

生了剧烈的变形，加厚了造山带地壳，形成大量地壳

拆离断层和推覆体。原特提斯洋壳物质被揉碎破

坏，少量沿缝合线仰冲，包括被挤出的蛇绿岩套及地

表混杂堆积，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展布。这种陆—陆

俯冲现在还在进行中。与阿尔卑斯碰撞造山带相

比，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的规模更加宏伟，但由于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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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晚期阶段还在进行，上—中地壳的变形尚未达到

更为剧烈的高峰。

有人喜欢把喜马拉雅碰撞带与青藏高原相提并

论，笔者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其实，青藏高原虽然包

含有碰撞带，但主体是显生宙洋—陆转换带中的俯

冲增生楔和几个拼合地体。从图７（ｂ）可见，喜马
拉雅碰撞带与青藏高原的岩石圈结构不同，喜马拉

雅碰撞带山很高，但地壳不算特别厚，而青藏高原地

壳特别厚。图８（ａ）为青藏高原岩石圈平均地震波
速柱状图，青藏高原地壳厚达７２ｋｍ，岩石圈平均厚
约１００ｋｍ，为很特殊的厚壳薄幔岩石圈。注意图中
青藏高原地壳第４和第７层为低速层，它们代表了
经碰撞拆离穿插入中—下地壳的上地壳岩片。青藏

高原地壳第８层厚度大到 ２０多千米，波速明显升
高，反映青藏高原下地壳有印澳板块的穿插加厚，以

及可能发生有特提斯洋壳的楔入。

图８青藏高原岩石圈地震波速柱状对比图：（ａ）青藏高原平均波速柱状图（引自滕吉文等，２００４），Ｖｐ为Ｐ波波速，Ｖｓ为Ｓ
波波速，数字为波速分层编号。注意第４和第７层为低速层，第８层波速偏高。（ｂ）青藏高原地壳 Ｐ波波速从北到南的
变化（引自肖序常等，２００７），特提斯喜马拉雅即指冈底斯带
Ｆｉｇ．８（ａ）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ｌｕｍｎａ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ｎｇＪｉ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ｂ）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ｌｕｍｎｓ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ｏｕｒｃｅ：ＸｉａｏＸｕ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图８（ｂ）为青藏高原地壳纵波波速从北到南的
变化，特提斯喜马拉雅即指冈底斯洋陆转换带。缝

合线雅鲁藏布江以南的高喜马拉雅地壳厚度约５６
ｋｍ，中地壳上方有低速层，反映地壳强烈拆离。雅
江以北的冈底斯洋陆转换带地壳加厚达７２ｋｍ，中

地壳上方不仅有低速层，而且厚度剧增，反映了地壳

物质向造山带轴部推移挤入，并伴随强烈拆离。下

地壳底部出现低速层，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

性是大陆碰撞时上地壳物质的挤入和残留，另一种

是底侵的热流体的集结。冈底斯以北的羌塘地体，

是地壳厚约７２ｋｍ的青藏高原的核心，下地壳底部
的低速层厚度大到２０余千米，比冈底斯明显加厚。
从青藏高原下地壳有低电阻率异常等情况看来，发

生底侵的热流体集结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与冈底斯

相比，青藏高原中部没有巨厚的中地壳，说明特提斯

洋陆转换带的加入主要发生在冈底斯，羌塘地体原

先应该是介于古特提斯洋和特提斯洋之间的有结晶

基底的“大岛”。由此可见，青藏高原的主体是由大

陆碎块和古洋陆转换带在大陆碰撞的挤压环境中拼

合组成的。

那么，还有什么证据可说明冈底斯山原先是

洋—陆转换带呢？首先来看西藏自治区地质图（图

９），雅鲁藏布江北大片黄色区域显示冈底斯洋陆转
换带的范围，地表大面积出露碰撞前期安山质火山

岩，说明这里原先就是洋陆转换带。地球化学图也

说明这里原先是洋陆转换带。图１０为水系地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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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西藏自治区地质图（马丽芳等，２００６）
Ｆｉｇ．９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ＭａＬｉ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雅鲁藏布江北黄色区域显示冈底斯洋陆转换带

Ｌａｒｇｅｙｅｌｌｏｗａｒｅ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Ｇａｎｔｉｓ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ｌｔ

学?样分析取得的西藏自治区氧化钾（图１０ａ）和氧
化钠（图 １０ｂ）地球化学图（资料来源于谢学锦实
测），显示冈底斯和雅鲁藏布江板块缝合线都对应

高钾和高钠异常区。高钾和高钠异常来自海水，无

论是俯冲带地幔的熔融还是海洋的干涸，都会导致

地表高钾和高钠，也是冈底斯山原先是洋—陆转换

带的证据。

那么，洋陆转换带是如何造成大陆增生的呢？

众所周知，成熟的俯冲带是一个生成大陆型岩石圈

的“工厂”，这里有大量海洋沉积物中析出的海水，

有洋脊俯冲和冷俯冲板片吸引过来的热流，也有沉

积岩和洋壳玄武岩等大量物源。在水、热和物源的

共同作用下，俯冲带上方软流圈被交代和熔融，形成

了沟—弧—盆系中特有的强烈的岩浆作用与火山喷

发，“制造”出各种大陆型岩石圈中的岩石（见图

１１）。首先是俯冲的大洋板块脱水交代地幔橄榄
岩，然后产生玄武质岩浆底侵上升。发育于离海沟

最近的外弧带，相当于岩浆弧的前锋位置，形成ＴＴＧ

（云英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岩套，它

们的源岩即是贫 Ｋ２Ｏ的玄武岩（邓晋福等，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上升的玄武质岩浆在下地壳产生顶蚀和分
异，在中地壳形成长英质部分熔融区。富Ｎａ的ＴＴＧ
岩套形成在岩浆弧的外带，ＧＧ花岗岩组合发育于
岩浆弧的主带。从外带—主带—内带的花岗岩组合

Ｋ２Ｏ和Ｋ２Ｏ／Ｎａ２Ｏ比值升高，表征俯冲带逐渐加深。
由于俯冲洋壳发生强烈的岩浆作用，岩浆通过花岗

岩侵位、铁镁质岩墙和长英质火山喷发三种形式，使

大陆增生，并在板块碰撞后上隆为高山。

从图８青藏高原地壳纵波波速变化看，从冈底
斯洋陆转换带到巴颜喀拉地体下地壳的波速都具有

双峰。通常下地壳的平均波速可由６７ｋｍ／ｓ变化
到７３ｋｍ／ｓ，闪长岩、角闪岩、麻粒岩及辉长岩都处
在这一波速段。地盾区及裂谷区下地壳的波速分布

具有双峰现象，即统计波速分布有６６～６８ｋｍ／ｓ
和７１～７５ｋｍ／ｓ两个峰。在显生宙形成的波速
６６～６８ｋｍ／ｓ的下地壳与基性岩石相对应，而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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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西藏自治区氧化钾（上）和氧化钠（下）地球化学图（谢学锦供图），显示冈底斯
洋陆转换带和板块缝合线大片异常区

Ｆｉｇ．１０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Ｋ２Ｏ（ａ）ａｎｄＮａ２Ｏ（ｂ）ｗｉｔｈ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ａｒｅａｔｈａｔ

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ａｎｄｉｓｅ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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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俯冲工厂生成大陆型岩石圈的岩石示意剖面图
Ｆｉｇ．１１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ｏｃｋｓ

红星指示震源频发区

ｓｔ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ｚｏｎｅｓ

～７５ｋｍ／ｓ的高速体可能由玄武质岩浆地幔底垫
作用形成。在洋—陆转换带，双峰的下地壳波速是

岛弧型岩浆活动的结果。在青藏高原北部，双峰既

可能是古洋陆转换带岛弧型岩浆活动产物的遗存，

也可能是陆—岛碰撞时大洋板块仰冲碎片的遗存。

但是，在羌塘和冈底斯下地壳却是含低速层的双峰，

波速分布为６５～６６ｋｍ／ｓ和７１～７２ｋｍ／ｓ两个
峰。这种含低速层的特殊双峰，低速层可能为陆—

陆碰撞期后与拆沉伴生的岩浆活动所引起，也可能

是陆—陆碰撞时上地壳岩块挤入碎片的遗存。

从青藏高原岩石圈结构看来，青藏高原内包含

有两条碰撞带，四条显生宙的洋—陆转换带或俯冲

增生楔，以及羌塘、拉萨、昌都、兰坪—思茅等多个拼

合地体，详见图１２。图１２为青藏高原构造单元的
划分与地震分布图。图１３为青藏高原航空磁测异
常图。由于大陆碰撞带缝合线两侧发育有以蛇绿岩

套为代表的仰冲洋壳，俯冲带也残留有由蛇绿岩套

为代表的边缘海扩张脊，强磁性的蛇绿岩套在基岩

出露广泛的高原区必定产生串珠状的强磁异常带。

因此，用磁测异常图可以比较准确地对大陆碰撞带

及古俯冲带定位。图１２用数字编号的构造单元边
界，就是用图１３的航空磁测异常图定位出来的。

图１２青藏高原内的两条碰撞带，北边一条是昆
仑山—阿尼玛卿山—西秦岭的古特提斯洋封闭形成

的，古特提斯洋位于华北克拉通、塔里木克拉通和羌

塘地体、扬子克拉通之间。这条碰撞带北边为古特

提斯洋俯冲形成的洋—陆转换带，包含柴达木地体

及其它一些大陆碎片，后经羌塘—昌都地体碰撞升

高成陆。南边为羌塘—昌都地体北缘洋—陆转换带

形成的大陆增生楔，由于羌塘—昌都地体和扬子克

拉通之间没有发生碰撞，在松潘—甘孜一带形成了

宽大的复理石盆地。另一条雅鲁藏布江碰撞带是特

提斯洋封闭形成的，特提斯洋位于羌塘地体、扬子克

拉通和印度次大陆之间。这条碰撞带北边为特提斯

洋俯冲形成的冈底斯洋—陆转换带，包含拉萨地体

及南边保山陆块等，后经印度次大陆碰撞升高成陆。

雅鲁藏布江南边为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北缘洋—陆

转换带形成的大陆增生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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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青藏高原构造单元划分与地震分布图（底图引自邓起东，２００２）
Ｆｉｇ．１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ｅ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

蓝色细线为邓起东编活动断裂，红色粗线为碰撞缝合带，蓝色粗线为洋陆转换带（ＯＣＴ）边界带，
绿色粗线为古特提斯洋增生洋陆转换带的大致东界。红色圆圈为５级以上地震位置
ｒ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ｓｈｏｗ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ｔｈｉｃｋｂ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ｓｓｈｏｗ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

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ｓｈｏ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虽然青藏高原的岩石物质形成在大陆碰撞之

前，但是现今岩石圈的构造格架主要形成于大陆碰

撞作用。印度次大陆与亚欧板块碰撞不仅形成了喜

马拉雅碰撞造山带，而且使整个东亚岩石圈变形，其

范围远远超过青藏高原（Ｍｏｌｎａｒ，１９８８；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Ａｖｏｕａｃａｎｄ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１９９３；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
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图１４为印度与亚欧板块碰撞过程两
种物理模拟结果解释示意图，其中图 １４ａ为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用蜂蜜沙盘模型作出的碰撞不同阶段岩
石圈变形模式，对物理模拟结果的动力学机制主要

解释为碰撞产生挤出效应（Ａｖｏｕａｃａｎｄ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９３），最典型的挤出发生在云贵和东南亚，一直影
响到南海的打开。图１４ｂ为 Ｄｅｗｅｙ等于１９８９年提
出的非挤出模型（见：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显示
了东亚广泛分布的岩石圈变形，理模拟结果的动力

学机制主要解释为陆块的碎裂、旋转和走滑拼合。

图１４ｃ、ｄ为他们根据实验对东亚岩石圈变形机制作
出的两种结果解释：图１４ｃ为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挤出模型，
箭头指示挤出地块和运动方向；这种模型还衍生出

一种新的形式，叫碰撞逃逸，即碰撞冲量转换为小地

块“逃逸”的动能。图１４ｄ为 Ｄｅｗｅｙ等１９８９年提出
的非挤出模型（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３；ＢｕｒｇａｎｄＦ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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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青藏高原航空磁测异常图（引自熊盛青等，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３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ｍａｐｏｆ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ｏｕｒｃｅ：Ｘｉ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蓝色为负异常，红色为正异常。数字编号为断裂带名称标记，断裂带位置与名称与图１２相同
Ｒｅｄｓｈｏｗ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ｕｒｖｅ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２

１９８０；许志琴等，１９９７；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肖序
常等，２００７），认为小地块虽然有位移发生，但变形
以走滑旋转作用为主导，旋转运动方向见图中箭头

所示。左旋的断裂转化为右旋的剪切带，泄散了大

陆碰撞的冲量，并通过走滑旋转把小地块拼合成为

大陆。目前，碰撞逃逸和走滑旋转这两种模型都有

一定的地壳调查依据，可认为是碰撞作用派生出的

两种动力学模式。

４　苏鲁碰撞造山带与超高压变质作用
现在来看与阿尔卑斯和喜马拉雅不同类型的碰

撞造山带，它们虽然也是壮观的大陆碰撞造山带，但

是不属于裙边碰撞类型。位于中国东部的大别—苏

鲁造山带的地质构造，具有以下４点特征 （杨文采
等，１９９９ａ，ｂ，ｃ，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９；ＸｕＺｈ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ｂ）：

（１）造山带内没有发现同碰撞期的典型的蛇绿
岩套，难以确认缝合线。

（２）造山带内同碰撞期的海相沉积不发育，也
没有发现同碰撞期的火山弧，表明造山带内洋—陆

转换带不发育。

（３）造山带核部的组成岩石主要为前寒武纪老

０５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图１４印度与亚欧板块碰撞过程两种物理模拟结果解释示意图（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Ｆｉｇ．１４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

（ｓｏｕｒｃｅ：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ａ）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沙盘蜂蜜模型，指示挤出效应；（ｂ）Ｄａｖｙ—Ｃｏｂｂｏｌｄ碰撞模拟，显示广泛分布式变形。（ｃ）、（ｄ）为两种结果解释：（ｃ）为挤出
模型，箭头指示挤出地块和运动方向；（ｄ）为非挤出模型（Ｄｅｗｅｙ等于１９８９年提出；见：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箭头指示地块旋转运动方
向，左旋的断裂转化为右旋的剪切带

（ａ）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ｓ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ｓｃａｐ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ｂ）Ｄａｖｙ—Ｃｏｂｂｏｌｄ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ｗｅｙｅｔａｌ．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１９８９；ｓｅｅ：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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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麻岩，普遍经历了同碰撞期的超高压变质作用。

表明造山带内曾发生过剧烈碰撞和陆—陆深俯冲。

（４）造山带中广泛发育同碰撞期的地壳拆离断
裂和韧性剪切带，以及造山期后的 Ａ型或幔源花岗
岩基。

以上４点地质构造特征表明，与阿尔卑斯—喜
马拉雅碰撞造山带不同，大别—苏鲁造山带虽然发

生过强烈碰撞，但碰撞时洋—陆转换带不发育，不属

于裙边碰撞类型。当洋—陆转换带不发育的大洋闭

合时，两个刚性大陆板块发生的直接碰撞，可称为”

裸碰撞”或”硬碰撞”。在大洋盆地才打开后不久

时，如红海扩张或大西洋扩张早期，如果这时地应力

从拉伸转变为挤压，造成的大洋闭合及陆陆碰撞，便

属于裸碰撞。下面就参照区域壳幔结构的解构方法

和图３的模式，以大别—苏鲁的地壳上地幔结构来
推演裸碰撞的作用过程（杨文采，２０１４，Ｙａｎｇ
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１４）。壳幔结构的解构是恢复古板块碰
撞过程的一种方法，指按反时序逐渐将深反射地震

剖面上的反射构造抹除，从而获得某一期大地构造

作用之前的壳幔结构，据此逐步重建区域岩石圈板

块碰撞过程。

图１５是笔者等负责完成的过苏鲁地区的深反
射地震剖面（杨文采等，１９９９ａ，ｂ，ｃ，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９；ＸｕＺｈｉｑ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ａ，ｂ）。其中图（ａ）为过碰撞带的深反射地
震剖面位置及区域航磁异常图。图中强航磁异常带

标志苏鲁碰撞造山带中的超高压变质岩石，如榴辉

岩、橄榄岩及片麻岩，它们的磁铁矿及钛铁矿含量比

较高。用两条红线表示两条深反射地震剖面，它们

沿倾向对接起来成为完整的过苏鲁碰撞造山带的深

反射地震剖面，示如图（ｂ）。图中字母 Ｄ标示由碰
撞和陆—陆俯冲造成的中地壳拆离面，字母 Ｍ１标
示莫霍面，Ｍ５标示岩石圈底面。图（ｃ）为苏鲁碰撞
带的地质略图；图１５（ｄ）为根据推断的过苏鲁碰撞
带的地壳结构模型，对应位置剖面如图１５（ｃ）中红
线。深反射地震剖面图中扬子克拉通对华北克拉通

的俯冲清晰可见，碰撞后生成的花岗岩基也有突出

显示。

苏鲁地区碰撞造山发生在三叠纪，碰撞前扬子

克拉通俯冲的态势见图１６，这是由古地磁研究取得
的二叠纪全球大陆克拉通地体位置分布图。由图可

见，扬子克拉通位于华北克拉通之南方，二者之间有

古特提斯洋东支分隔，但分隔的洋面不宽，尚未有成

熟的洋—陆转换带发育，因此可以参照弹性碰撞的

理论对碰撞作用进行外推。根据苏鲁碰撞带现今的

岩石圈结构模型和碰撞的物理规律可以解构碰撞造

山作用的作用过程。图１７为解构重建的苏鲁碰撞
造山作用的地壳结构演化示意图，现今的岩石圈结

构模型位于图１７（ｅ）。由于晚侏罗世以来该区没有
发生过强烈的大地构造运动，现今的岩石圈结构与

１５０Ｍａ前岩石圈结构大体相同，没有明显改变，因此
现今岩石圈结构可上推到大约１５０Ｍａ前。

根据地质和定年研究，在早—中侏罗世（１９０～
１５０Ｍａ）碰撞带岩石圈发生造山后伸展和大规模岩
浆作用，沿大别—苏鲁碰撞带分布的岩浆活动走向

与碰撞带一致。造山后大规模岩浆作用产生的花岗

岩体在图１７（ｅ）用红色表示，它们在深反射地震图
上反映为

!

部相对透明而顶面有清晰的强反射，见

图１５（ｂ，ｄ）。岩浆活动还使俯冲前端大陆岩石圈
被熔断沉入软流圈。作为岩石圈解构的第一步，抹

除这些１９０～１５０Ｍａ期间大规模岩浆活动及有关作
用的地壳结构痕迹，对应的剖面模型见图１７（ｄ），得
到大约在２１０Ｍａ前后的岩石圈结构模型。这个岩
石圈结构模型显示碰撞晚期的陆—陆俯冲。华北和

扬子克拉通之间的陆—陆俯冲、拆离和超高压变质

岩块折返同时进行，俯冲前端大陆岩石圈破碎下沉

（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０９）。
根据地质定年苏鲁地区碰撞造山发生在三叠纪

（ＸｕＺｈ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ｂ），碰撞前扬子克拉通位
于华北克拉通之南方，二者之间有古特提斯洋东支

分隔（图 １６），但分隔的洋面不宽，尚未有成熟的
洋—陆转换带发育。据此，推测图１７（ａ）为碰撞前
古特提斯洋尚未完全闭合（２６０Ｍａ）时扬子和华北克
拉通的会聚模型；左边大陆为华北克拉通，右边大陆

为扬子克拉通，中间有古特提斯洋的东支。

对裸碰撞应参照物理学上的弹性碰撞的理论对

碰撞作用进行分析，即碰撞后必定有反弹。因此，主

碰撞期（２４０～２１５Ｍａ）应包含陆—陆碰撞（洋封闭）
阶段及紧接其后的反弹阶段（杨文采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在大别苏鲁碰撞开始发生在２４０Ｍａ左右，
碰撞可在两个克拉通接触部位，即大别—苏鲁碰撞

带及南侧的岩石圈发生“粉碎性骨折”，形成变形剧

烈的碰撞增生楔 （图１７ｂ）。紧接其后的反弹又造
成了扬子克拉通与华北克拉通之间短暂伸展的地应

力状态，为碰撞粉碎岩片的俯冲及折返创造了条件

（图１７ｃ）。大别—苏鲁碰撞带发生的弹性碰撞和反
弹，使碰撞后特提斯洋壳迅速沉入软流圈，而蛇绿岩

套及泥砾混杂堆积不在地面出现，但在陆—陆俯冲

２５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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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ａ）过苏鲁碰撞造山带的深反射地震剖面位置及区域航磁异常图。（ｂ）过苏鲁碰撞造山带的深反射地震剖面；字母Ｄ标示地壳拆离面，字母Ｍ１标示莫霍面。
（ｃ）苏鲁碰撞造山带的地质略图。（ｄ）过苏鲁碰撞造山带的地壳结构剖面，剖面对应位置如（ｃ）中红线

Ｆｉｇ．１５（ａ）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ｕｌｕ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ｂ）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
（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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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根据古地磁资料恢复的二叠纪洋陆位置（源于中国地质调查局２００９年年度报告中杨振宇项目简介）
Ｆｉｇ．１６（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ｂｌｏｃｋｓ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ｉｎＰｅｒｍｉ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ｓｏｕｒｃｅ：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ｕ’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９）

克拉通地体名称：ＳＫ—华北；ＹＺ—扬子；ＴＡ—塔里木；ＫＺ—哈萨克斯坦；ＥＵ—欧洲；ＡＦ—非洲；
ＮＡ—北美；ＳＡ—南美；Ａｒ—阿拉伯；ＩＮ—印度；ＡＵ—澳洲

Ｃｒａｔｏｎｔｅｒｒａｎｅｎａｍｅｓ：ＳＫ—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ＹＺ—Ｙａｎｇｔｚｅ；ＴＡ—Ｔａｒｉｍ；ＫＺ—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ＥＵ—Ｅｕｒｏｐｅ；
Ａ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Ａ—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ｒ—Ａｒａｂｉａ；ＩＮ—Ｉｎｄｉａ；ＡＵ—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到上地幔时板片前端发生高压或超高压变质作用，

产生高压或超高压变质岩片，它们大部分也沉入软

流圈。由于碰撞后发生的反弹或旋转，便使一部分

超高压变质岩片折返到上地壳来。

扬子克拉通和华北克拉通的碰撞不仅发生后续

的反弹，还发生后续的旋转，详见图１８（杨文采等，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２００９）。碰撞时扬子克拉通是主动冲撞
板块，碰撞在华北克拉通南沿的突出部，由于突出部

不在两克拉通重心的连线上，碰撞扬子克拉通后续

的旋转是必定会发生的。图１８为碰撞后反弹旋转
过程示意图，图１８（ａ）为古特提斯洋的东支即将封
闭（２５０Ｍａ）的卡通片，北方地体为华北克拉通，南方
地体为扬子克拉通，由古特提斯洋的东支分隔，对应

的剖面模型见图１７（ａ）。图１８（ｂ）为古特提斯洋碰
撞和反弹的卡通片（２３０Ｍａ），（ｄ）为碰撞后并未发
生旋转时俯冲前端克拉通相对位置 （２３１Ｍａ），对应
的剖面模型见图１７（ｂ）。图１８（ｃ）为碰撞后反弹拉
伸和右旋的卡通片（２２０～２１５Ｍａ），对应的剖面模型
见图１７（ｃ）。

对比阿尔卑斯—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由上述

分析和解构可知，在中生代秦岭—大别—苏鲁碰撞

造山作用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碰撞前期（２７０～２４０Ｍａ），见图１７（ａ）。这
个阶段主要为古特提斯洋岩石圈的俯冲。在裙边碰

撞造山带中一般有俯冲作用的增生产物，包括俯冲

增生楔内的岛弧增生杂岩和边缘海沉积岩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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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苏鲁碰撞造山作用的地壳结构演化阶段示意图
Ｆｉｇ．１７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ｌｕ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
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５（ｂ）

（ａ）碰撞前期大洋尚未完全闭合（２６０Ｍａ）；左边大陆为华北克拉通，右边大陆为扬子克拉通，会聚洋为古特提斯洋的东
支。（ｂ）碰撞期大洋完全闭合（２４０Ｍａ）；有缝合线但没有俯冲作用增生楔和大陆碰撞增生楔。（ｃ）碰撞后反弹拉伸并开
始陆—陆俯冲（２３０Ｍａ），缝合线被变形破坏。（ｄ）碰撞后期陆—陆俯冲（２１０Ｍａ），原大陆地壳俯冲拆离和拆返同时进行，
俯冲前端大陆岩石圈破碎下沉。（ｅ）碰撞期后岩浆作用和大陆拼合（１５０Ｍａ），俯冲前端大陆岩石圈被熔断碎沉入软流
圈。华北克拉通和扬子克拉通地壳通过岩浆作用熔合

（ａ）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２６０Ｍａ）；（ｂ）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２４０Ｍａ）；（ｃ）ｒｅｂｏｕ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２３０Ｍａ）；（ｄ）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２１０Ｍａ）；（ｅ）ｐｏｓｔｏｒｏｇｅｎ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ｇｍａ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１５０Ｍａ）

别—苏鲁碰撞带向西与桐柏—秦岭造山带连接，秦

岭造山带有同俯冲期的火山岛弧与其它同俯冲期

洋—陆转换带增生产物，而大别—苏鲁碰撞带仅在

北淮阳发现有复理石岩套，它属于洋底沉积。因此

认为，秦岭造山带可归属于裙边碰撞，而大别—苏鲁

碰撞带应归属于裸碰撞。

（２）主碰撞期（２４０～２１５Ｍａ）。这个阶段包括
陆—陆碰撞（洋的封闭）及紧接其后的反弹，见图１７
（ｂ，ｃ）。在大别苏鲁碰撞开始发生在２４０Ｍａ左右，
碰撞使两个克拉通地体接触，紧接其后的反弹又造

成了扬子克拉通与华北克拉通之间短暂伸展的地应

力状态，为扬子克拉通俯冲前端的超高压变质岩片

的折返创造了条件。刚性碰撞造成的反弹造成了裸

碰撞与裙边碰撞本质上的区别。由于比较松软的洋

陆转换带岩石圈夹在中间，裙边碰撞时不发生典型

的反弹，碰撞产物中包括挤出仰冲蛇绿岩套，但少有

超高压变质岩片的折返。大别—苏鲁碰撞带发生典

型的刚性碰撞和反弹，碰撞产物中少有蛇绿岩套及

泥砾混杂堆积，但在陆—陆俯冲到上地幔时板片前

端发生高压或超高压变质作用，通过碰撞后发生的

反弹，可使一些超高压变质岩片折返到上地壳来。

（３）碰撞晚期（２１５～１９０Ｍａ）。碰撞晚期的作用
为陆—陆俯冲与高压或超高压变质岩片折返期，克

拉通相对位置见图１８（ｅ），图中方格网表示俯冲前
端局部拉张超高压变质岩片折返区位置。对应的剖

面模型见图１７（ｄ）。由于大陆板片不如大洋板片密
度大，陆—陆俯冲的深度比大洋俯冲小，一般只到软

流圈（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４）造山后期（１９０～１４５Ｍａ）。碰撞造山过程逐

渐停息，两大陆板块间的应力从挤压转化为拉张的

阶段。碰撞造山诱发的岩石圈拆离和变形仍在进行

但渐趋平息，碰撞带中遗留的岩石圈缝隙在造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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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大别—苏鲁碰撞带裸碰撞后反弹拉伸和扬子克拉通右旋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１８Ｃａｎｔｏｎ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ｎｏＫｏｒｅａｎｃｒａｔｏｎａｎｄＹａｎｇｔｚｅｃｒａｔｏｎ

（ａ—ｃ）为卡通说明，（ｄ—ｆ）为相对位置表示。（ａ）碰撞前期大洋即将闭合（２５０Ｍａ）；北方地体为华北克拉通，南方地体为扬子克拉通，由
古特提斯洋的东支分隔。（ｂ）碰撞后反弹并沿碰撞带张裂 （２３０Ｍａ）。（ｃ）碰撞后反弹并发生旋转 （２１５Ｍａ）。（ｄ）碰撞后并未发生旋转
时克拉通相对位置 （２３１Ｍａ）。（ｅ）碰撞后期陆—陆俯冲与高压或超高压变质岩片折返时两个克拉通相对位置 （２１０Ｍａ）。方格网表示俯
冲前端局部拉张区位置。（ｆ）碰撞反弹后扬子克拉通右旋，带动秦岭陆—陆碰撞，最后形成秦岭—大别—苏鲁碰撞造山带 （１７０Ｍａ）
Ｃａｎｔｏｎｓ（ａ—ｃ）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ｉｍｅｓａｔ２５０Ｍａ，２３０Ｍａａｎｄ２１５Ｍａ．（ｄ）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ｔａｂｏｕｔ２３０Ｍａ；（ｅ）ｒｅｂｏｕ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ｔ
ａｂｏｕｔ２１０Ｍａ；（ｆ）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ｔａｂｏｕｔ１７０Ｍａ

期为侵入岩浆所贯穿和缝合。沿大别—苏鲁碰撞带

分布的侏罗纪的岩浆活动，以及磨拉石槽盆也在这

个阶段伴随而生。造山后期俯冲前端大陆岩石圈全

部被熔断沉入软流圈，华北克拉通和扬子克拉通地

壳通过岩浆作用熔合。

在大地构造物理学中，演化重建的实验基础为

地壳上地幔探测结果，理论基础为宏观物理学定理，

演化模型和地壳上地幔探测结果必须具有高度的一

致性。图１９苏鲁碰撞带深反射地震剖面和现今的
地壳结构模型的比较。比较图１９苏鲁碰撞带深反
射地震剖面（ａ）和演化模型图１７（ｅ）可见，两者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

５　结论
（１）在大地构造物理学中，演化重建的基础为

地壳上地幔探测结果和宏观物理学定理，方法为岩

石圈结构模型的解构。对阿尔卑斯碰撞带和苏鲁碰

撞带演化重建表明，现今的地壳上地幔探测结果和

演化重建模型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２）大陆碰撞使洋陆转换带岩石圈正式拼入大
陆板块，造成大陆的增生。洋陆转换增生的大陆体

积，在大陆碰撞后成为大陆板块的组成部分。

（３）阿尔卑斯—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在碰撞前
陆缘广泛发育有洋—陆转换带，这种碰撞称为裙边

碰撞。由于比较松软的洋陆转换带岩石圈夹在中

间，裙边碰撞时不发生典型的刚性碰撞和反弹，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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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苏鲁碰撞带深反射地震剖面和现今的地壳结构模型的比较：（ａ）深反射地震剖面；
（ｂ）现今的岩石圈结构，图中方框内为剖面（ａ）的范围

Ｆｉｇ．１９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Ｓｕｌｕ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ＣＣＳ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ｓｉｔｅ

产物中常见蛇绿岩套及泥砾混杂堆积，少见超高压

变质岩片的折返。

（４）大别—苏鲁碰撞造山带在碰撞前洋—陆转
换带不发育，这种碰撞称为裸碰撞。裸碰撞属于刚

性碰撞，碰撞时发生反弹，碰撞产物中少见蛇绿岩套

及泥砾混杂堆积，常见超高压变质岩片的折返。裸

碰撞后的反弹为超高压变质岩片的折返创造了条

件。

（５）裙边碰撞和裸碰撞的作用过程都可分为四
期，第一期为碰撞前期，第四期为后造山期。裙边碰

撞和裸碰撞的不同在于，第二期主碰撞期裙边碰撞

冲撞大陆板块没有明显反弹，第三期陆—陆俯冲期

超高压变质岩片折返不明显。

（６）造山后期是碰撞造山过程逐渐停息期，即
两大陆板块间的应力从挤压转化为拉张的阶段。这

时两大陆板块之间有了共同的一个旋转极，但是碰

撞造山诱发的岩石圈拆离和变形仍在进行，碰撞带

岩石圈成为大陆内部热流会聚和岩浆活动的优选通

道，诱发强烈的岩浆活动。

大陆碰撞作用指由于大陆从相互接触到拼合的

所有作用，本篇讨论的碰撞造山作用只是其中的一

种，下篇再讨论的大陆碰撞作用的其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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