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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壳上地幔构造看大陆岩石圈伸展与裂解

杨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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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讨论大陆岩石圈拆沉、伸展与裂解作用过程。由于大陆岩石圈厚度大而且很不均匀，产生裂谷

的机制比较复杂。大陆碰撞远程效应的触发，岩石圈拆沉，以及板块运动的不规则性和地球应力场方向转折，都可

能产生岩石圈断裂和大陆裂谷。岩石圈拆沉为在重力作用下“去陆根”的作用过程，演化过程可分为大陆根拆离、地

壳伸展和岩石圈地幔整体破裂三个阶段。大陆碰撞带、俯冲的大陆和大洋板块、克拉通区域岩石圈，都可能产生岩

石圈拆沉。大陆岩石圈调查表明，拉张区可见地壳伸展、岩石圈拆离、软流圈上拱和热沉降；它们是大陆岩石圈伸展

与裂解早期的主要表现。从初始拉张的盆岭省到成熟的张裂省，拆离后地壳伸展成复式地堑，下地壳幔源玄武岩浆

侵位，断裂带贯通并切穿整个岩石圈，表明地壳伸展进入成熟阶段。中国东北松辽盆地和西欧北海盆地曾处于成熟

的张裂省。岩石圈破裂为岩浆侵位提供了阻力很小的通道网。岩浆侵位作用伴随岩石圈破裂和热流体上涌，成熟

的张裂省可发展成大陆裂谷。多数的大陆裂谷带并没有发展成威尔逊裂谷带和洋中脊，普通的大陆裂谷要演化为

威尔逊裂谷带，必须有来自软流圈的长期和持续的热流和玄武质岩浆的供应。威尔逊裂谷带岩石圈地幔和软流圈

为地震低速带，其根源可能与来自地幔底部的地幔热羽流有关。

关键词：大陆板块；地壳伸展；岩石圈裂解；拆沉；张裂省；幔源浆侵位

　　

１　导言
前四篇评述已经讨论了从地壳上地幔探测看大

陆岩石圈增生之地质作用（杨文采等，２０１４ａ—ｄ），
包括洋陆转换、大陆碰撞和克拉通化等；本篇讨论和

大陆岩石圈增生反对称的地质作用过程：大陆岩石

圈的伸展与裂解。在洋陆转换和大陆碰撞地质作用

中，板块之间的挤压力起主要作用；而在大陆裂解

作用中，大陆板块内部受到的拉伸应力起主要作

用。本篇主要评述张裂区（省）和大陆裂谷发生的

大陆伸展与裂解地质作用过程，作用的后果是产生

大型沉积盆地、张裂省及大陆裂谷。

大地构造单元可按属性划分为稳定大地构造单

元、过渡构造单元和活动构造单元三大类（图１），而
后二者又可分为挤压型和拉张型两亚类。大陆构造

单元还可按形成年代来划分。如年龄 ＞１８００Ｍａ的
太古宙和古元古代构造单元，年龄在１８００～８００Ｍａ
之间反映罗迪尼亚超级大陆汇聚和裂解的构造单

元，年龄在８００～２５０Ｍａ之间反映潘吉亚超级大陆
汇聚和裂解的构造单元，和年龄 ＜２５０Ｍａ的中—新
生代构造单元等。表１列出这种大陆大地构造单元
划分的名称，它们可用作大陆板块的二级构造单元。

表中用名词“张裂省”代替过去常用字“盆岭省”，以

便于区分大地构造学与地理学的名称。

上篇讨论了长期的底垫作用和克拉通化使岩石

圈底部不断加厚、加密，也使它从重力均衡状态逐渐

走向不均衡与失稳，最后可能诱发岩石圈底部的垮

塌和拆沉，以及软流圈物质的不可避免的上涌，导致

大陆拉伸和张裂，这种岩石圈地质作用和克拉通化

正好相反，因为可称为去克拉通化。重力拆沉作用

就是一种典型的去克拉通化，大陆裂谷作用也是。

本篇将讨论去克拉通化作用，即促进大陆岩石圈减

薄、伸展和破裂的大地构造作用及相关的动力学模

型。同时，我们将尽量少用地幔热羽流假说作为论

据，因为地幔热羽流假说尚未有直接证据的验证。

板块构造学对拉张型板块边界有详细的描述

（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Ｄｕｒｒｈｅｉｍ，１９９１；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ａｎｄ



图１全球一级大地构造单元分区：稳定区、活动区和转型区
Ｆｉｇ．１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ａｓｉｃｕｎｉｔｓ：ｓｔａｂ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８；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Ｗａｒｄｌｅａｎｄ
Ｈａｌｌ，２００２；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Ｆｏｗｌｅｒ，２００５；Ｌｅｅｄｅｒ
ａｎｄＰｅｒｅｚＡｒｌｕｃｅａ，２００６；杨文采，１９９８，２００９）。

表１大陆大地构造单元
Ｔａｂｌｅ１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ｂｙａｇ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年代 稳定 过渡 活动

挤压 拉张 挤压 拉张

＞１８００Ｍａ 克拉通 （未分）

１８００～８００Ｍａ 克拉通 罗迪尼亚期构造转换带 罗迪尼亚期构造活动带

８００～２５０Ｍａ 潘吉亚期洋陆转换带 潘吉亚期张裂（盆岭）省 潘吉亚期大陆碰撞带 潘吉亚期大陆裂谷

２５０～０Ｍａ 洋陆转换带 张裂（盆岭）省 大陆碰撞带 大陆裂谷

对全球而言，拉张型板块边界主要以大洋中脊为代

表，它是大洋岩石圈板块的生长源区，也是海底扩张

的中心地带，其主要特征是岩石圈张裂，玄武质岩浆

从岩石圈地幔底部涌出。在大陆上，大多数裂谷表

现为复式地堑构造，火山活动比较频繁，浅源地震比

较活跃，有高地热流异常。板块构造学中的威尔逊

旋回，解释了从大陆裂谷开始的大洋打开到形成大

洋中脊的过程。但是，威尔逊并没有解释大陆裂谷

形成过程的细节。因此，在板块构造学建立之后，许

多学者试图对大陆裂谷的形成进行解释，引起了拆

沉说和地幔柱说之间的争论。从动力学观点看，这

场争论的焦点在于：大陆裂谷的形成是重力主导还

是热力主导？本篇不打算详细讨论这场争论，只想

通过全球对比典型地壳上地幔调查成果看大陆板块

内岩石圈减薄、伸展和破裂的作用过程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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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岩石圈裂解作用过程属于大陆从稳定相态

向活动相态转型的大地构造作用。图１展示了全球
岩石圈的稳定区、活动区和转型区，大陆裂谷属于转

型区，在图中显示为桔黄色区域。由图１可见，大陆
裂谷区主要包括东非、格陵兰西南、英吉利海峡及莱

因盆地、美国西部盆岭省、贝加尔、松辽和华北东部。

按照这些大陆裂谷区发生时序对比其地壳构造，便

可以概略地恢复大陆裂谷发育演化的阶段，揭示大

陆岩石圈裂解作用过程的规律性。下面首先以贝加

尔裂谷入手，看大陆岩石圈断裂带的发生。

２　大陆岩石圈断裂和地壳拆离
大陆岩石圈裂解作用表现在岩石圈断裂带的发

育，而地壳上地幔地球物理探测揭示了三大类岩石

圈断裂的存在。岩石圈断裂指从地表向下穿过莫霍

面到达上地幔的断裂，也可分为正断层、逆断层和走

滑断层三大类。岩石圈逆断层与洋陆俯冲和陆陆俯

冲有关，如印度板块向亚欧板块的俯冲，在上篇己经

讨论过 （杨文采等，２０１４ｂ—ｄ）。走滑断层产状很
陡，贝加尔裂谷和郯庐断裂带都是它们的典型。岩

石圈拆离正断层产状较缓，详见后述之讨论。

板块构造学认为，大陆裂谷是地球岩石圈从陆

到洋转换与大陆裂解的先兆。如本评述上篇所述

（杨文采等，２０１４ｄ），长期的底侵作用和克拉通化最
终可使它逐渐走向重力不均衡与失稳，导致大陆岩

石圈底部的垮塌和拆沉，软流圈物质的上涌以及地

壳拉伸。但是，由于大陆岩石圈不仅比大洋厚得多，

而且内部物质很不均匀，强度也有较大变化，因此产

生裂谷的机制也要复杂得多。

根据岩石物理学研究可知（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
２０１４），岩石的抗张极限强度远小于抗压极限强度。
换句话说，地壳和地幔岩石在受挤压时不易破裂，在

受拉张时容易破裂。在表２中，给出了岩石的抗张
极限强度和抗压极限强度实验数据。由表可见，未

风化的结晶岩石的压缩极限强度一般很高，与金属

同一数量级；但拉伸极限强度一般很低，比金属小１
～２个数量级。地壳中与拉伸有关的正断层出现频
数远大于逆断层，原因就在这里。大陆岩石圈裂解

作用过程开始于岩石圈断裂的发生。由于地壳和地

幔岩石在受拉张时容易破裂，可以使拉张区拆离作

用穿过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岩石圈断裂指切穿整

个岩石圈的破裂带，在大陆内部，岩石圈断裂的发生

还有多种原因。贝加尔裂谷是现今大陆内部最年轻

的大陆裂谷之一，我们先以贝加尔裂谷入手，看大陆

岩石圈断裂带的构造。正如本评述前几篇讨论过

的，大陆岩石圈活动带内部存在许多强度较弱的地

带，在外力作用下，这些强度弱的地带将首先发生形

变。贝加尔位于中生代蒙古—鄂霍次克碰撞带北侧

（见图２），正属于强度较弱的中生代大陆碰撞带边
缘（杨文采和于常青，２０１４）。作为印度—亚欧板块
碰撞远程效应的一个发生处，贝加尔地区发生了岩

石圈断裂，并形成地堑和贝加尔湖。

表２常见材料抗张和抗压极限强度
Ｔａｂｌｅ２Ｌｉｍｉｔ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ｏｍｅｓｏｌｉ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材料

拉伸极限

强度

（×１０７Ｎ／ｍ２）

压缩极限

强度

（×１０７Ｎ／ｍ２）
注

铸铁 １０～２２ ３７～８８ 强度高

铜 ２４ ４２ 强度高

钢 ５０ ４０ 强度高

砂岩 ０．２ ４～１５ 抗压强度较高

石灰岩 ５～１５ 抗压强度较高

花岗岩 ０．３ １２～２６ 抗压强度高

松木 ８．０ ４．０
橡胶 ５ ５ 泊松比＝０．４２８６

图２为通过贝加尔湖表层地质剖面图和地震 Ｐ
波速度剖面图，并由此得出岩石圈断裂模型和推测

地壳剖面（ＪａｈｎＢＭ，２００４；Ｗａｒｒｅｎ，２００９；任纪舜、
牛宝贵、王军等，２０１２）。图中标明了岩石圈断裂的
位置（见图２ｄ）及其陡倾穿过地壳并在北东侧形成
地堑的形态（见图２ｃ）。由图可见，岩石圈断裂位于
贝加尔地堑北侧，穿过莫霍面，地堑宽度只有３０ｋｍ
左右。图中黑圈表示板内地震源深度在 １０ｋｍ上
下，与断裂活动密切相关；上地壳下面有韧性剪切

带，由地壳拉伸造成的拆离作用形成。贝加尔地堑

下方莫霍面隆起约６ｋｍ，指示玄武质岩墙的底侵，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大兴安岭深反射地震剖面上（杨

文采和于长青，２０１４ｃ）。贝加尔地壳剖面说明，大陆
内岩石圈断裂不一定源于区域应力场的不均衡，也

可能为大陆碰撞等其它因素触发。但是，发生在贝

加尔湖一带的岩石圈断裂并没有马上造成大陆的裂

解，它能否打开为像东非大裂谷那样的大洋萌芽

（称为威尔逊裂谷）还取决于区域应力场的今后发

展（Ｌｅｃｈ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除了大陆碰撞触发之外，岩石圈断裂的发生还

可源于地壳伸展。地质学家早已指出，大陆上多数

沉积盆地的形成与地壳伸展作用有关。１９７８年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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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ａ）过贝加尔湖表层剖面图；（ｂ）地震Ｐ波速度剖面图；（ｃ）推测岩石圈断裂模型类型，三层分别
为中—上地壳、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ｄ）地壳剖面图，黑圈为板内地震源

Ｆｉｇ．２（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ＬａｋｅＢａｙｋａｌ；（ｂ）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ｄ）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肯瑟提出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１９７８），这种地壳拉张区的作
用可用图３的纯剪切模型来解释。由于地壳拉张使
粘滞系数较小的中—下地壳岩石发生蠕动，中—下

地壳岩层顶面发生沿近水平剪切面的解耦，形成拆

离面，见图３（ａ）。拆离面的两端即地壳拆离终结点

地应力集中，易发生地震，并产生活动断层。拆离面

上方岩层拉伸的结果发生正断层和地堑等伸展构

造。

大陆碰撞带的地壳拆离构造主要发生在中地壳

顶部（杨文采，１９９８，２００９），而拉张区的地壳拆离构

８４９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图３大陆拉张区的三种岩石圈拆离作用模型
Ｆｉｇ．３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ａ）麦肯瑟模型；（ｂ）沃尼卡单纯剪切模型；（ｃ）大陆拆离伸展模型。红线代表拆离面，黄色代表中下地壳韧性层
（ａ）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ｍｏｄｅｌ；（ｂ）Ｗｅｒｎｉｃｋ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ｃ）Ｌｉｓ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ｒ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ｙｅｌｌｏｗｓｈｏｗｓｄｕｃｔｉｌ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

造与大陆碰撞带不大一样。为说明这一区别，先来

说明相关的构造，以前叫铲式断层、犁式断层，笔者

认为称为正凹断层（ｌｉｓｔｒｉｃｆａｕｌｔ）更为准确，它指断裂
面倾角由陡向下逐渐变缓变平的正断层。称为正凹

断层因为它的属性为正断层，而倾角变化特征为向

下凹。在图３ａ的麦肯瑟地壳拉伸模型中，标示了正
凹断层发育位置。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１９７８）指出，当大陆岩
石圈在拉张力作用下，韧性下地壳受剪切应力作用

而减薄，而脆性上地壳底部受此剪切力作用而破裂，

导致正凹断层成组发育，和地表地堑式沉积盆地的

出现，这种作用称为构造伸展。构造伸展之后，变薄

的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自然会被下方较热的软流圈

上拱所填充，当填充物逐渐变冷后，由于下方岩石密

度加大而体积缩小，其上方的沉积盆地会同步沉降

加深，体积扩大，引起的沉降作用称为热沉降，作用

期远比构造伸展作用长。大型沉积盆地起源于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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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起因于热沉降，这是麦肯瑟模型的要点。

图４（ａ）美国盆岭省反射地震剖面图；（ｂ）美国盆岭省地面断裂分布平面图；
（ｃ）拉张区地堑平面分布的三种类型示意图

Ｆｉｇ．４（ａ）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ｆａｕｌ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
（ｃ）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ｒａｂｅ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ｕｒｃｅ：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８）

麦肯瑟模型是一个轴对称模型，其中地壳拆离

只发生在中—下地壳。然而，在许多拉张伸展地区，

更为多见的是不对称的倾斜拆离面的情况，典型例

子如美国的盆岭省。为解释倾斜拆离面的构造伸展

作用，在麦肯瑟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沃尼卡

（Ｗｅｒｎｉｃｋｅ）单纯剪切模型（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１９８９；Ｊｏｌｉｖｅｔ
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 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ｈ ａｎｄ
Ｎｅｇｅｎｄａｎｋ，２００９），此模型认为岩石圈拉伸时整个
岩石圈发生低角度正断层运动形式的拆离，见图

３ｂ。纯剪切模型的特点是由剪切导致的地壳拆离倾
斜穿过下地壳和莫霍面，整体上的构造体制完全不

对称，软流圈上拱和热沉降会偏离于上地壳构造拉

伸盆地。但是，这个模型回避了位于韧性下地壳和

软流圈之间的刚性岩石圈地幔是否被拆离，在结构

上不能令人信服。于是，又有人提出了大陆拆离伸

展模型（Ｌｉ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６），它相当于上述两种模

型的结合，见图３ｃ。此模型保留了麦肯瑟模型的上
地壳拆离、软流圈上拱和热沉降；应用了纯剪切模型

穿过下地壳的拆离，并把拆离伸展到岩石圈地幔，

更符合拉张区多见的岩石圈调查成果。

那么，为什么在拉张岩石圈中拆离作用可以穿

过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呢？这是因为岩石的力学性

质决定的，即岩石的抗张极限强度远小于抗压极限

强度所致（见表２）。换句话说，地壳和地幔岩石在
受挤压时不易破裂，在受拉张时容易破裂，便使拉张

区拆离作用容易穿过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由图

３ｂ、ｃ可见，受拉张时岩石圈拆离作用还会诱发幔源
岩浆侵位等一系列作用。

成熟的大陆岩石圈张裂省必然有切穿整个岩石

圈的破裂带，而不只是有地表常见的正凹断层，岩

石圈拉张伸展发生岩石圈断裂的模型图３ｃ就属于
这种情形。在地壳应变率高的情况下，沿主断裂岩

石圈垂向断距较大，但下地壳不再产生新的断裂，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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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主要发生在上地壳。在岩石圈拉张作用持续时，

地壳应变率虽然不一定高，但沿主断裂侧面还会断

开，可在下地壳产生一组平行断裂，因此地堑宽度越

来越大并不断叠合，可形成大型的复式盆地。

图５过东北松辽盆地反射地震剖面图（ａ）和地面断裂分布图（ｂ）（杨文采和陈志德，２００５）
Ｆｉｇ．５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ａ），

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ｂ）（杨文采和陈志德，２００５）

３　大陆岩石圈张裂的发展
美国盆岭省属于岩石圈张裂的早期阶段。盆岭

省地面构造图上近南北走向的正断层多如牛毛（图

４ｂ），说明研究区地壳已伸展成宽阔的复式地堑，但
是下地壳没有明显的反射体，断裂带尚未连接成穿

越全区的岩石圈断裂。根据图３所示的构造伸展和
热沉降模型可以推测，如果盆岭省进一步伸展成为

成熟的张裂省，上地壳将发育成大型沉积盆地，断裂

带将发育成穿越全区的岩石圈断裂，下地壳将充斥

幔源岩浆侵位的玄武岩枝，这就是中国松辽盆地的

情况（杨文采和陈志德，２００５；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ａｎｄ
ＣｈｅｎＺｈｉｄｅ，２００６）。图５为过东北松辽盆地的反射
地震剖面图（图５ａ）和地面断裂分布图（图５ｂ），这
个地区是宽阔的复式地堑，剖面图中显示多条穿越

岩石圈的断裂，并在下地壳充满了幔源玄武岩浆侵

位的反射体，这种反射组构称为拱弧反射。从地面

断裂分布（图５ｂ）可见，松辽盆地的断裂带已相互贯
通，发育成穿越全盆地的岩石圈断裂。从很少玄武

岩浆侵位到充满幔源玄武岩浆侵位的下地壳，从牛

毛状散布的断裂到相互贯通断裂带，说明地壳伸展

和地堑扩张进入了一个孕育裂谷的新的阶段。幔源

玄武岩浆侵位在许多发育初期的裂谷带都有发现。

图６为过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三条反射地震剖面图
（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８ａ，ｂ），下地壳都有幔
源玄武岩浆侵位的强反射。侏罗纪初北海原是亚欧

板块西缘的陆缘裂谷带，后因为大西洋的打开挤压，

未能继续扩张成为洋中脊。从地堑深度和海水涌入

情况看来，北海裂谷的发育程度比松辽盆地又进了

一步。

４　大陆岩石圈拆沉作用
接下来讨论大陆岩石圈拆沉造成大陆岩石圈减

薄和地壳伸展。１９７９年伯德（Ｂｉｒｄ）最早提出用岩
石圈拆沉（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作用解释陆根消失和大陆
岩石圈减薄。他指出在板块汇聚地区岩石圈因挤压

而缩短增厚，使等温面下移，形成大陆岩石圈下凸的

根。下凸的根因变冷缩容而密度增大，导致陆根在

重力上失稳、拆离并沉陷到下方软流圈地幔中。图

７为伯德碰撞带岩石圈拆沉示意图；图７ａ为原先很
厚的碰撞带岩石圈，由于重力失衡后来拆沉了，见图

７ｂ。陆根被热软流圈所取代将引发快速的重力均衡
回跳，并使构造体制从挤压状态变为伸展状态，导致

岩石圈伸展作用的发生，见图７ｃ。伯德认为因洋壳
俯冲产生过厚的俯冲带岩石圈，后来由于重力失衡

拆沉，见图７ｄ。当大陆岩石圈克拉通化到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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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过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三条反射地震剖面图，下地壳都有反映幔源玄武岩浆侵位的强反射
Ｆｉｇ．６Ｔｈｒｅ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ＮｏｒｔｈＳｅ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ｓｏｕｒｃｅ：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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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通地区大陆根

也易于因重力失衡而被拆沉，岩石圈拆沉作用的后

果也产生大陆岩石圈减薄、上方地壳伸展并产生岩

石圈断裂。

那么，岩石圈拆沉作用有什么证据？图４为美
国盆岭省的地壳探测结果，为岩石圈拆沉作用提供

了佐证。图４ａ为美国盆岭省反射地震剖面图，地壳
较薄，厚度３０ｋｍ左右。莫霍面非常平，如刀切的一
样，下面岩石圈地幔很均匀，没有反射体，反映地壳

底部有岩石圈拆沉。地壳中可见到倾斜的拆离断裂

带，穿越整个地壳，形状与图３ｃ的模型相似，反映了
上地壳相对于中、下地壳的大规模拆离。沿拆离断

裂上盘产生一系列由倾向相反的高角度正断层组成

的断块，反映了盆岭区大规模的伸展活动。图４ｂ为
美国盆岭省地面断裂分布平面图，地面近南北走向

的正断层多如牛毛，说明研究区开始伸展成宽阔的

复式地堑，宽度达２００ｋｍ以上。图４ｃ示意拉张区
复式地堑的样式有三种类型：即连接的反向半地堑、

不连接的反向半地堑、和连接的同向半地堑。目前，

不少人用岩石圈拆沉作用对这种地壳构造的形成作

解释。

不过，盆岭省的伸展不仅可以用拆沉作用来解

释，也可以板块运动的不规则性和地球应力场方向

转折来解释。图８为 Ｗａｌｃｏｔｔ（１９９３）提出的盆岭省
伸展作用成因的模型（ＫａｙＲＷａｎｄＫａｙＳＭ，１９９３；
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由图可见，盆岭省位于大
平洋板块和洛基山造山带之间，西边以俯冲带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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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ａ）、（ｂ）碰撞造山带岩石圈拆沉原理示意图；（ｃ）、
（ｄ）俯冲带岩石圈拆沉原理示意图（据Ｂｉｒｄ，１９７９）

Ｆｉｇ．７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ｂｅｌｔ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ｂｅｌｔ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ｂｅｆｏｒｅ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
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Ｂｉｒｄ，１９７９）

安德列斯右旋走滑断裂为边界，东边也是一组右旋

断裂边界。于是，夹在其中的盆岭省便处于大地应

图８Ｗａｌｃｏｔｔ（１９９３）提出的盆岭省伸展作用成因
的模型 （据Ｊｏｌｉｖ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Ｆｉｇ．８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Ｗａｌｃｏｔｔ（ｓｏｕｒｃｅ：Ｊｏｌｉｖ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力场的拉张区，产生伸展作用在所难免。图８中背
向的双向箭头代表了拉张的方向，正交于应力场方

向的交错。对于中—新生代发生的岩石圈拆沉，最

直接的证据应该是拆沉到软流圈的大陆根残存，它

在地震层析图中反映为高速异常体。笔者在苏鲁地

区的研究就曾发现过拆沉到软流圈的高速异常体

（杨文采，张学明等，２００７；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

岩石圈拆沉作用属于岩石圈—软流圈相互作用

的一种，同时发生岩石圈的部分熔融（ＫａｙＲＷａｎｄ
ＫａｙＳＭ，１９９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图 ９ａ说
明，由于克拉通化使岩石圈增厚（上），较冷的陆根

吸引热流（见图中箭头），使陆根底部的两侧被软流

圈热流所融蚀，最后导致陆根两侧熔融连接而断底

（中）；最后克拉通岩石圈拆沉部分沉入软流圈中，

逐渐去水和流变（下）。岩石圈拆沉时熔融发生位

置在软流圈顶部，顶部的熔融是干岩石的熔融，位置

见图９（ｂ）。软流圈下部的熔融是湿岩石的熔融，与
去水作用析出水有关。图１０为说明岩石圈拆沉前
后岩石熔融发生的相图。岩石圈拆沉前为厚岩石

圈，橄榄岩的固相绝热曲线在地温曲线之上，因此陆

根得以保持稳定 （图１０ａ）。如果岩石圈拆沉后的
岩石圈厚度减薄一半，岩石圈底部温度仍为

１３００℃，地温曲线局部升到橄榄岩的固相绝热曲线
在之上（图１０ｂ），因此软流圈顶部和岩石圈底部出
现熔融区。

拆沉作用不仅发生在大陆，还可发生在俯冲大

洋板块和俯冲大陆板块。在讨论苏鲁地区陆—陆俯

冲时，笔者曾提到过碰撞造山后期的俯冲大陆板块

也发生拆沉作用（杨文采等，２００７，杨文采，２００９）。
总体上看，发生在克拉通区域的拆沉作用尺度较大，

从盆岭省的反射地震剖面（图４ａ）看来，不仅岩石圈
地幔可能全部拆沉，而且还可能涉及部分下地壳。

５　岩石圈断裂和幔源玄武岩浆侵位
地球物理学家关心伸展构造和裂谷带发育过程

中岩石圈地幔的变化。从地球物理学看来，从岩石

圈地幔的破裂到裂谷最终打开应该是一个长期和复

杂的过程，而且随时可能中断。比松辽盆地裂谷发

育更进一步的地区为莱茵地堑。图１１为通过莱茵
地堑的两条反射地震剖面及其解释。由图可见，裂

谷带下地壳的强反射体在岩石圈断裂附近断开了，

意味着这里的岩石与下方岩石圈地幔的岩石没有明

显的差别，下地壳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幔源玄武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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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ａ）克拉通岩石圈拆沉原理示意图；（ｂ）岩石圈拆沉时熔融发生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９（ａ）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ｂ）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图１０（ａ）克拉通岩石圈拆沉前地壳上地幔温度的变化示意图；（ｂ）岩石圈拆沉后熔融发生原因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ｍｅｌｔ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

侵位。大规模幔源玄武岩浆侵位是大陆裂谷发展的

主要特征之一，因此可以推测，莱茵地堑岩浆侵位大

陆裂谷的发育比松辽盆地又进了一步。

大陆裂谷的进一步发育可以使幔源岩浆上涌分

异，并在下地壳汇集成岩浆房。一般来说，岩浆底垫

（ｍａｇｍａ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ｔｉｎｇ）与裂谷区岩浆侵位（ｍａｇｍａ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虽然都属于幔源岩浆活动，但却是两个不
同的地质作用。岩浆底垫幔源岩浆发育于岩石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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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通过菜茵地堑的两条反射地震剖面及其解释，摘自ＥＣＯＲＰ和ＤＥＫＯＲＰ报告
Ｆｉｇ．１１Ｔｗ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Ｒｈｉｎｅｇｒａｂｅ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ｎｏｔ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ＲＰａｎｄＤＥＫＯＲＰｒｅｐｏｒｔｓ）。

部的局部区段，部分熔融的熔体缓慢地向上渗透和

顶蚀；长期的底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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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张区的岩浆侵位

属于幔源部分熔融的熔体在浮力作用下快速地沿岩

石圈断裂向上渗透，或形成脉状熔岩流向四周岩石

缝隙中穿插，在中—下地壳形成密布的玄武质岩脉

群。粗略地看，大陆裂谷作用是岩石圈拉张断裂和

岩浆侵位作用的组合和叠加，岩石圈断裂不仅使幔

源岩浆上涌加速，而且为岩浆上涌提供了阻力很小

的通道。岩浆侵位作用伴随岩石圈破裂和热流体上

涌，促成大陆裂谷的发育。

熔体在浮力作用下快速地沿岩石圈断裂向上渗

透，熔化了地壳熔点低的矿物之后，便可在下地壳上

方形成岩浆房。图１２为通过美国新墨西哥州梭可
罗附近的里约格兰德裂谷的反射地震剖面及其解释

（Ｐａｋｉｓ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８９；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从反射地震剖面上可见，深度２２ｋｍ处有一组强反
射体，推测为岩浆房的反映。岩浆流变性质特殊，这

种性质用粘度来描述，与矿物结晶的浓度密切相关。

岩石从固相变为液相的过程中，粘度可降低１０１５级
次，在地球物质中极其罕见。图 １３为玄武岩（实
线）和橄榄岩（虚线）地震波波速随温度的变化的测

定结果。玄武岩由固相向液相的相变发生在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橄榄岩由固相向液相的相变发生在１２００

５５９第 ５期 杨文采等：从地壳上地幔构造看大陆岩石圈伸展与裂解



图１２通过美国新墨西哥洲梭可罗附近的里约格兰德裂谷的反射地震剖面（ａ）及其解释（ｂ），
摘自ｄｅＶｏｏｇ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８及ＣＯＣＯＲＰ报告

Ｆｉｇ．１２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ｅｒｉｆｔ（ａ）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Ｖｏｏｇ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ａｎｄＣＯＣＯＲＰ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Ｆ—Ｈ—地壳主要断裂，ＧＩ—岩浆房。（ｂ）ＳＭＢ为下地壳岩浆房的反射，水平点划线表示前裂谷作用的沉积地层
（ａ）Ｆ—Ｈ—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ｃｒｕｓｔ；ＧＩ—ｍａｇｍａｃｈａｍｂｅｒ．（ｂ）ＳＭＢ—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ｇｍａｃｈａｍｂｅｒｉｎｃｒｕｓ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ａｓｈａｎｄｄｏｔｌｉｎｅｓａｒ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ｒａｔａｂｅｆｏｒｅｒｉｆｔ

～１３００℃，随相变发生地震波速急剧下降，说明岩石
的弹性和刚性急剧下降，因此岩浆房的顶底面会产

生强反射。

岩浆侵位作用上升到中—下地壳产生岩浆房之

后，熔体还会继续上升到离地表５～２０ｋｍ深的上地
壳形成基性岩墙、岩株或其它岩脉。图１４为通过美
国新墨西哥州里约格兰德裂谷的地表地质剖面（图

１４ａ）及岩石圈示意剖面（图１４ｂ）。由图可见，裂谷
下方岩石圈地幔有部分熔融区，中地壳底部有岩浆

房，岩浆呈脉状穿刺到达地表。要特别注意的是，底

垫作用的基性岩浆活动主要发生在下地壳，基性岩

墙岩枝与下地壳岩石共生；而岩浆侵位作用伴随岩

石圈破裂和热流体快速上涌，最终形成的基性岩墙

岩枝可以与上地壳岩石共生。

目前，产生大陆裂谷的机制还有争议。除部分

岩石圈拆沉或小块岩石圈拆沉（即滴水构造）和地

壳拉伸热沉降外，另有人认为大陆裂谷只是地幔热

羽流上涌的副产品（Ｃｏｎｄｉｅ，２００１），地球内部热能
为其主要动力，而地幔岩石中羟基的去水和交代乃

是岩石圈减薄和基性岩浆沿裂谷上涌的主要原因。

这些争议尚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６　普通大陆裂谷与威尔逊裂谷

　　多数的大陆裂谷带并没有发展成红海式的洋中
脊，它们是普通的大陆裂谷带。能演化为红海式的

洋中脊的裂谷带称为威尔逊裂谷带，典型者为现代

的东非大裂谷（Ｍｏｌｎａｒ，１９８８；Ｌｅｃｈ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那么，威尔逊裂谷带的岩石圈构造又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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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玄武岩（实线）和橄榄岩（虚线）地震波波速随温度
的变化；玄武岩相变发生在１０００～１１００℃，橄榄岩相变
发生在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
２００１）
Ｆｉｇ．１３ 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ｂａｓａｌｔｉｃａｎｄ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ｉｃｓａｍｐｌ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呢？图１５为过东非大裂谷肯尼亚段重力异常剖面
与岩石圈地震 Ｐ波波速剖面（Ｌｅｃｈ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由图 １５ａ

图１４通过美国新墨西哥州里约格兰德裂谷的地表地质剖面（ａ）及岩石圈示意剖面（ｂ）（据 Ｐａｋｉｓ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８９）
Ｆｉｇ．１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ｅｒｉｆｔ

（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ｋｉｓ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８９）

可见，裂谷上方布格重力异常剖面为明显的负异常，

幅度达１００ｍｇａｌ。由图１５ｂ知，由重力异常剖面反

演取得的密度剖面，反映了裂谷上中地壳密度降低

０．１ｇ／ｃｍ３。由图１５ｃ可见，裂谷带岩石圈地幔和软
流圈为地震Ｐ波低速带，可能反映地幔热羽流。图
１６为过东非大裂谷的岩石圈剖面和地幔地震 Ｓ波
波速扰动截面。由图１６ａ可见，过马加第盆地的大
陆裂谷即将开始打开成洋；下地壳有岩浆房，发展阶

段与图１２的里约格兰德裂谷相似。由图１６ｂ知，穿
过开始打开成洋的 Ａｓａｌ裂谷剖面和图１５相似，裂
谷下方岩石圈地幔全部成为低速区。同一剖面也过

埃塞俄比亚的大陆裂谷，这里莫霍面下波速仍为８．
０ｋｍ／ｓ，说明岩石圈地幔很正常，不属于威尔逊裂
谷。

由图１６ｃ可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Ｂａｒｂａｒａ，２０００；Ｍａ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过东非大
裂谷肯尼亚下方的整个地幔地震Ｓ波波速都下降了
１％，岩石圈 Ｓ波波速下降了 １．５％。由此可以推
测，东非大裂谷的打开与一般大陆裂谷不同，其根源

可能与来自地幔底部的地幔热羽流有关（杨文采，

１９９８；Ｃｏｎｄｉｅ，２００１）。
对比裂谷区的地壳上地幔调查结果表明，普通

的大陆裂谷要演化为威尔逊裂谷带，必须有来自软

流圈的长期和持续的热流侵位和玄武质岩浆侵位，

使岩石圈地幔的波速降低，地壳拉伸减薄（Ｗｈｉｔｅ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单纯的拆沉作用可以形成普通的大陆
裂谷，但是如果其作用期不够长，热源供应也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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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要发育成威尔逊裂谷也是困难的。如果普通的

大陆裂谷带下方邻近地幔热羽流，有了长期和持续

图１５过东非大裂谷肯尼亚段重力异常剖面与岩石圈地震Ｐ波波速剖面；（ａ）重力异常剖面，实
线为实测，虚线为模型计算；（ｂ）由重力异常剖面反演取得的密度剖面；（ｃ）岩石圈地震Ｐ波波速
剖面；ＬＶＺ为低速区（据Ｌｅｃｈ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Ｆｉｇ．１５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ｓｅｉｓｍｉｃＰ
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ｒｉｆｔｉｎＫｅｎｙａ，ＬＶＺ—ｌｏｗｅ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ｚｏｎ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ｅｃｈｉｅ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

的热流和物质供应，演化为威尔逊裂谷带的可能性

便大大提高了。由地震层析成像的图１６ｃ可见，东
非裂谷带的地幔有地震波低速带，从地幔底部升起，

范围很大，可能反映超级地幔热羽流及威尔逊裂谷

的“根”。这种低速的“根”可以作为识别威尔逊裂

谷的一个标志。

７　结论
本篇评述讨论了岩石圈的拉张伸展和裂谷作用

过程的不同阶段：从初始拉张的盆岭省，到大型沉积

盆地，再到大陆裂谷的发育，最后发展成为威尔逊裂

谷。不同阶段的作用时期和拉张的力量各不相同，

岩石圈构造和伴随的岩浆活动形式也大不一样。通

过地壳上地幔调查结果可以判识岩石圈的拉张伸展

作用过程所处的阶段。

（１）由于大陆岩
石圈厚度大而且很不

均匀，产生裂谷的机制

比较复杂。大陆碰撞

远程效应的触发，岩石

圈拆沉，以及板块运动

的不规则性和地球应

力场方向转折，都可能

产生岩石圈断裂和大

陆裂谷。

（２）岩石圈拆沉
为在重力作用下“去陆

根”的作用过程，演化

过程可分为大陆根拆

离、地壳伸展和局部岩

石圈地幔整体破裂三

个阶段。大陆碰撞带、

俯冲的大陆和大洋板

块、克拉通区域岩石

圈，都可能产生岩石圈

拆沉。

（３）大陆岩石圈
调查表明，拉张区可见

地壳伸展、岩石圈拆

离、软流圈上拱和热沉

降；它们是大陆岩石圈

伸展与裂解早期的主

要表现。

（４）从初始拉张
的盆岭省到成熟的张

裂省，拆离后地壳伸展

成复式地堑，下地壳幔

源玄武岩浆侵位，断裂

带贯通并切穿整个岩

石圈，表明地壳伸展进

８５９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图１６过东非大裂谷的岩石圈剖面和地幔地震Ｓ波波速扰动截面；（ａ）过马加第盆地的大陆裂谷剖面；（ｂ）过开始打开
成洋的Ａｓａｌ裂谷剖面和埃塞俄比亚的大陆裂谷（据Ｓｅａｇｅｒａｎｄ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７９）；（ｃ）过东非大裂谷肯尼亚的地幔地震 Ｓ
波波速扰动截面（据Ｍａ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Ｆｉｇ．１６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Ｋｅｎｙａ；（ｂ）ｉｎ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ｒｉｆ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ａｇｅｒａｎｄ
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７９）；ａｎｄ（ｃ）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ａｇ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ｒｉｆｔ（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９５９第 ５期 杨文采等：从地壳上地幔构造看大陆岩石圈伸展与裂解



入成熟阶段。中国东北松辽盆地和西欧北海盆地曾

处于成熟的张裂省。岩石圈破裂为岩浆侵位提供了

阻力很小的通道网。岩浆侵位作用伴随岩石圈破裂

和热流体上涌，成熟的张裂省可发展成成熟的大陆

裂谷。

（５）多数的大陆裂谷带并没有发展成威尔逊裂
谷带和洋中脊，普通的大陆裂谷要演化为威尔逊裂

谷带，必须有来自软流圈的长期和持续的热流和玄

武质岩浆的供应。威尔逊裂谷带岩石圈地幔和软流

圈为地震低速带，其根源可能与来自地幔底部的地

幔热羽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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